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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研究·

高校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之我见
——以辽东学院图书馆为例
王丹梅
辽东学院图书馆，辽宁 丹东 118003
摘要：文章从总分馆制的含义及发展现状入手，阐述了高校图书馆总分馆制的 3 种模式：集中式、
集中分散式和分散式。以辽东学院为例，分析了辽东学院建设总分馆制存在的问题，并构建了适合学校
自身发展的总分馆制模式。只有采取集中分散式模式，制定科学的总分馆运行机制，才能实现资源的共
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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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s on Construction of Central-Branch Library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Taking
Library of Liaodong College as an Example
WANG Dan-mei
(Library of Liaodong College, Dandong Liaoning 118003,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central-branch library system, this article
elaborated three modes of central-branch library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entralized, centraldecentralized, decentralized. Taking Library of Liaodong College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entral-branch library system in Liangdong College, and formulated the
central-branch library system mee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college. All the resources could be co-built and
co-shared only by central-decentralized mode and drawing up scientific central-branch library operational
mechanism.
Key words: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entral-branch library system
总分馆制是近年来国内图书馆建设发展比较迅

建设提出自己的观点，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证构

速的一种运作模式，它实现了“统一管理，整合资

建一个适合高校图书馆发展的总分馆制模式。

源，共建共享”的图书馆建设理念，节约投入成

1 总分馆制的含义及发展现状

本，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方便

美国图书馆协会从总馆、分馆的功能这一角度

广大用户。是一种理想的集群管理模式，也是图书

阐述了总分馆制定义，认为总馆是独立的的图书馆

馆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总分馆制在我国起步较

或一个图书馆系统中充当管理中心的图书馆，它是

晚，不少学者对国内各地的公共图书馆进行了总分

图书馆系统集中加工文献的场所，也是收藏整个系

馆制建设的探索，但只有少数学者对高校总分馆制

统主要藏书的处所；分馆是总馆把一部分业务分离
出去而形成的附属场所，必须拥有基本馆藏、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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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配置和规定的开馆时间 [1] 。也就是说，总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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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图书馆的各项业务的核心，而分馆只是作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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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一个延伸，可以单独开展某些业务的场所，是

上对分馆进行指导，其他行政、人事、财政各不相

总馆的业务补充。

干，分馆保持人员和财产的独立性。总馆与分馆只

总分馆制起源于西方国家，美国的总分馆制起
步早，发展成熟。1924 年，加州大学开始建立学科
专业图书馆，到目前共有 80 多个分馆

[2]

。美国的大

在业务上有部分合作，严格来说，这种模式不属于
总分馆制。
3 建设总分馆制存在的问题

学图书馆普遍实行总分馆制，加拿大的大学图书馆

笔者就辽东学院（以下简称我校）图书馆与资

总分馆体制比较灵活。英国的剑桥大学图书馆更是

料室之间的实际情况来分析一下我校的总分馆制的

采用多级馆的形式，它有大学馆 5 个，系馆 55 个和

建设形式及存在问题。

学院馆 30 个，所有的这些馆都采用统一的网络管理

3.1 辽东学院图书馆及图书资料室现状

系统，各级馆分工明确，但提供统一的借阅、目录

由于我校是由几个高校合并而成的一所综合性

和教育培训系统，总馆和分馆之间形成统一的管理

大学，在地理位置上自然形成了南北 2 个校区，并

[3]

