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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ience 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知识交流模式研究
谢文娟
江苏省南通市图书馆，江苏 南通 226001
摘要：E-science 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知识交流具有高效性、共享性、协同性、开放性的特征，知识
交流的具体流程主要有知识输入、知识吸收、知识输出和知识反馈等 4 个步骤；知识交流主要有
Lancaster 模式、Aitchison 模式、Sindergaard 模式等 3 种模式。提出 E-science 环境下数字图书馆
知识模式的实施策略，应以 E-science 环境为前提，推进无纸化知识交流进程；以数字图书馆为载体，
保障信息资源渐趋完善；以读者获益为目的，丰富知识交流新模式；以信息资源共享为目标，融汇各研
究领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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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Knowledge Exchange Mode of Digital Libraries in E-science Environment
XIE Wen-juan
(Nantong Library in Jiangsu Province, Nantong Jiangsu 226001, China)
Abstract: Knowledge exchange of digital libraries under E-science environment is with the features of
high efficiency, sharing, synergy, and openness. The specific processes of knowledge exchange have four steps:
knowledge input, knowledge absorption, knowledge output and knowledge feedback; knowledge exchange
mainly have the three modes: Lancaster mode, Aitchison mode, and Sindergaard mode. This article proposed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for knowledge mode of digital libraries under E-science environment, which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E-science environment to promote paperless knowledge exchange process; setting
the digital libraries as the carrier to ensure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king the
readers’ benefits the goal to enrich the new mode of knowledge exchange; targeti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sharing to integrate knowledge of other research fields.
Key words: E-science environment; digital libraries; knowledge exchange mode
E-science 是 2000 年英国提出的一种“电子科

交流模式将成为知识交流的主流。本文通过对知识交

研”，它依托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着眼于科学领域的

流新模式的研究，提出实施策略，力求能推进我国

[1]

全球合作，为全球科研人员搭建数字化平台 。E-

E-science 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知识交流模式的新发展。

science 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知识交流模式是一种无纸

1 E-science 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知识交流的特征

化知识交流的模式，相对于传统纸质的知识交流模

1.1

式，具有方便快捷、互动性更强、共享性更强的优

动性增强

势。基于 E-science 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无纸化知识

基于 E-science 环境的高效性，知识交流的互
自 E-science 环境形成以来，信息传播实现了其

高效性，数字图书馆知识交流的互动性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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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知识交流虽然被称作是知识互动，事实上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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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做到了知识的输出而已，绝大部分的信息是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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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出版商将其出版为刊物，而后供科研人员阅读，

主要有 4 个步骤，知识输入、知识吸收、知识输出

书面信息是信息交流的唯一方式，科研专家是知识

和知识反馈。

[2]

输出的唯一主体 。这种交流模式很难实现信息的

2.1 知识输入

高效交流和意见反馈。在 E-science 环境下，信息交

数字图书馆是用户进行知识交流的主要平台，

流逐步趋于数字化，信息获取更为便捷，体验、参

同时也是为用户提供知识资源的平台。E-science 环

与、互动性更强。

境下数字图书馆知识交流的第一步是知识输入。知

1.2

识输入的实现取决于知识提供者的知识输出，也就

基于 E-science 环境的共享性，知识交流以信

是说知识提供者要在自身学识和所收集信息资料的

息资源为主
E-science 环境是一个极其开放的数字化环境，

基础上进行信息整合、消化和吸收，形成自身的隐

各个领域的科研人员都能平等地享受最先进的科研

性知识，而后在数字图书馆平台上进行发布，与其

信息，信息的载体不单是有形载体，如纸张、胶

他用户进行交流和探讨，实现隐形知识的显性化。

卷、胶片、磁盘，还包括了以声、光、波传递信息

提供者所发布的显性知识会作为数字图书馆平台上

的无形载体，数字图书馆内的信息资源可以跨越区

的知识资源储存起来，从而实现其知识输入。

域、没有时间限制，面向需求者开放，可以及时收

2.2 知识吸收

[3]

集有价值的反馈信息，储存在数字图书馆中 。数

知识吸收是 E-science 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知识交

字图书馆的多元化服务模式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

流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信息资源在进行显性

流，满足了科研人员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

化处理后，会在数字图书馆平台上共享，知识接受

1.3

者通过相关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在检索到相应内容

基于 E-science 环境的协同性，知识交流摆脱

后，知识接受者需要根据其自身的学习能力和信息

了时间及空间的限制
E-science 环境为全球的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协

需求进行知识吸收。知识接受者对于知识的吸收主

同工作的平台，让知识交流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

要通过 3 种方法。其一，通过检索和阅读文献，将

制。传统的知识交流的载体主要为纸质信息资源，

数字图书馆内固有的信息资源进行内化吸收，为己

需要用户向图书馆提交申请获取所需书刊，这样的

所用。其二，通过 E-science 环境所搭建的平台与其

过程往往会受到图书馆开放时间和图书馆地域的制

他的知识接受者进行交流，从而加深知识的吸收。

[4]

约 。在 E-science 建立的平台上，用户在任何地方

其三，利用数字图书馆的服务资源，与图书馆内馆

任何时间只需轻轻点击鼠标，就能在数字图书馆中

员及相关学科专家进行知识交流，帮助知识接受者

检索到需要的文献，并进行下载。这种方式完全突

更好地实现知识的吸收和转化。

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处于世界各地的科研人

2.3 知识输出
亦可以称之为“知识的再创造”，是知识交流

员都能共享到国际上先进的科技成果。
1.4

基于 E-science 环境的开放性，知识交流实现

的中心环节。知识接受者进行知识的内化和吸收，
与其他用户进行交流和探讨，再加以自身的思考，

虚拟化
E-science 环境是一个高开放性的环境，世界各

将在数字图书馆接受到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的知识，

地的科研人员可以在此环境中平等地进行交流，用

用于科研。此外，在与其他用户交流的过程中，会

户可以注册帐号匿名留言，也可以与其他用户进行

实现知识接受者和知识提供者的不断转换，他们会

讨论。虚拟的身份能够更好地保障用户安全，在与

将自身已消化吸收的知识再次转化为显性知识，在

[5]

其他用户的讨论中更加客观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

数字图书馆内发布，这就是知识接受者向知识提供

此外，虚拟身份将用户的等级观念弱化，促使更多

者转化的过程，而知识提供者则亦能通过与其他用

的用户进入数字图书馆进行更为自由平等的交流，

户的交流，重新获取新的知识 [6] 。知识接受者与知

从而感受知识交流的效率，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力

识提供者在转换过程中往往能迸发出创造的火花，

和创新水平。

实现知识的再创造。所以，要充分利用数字图书馆

2 E-science 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知识交流步骤

的资源和服务优势，更好地实现知识的输出。

数字图书馆知识交流的形式和过程是在不断变
化的，E-science 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知识交流的过程

2.4 知识反馈
知识交流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而知识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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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Aitchison 模式及 Sindergaard 模式，见表 1。