和服务 。

根据这 2 个校区设置的专业划分成 2 个专科图书

目前，国内的总分馆制在北京、上海、深圳发

馆。2 个专科图书馆统一管理，有统一的采访和编

展较好，在其他地区也有尝试。总分馆制由于它的

目，但由于所设专业的需要，2 个校区的纸质文献

布局合理，便于一体化管理，能更有效地提高资源

不实行通借通还。我校共设 17 个二级学院，4 个学

的共建与共享，越来越受到国内图书馆界的重视。

科部，共有 19 个图书资料室，这些资料室不归图书

2 高校图书馆的总分馆制模式

馆管理，而是由各个院部自行管理。各个资料室的

随着大学城的建立以及高校合并后一校多馆现

藏书也是由院部根据自己的需要购进，但经费还是

象的出现，许多综合性大学都进行了总分馆制模式

属于总馆的采购支出。在人员管理方面也是院部自

的尝试，如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将原有的院系资料

行设定，不是由图书馆派出的专人负责，这些人员

室取消，按各类学科建立专科分馆；浙江大学和武

在行政上隶属各院部，在职称编制上属于图书资料

汉大学设立一个总馆和若干分馆的模式；海南大学

系列。图书资料室的文献加工也是由这些资料员自

将院系资料室改造成二级馆。这些模式归纳起来可

行完成。总馆只在管理系统的使用上对其进行指

分为：集中式、集中分散式和分散式 3 种模式。

导。

2.1 集中式

3.2 建设总分馆制存在的问题

集中式就是人事管理和财政经费都由总馆统一

首先，由于南北校区的专业分科，总馆的设置

规划，统一管理，业务活动统筹安排，统一采编，

存在着问题，加大了采编的难度，到馆的新书在验

统一配送，统一的规章制度和服务规范，实行通借

收时就要分门别类的放置，典藏时不能把南北校区

通还。这种方式有利于图书馆事业的统一规划，合

的典藏地搞错。如果南校区读者想看北校区的图

理分配资源，可以避免重复建设、重复劳动，避免

书，只能到北校区借阅。这种不能通借通还的借阅

资源浪费。但在高校的经费和人事管理权限都集中

方式不仅给读者造成了不便，还大大降低了图书资

在学校的情况下，要想实现这种纯粹的总分馆制无

料的利用率。

疑是很困难的。
2.2 集中分散式

其次，资料室在采购环节上与图书馆脱钩，他
们可以自行购进少量图书，但费用由总馆支出，这

集中分散式也就是一种准集中式，它在人事及

很容易造成资源的重复建设，同时浪费了人财物力

财政权限不变的情况下，总馆负责采编、配置及统

资源。在人员的安排上，这种行政上隶属于院部、

一的服务规范等工作，分馆只负责读者借阅指导工

编制上隶属于图书馆的管理方式，使得总馆对资料

作，总馆和分馆之间实行通借通还。这种准集中式

员的工作时间、业务熟练程度以及业务培无法掌

虽然在人事和财权上有弊端，但它避免了重复建

握，总馆只能在资料员有业务上的咨询时才能进行

设、重复劳动，节约了资源。这种方式在促进高校

指导，这种方式更接近业务工作上的合作。

总分馆制的发展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3 分散式
分散式是最不理想的一种方式。总馆只在业务

第三，资料室与图书馆在编目上使用的是同一
管理软件，但资料室在分类上有着自己特有的标
识，占用着记录控制号，导致资料室在编目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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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馆的数据库里造成同书异号现象，这不但占用

实行总分馆制，辽东学院南北校区图书馆可以按所

了数据资源，而且给编目工作带来了麻烦。

在校区设置的院部有侧重地收集各学科的文献资

第四，资料室只对本院部开放。开放时间不固

源，各院部按专业需要配置文献资源，防止重复购

定，读者无法掌握开放时间。图书资料不对外借

进。这些文献由总馆进行编目，建立数据库，然后

还，文献不能流通，更无法实现网上借阅、查询、

按学科馆或分馆进行典藏。对于纸质印刷品，读者

咨询等工作。所以资料室的利用率很低。资料员也

可以进入数据库查询文献在总馆和分馆内的分布情

没有受过专业培训，对图书馆业务了解不多。

况，再根据文献的馆藏地借到自己需要的图书资

4 总分馆制模式的构建

料。读者如果需要电子资源，只需要输入借书证号

4.1 改变总分馆制的建设和管理体制

就能在任意馆查询和下载所需资料。这样，既方便

尝试采取准集中式。图书馆作为院部的平行机
构直属学校，总分馆内部的行政管理权和业务管理

了用户，又实现了资源共享。
5 小结

权由总馆馆长负责。总馆统一管理人、财、物，各

计算机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为实现图书馆资

资料室的基础设施建设及购书经费都由总馆统一规

源的共知、共建和共享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使图书

划和报批，资料室不再受院部领导，而是作为图书

馆总分馆制的实现成为可能。高校在实现总分馆制

馆的二级分馆，由总馆进行人员和财物上的管理。

时，一定要根据本校的具体情况来实行，不能盲

这些二级馆根据不同院部设立不同门类的馆藏，方

从，一定要树立“互联网＋图书馆”的理念 [5] ，以

便师生的查阅。

充分有效的利用资源，实现体系内的资源互补，以

4.2 制定科学的总分馆运行机制

提高服务效益为最终目的，这样才能凸显这种总分

总分馆实行统一的资源管理、人员管理、业务

馆制模式的优点，体现总分馆制的价值。

管理及服务标准。实行统一采编，按各院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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