图书馆中，知识交流形式多样，一对一、一对多、

Lancaster 模式出现的时间最早，奠定了无纸化

多对一、多对多。在自由的交流中，用户将知识提

知识交流的基础，打破了传统的纸质知识交流的局

供者所输出的知识内化吸收后，可在数字图书馆内

限性，并将知识链中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有效构

给知识提供者留言，将信息反馈给知识提供者或图

建，让普通人及各学科的专家都能积极参与到知识

书馆馆员。通过这一过程，能够及时纠正发布信息

交流的过程中，但其没有体现出知识交流循环往复

中出现的错误，达到净化信息资源的目的。同时，

的过程，而是强调其单向性。而 Aitchison 模式的出

知识在进行反馈之后，经过整理、加工、分析等手

现有效弥补了 Lancaster 模式的缺陷，使知识提供者

段，又将成为数字图书馆中的信息资源，重新进行

与知识接受者能更好地进行互动，完善了 Lancaster

信息的输入。

模式的信息链，使知识交流更趋多元，用户也更加

3 E-science 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知识交流模式

广泛。Sindergaard 模式出现的时间最晚，与互联网

E-science 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知识交流模式多种

技术进行深度结合，使用户之间的交流更加便捷，

多样，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目前数

提出了非正式交流平台的搭建，让无纸化知识交流

字图书馆中经常用到的交流模式包括 Lancaster 模

更加完全。

表 1 E-science 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知识交流的 3 种常用模式
模式名称

出现时间

创始人

内容

关系

特点

Lancaster

20 世纪

F•W•

Lancaster 模式是在传统的科学交流模式的基础上改革而成的，其中主要对作者、图

无纸化知

强调知识

模式

中后期

Lancaster

书馆、信息机构、出版商及读者等部分信息交流进行了重新整合和构建。这种交流

识交流的

链各个环

模式在 20 世纪中后期 E-science 环境还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产生，对资源信息、传

基础

节的构建

Aitchison 模式是在 Lancaster 模式的基础上出现的知识交流模式，对 Lancaster 模式

知识交流

重视知识

进行了改进和升级。将 Lancaster 模式的知识交流秩序重建，使得知识交流的信息

交互性的

交流的交

链进一步完善，知识交流的参与者更容易参与到知识交流中，交流的过程也更加广

基础

互性

播交流的条件要求相对较低，在交流环境上还不开放，极具隐蔽性，知识提供者和
接受者通过网络的链接进行知识交流，无论是普通人和专业科研人员都能参与到知
识交流中。其缺陷主要表现为知识交流的不够多元，不够广泛，不够开放。
Aitchison

20 世纪末

Aitchison

模式

泛和多元化。实现了知识交流的交互性和相对开放性。其缺陷主要在于知识交流不
够方便快捷。
Sindergaard
模式

21 世纪初

Fjordback

Sindergaard 模式是在 Lancaster 模式、Aitchison 模式及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技术上为

知识交流

提出了非

Sindergaard

学术交流搭建的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用户之间能进行随意的交流，信息提供

互动性更

正式交流

者与信息接受者能进行实时的沟通，更好地体现出互联网技术支撑之下的数字图书

强

平台的搭

馆知识交流的模式。Aitchison 模式较为重视信息资源的收集，在这个平台上信息收

建

录更为多元、丰富，不仅包括了杂志期刊，同时也包括了学术论文。

4

E-science 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知识交流模式的实

流，交流中参与用户少，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施策略

使得这些地区的知识交流受限 [7] 。所以，在乡镇地

4.1

区要普及互联网技术，搭建起 E-science 环境，为数

以 E-science 环境为前提，推进无纸化知识交

流进程
无纸化知识交流是现代社会知识交流的发展趋

字图书馆知识交流提供现代化的平台，让各个地区
的用户都能平等享受到信息资源，推进无纸化知识

势，从 Lancaster 模式、Aitchison 模式到 Sindergaard

交流的进程。

模式，E-science 环境为数字图书馆提供了更为先进

4.2 以数字图书馆为载体，保障信息资源渐趋完善

和开放的平台，使各个领域的科研人员都能平等参

完整的信息资源是知识交流的前提，要想更好

与到学术交流中，从而推进无纸化交流的进程。目

地系统实现知识交流的模式，最基本的步骤就是将

前无纸化知识交流的模式没有完全展开，在一些乡

数字图书馆作为载体，保证其信息资源的完善。与

镇地区，仍采取传统的纸质信息资源进行知识交

传统的纸质文献储藏不同，数字图书馆储存的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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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的信息，完整的将专业人员的科研成果、期刊

下数字图书馆知识交流模式势必会向着高共享性、

论文及国内外涉及较少的领域的文献都收录其中，

高开放性及高交互性的方向发展。

才能充分发挥知识交流模式的作用，让用户能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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