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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介绍创客空间的基本涵义入手，在详细分析高校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必要性的基础
上，从知识传播、信息提供、探究学习及创意孵化 4 个方面探讨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功能定位，最后
着重从把握需求、准确定位，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强化培训、优质服务，社会合作、协同发展等方面
提出面向创新创业教育需求的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建设策略，以期为拓展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内容提供参
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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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Space Function of Maxspace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r
the Need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QIN Wei-dong
(Library of Changzhi Medical College, Changzhi 0460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the basic meaning of maxspace, discussed the function positioning of
maxspace of the libraries of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four aspects: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information provision, inquiry learning and creative incubation based on 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necessity of
constructing the maxspace in the libraries of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inally, the strategies of building
maxspace of libraries of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r the need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re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rasping needs, positioning accurately, setting up platforms, integrating
resources, strengthening training, quality services, social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ith a
purpose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expanding service contents of libraries of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libraries of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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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教育主要是指以“创造性”和“创新

关实践活动等为基础，这一切与相关信息服务息息

性”为基本要素，以课程学习和实际操作为主要形

相关，而高校信息服务主要来源于高校图书馆。因

式，以增强高校学生创新创业素质为出发点，培养

此，高校图书馆如何履行自身在创新创业教育中的信

高校学生未来事业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创新创业意

息服务职能，成为当下业内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1]。

识、知识及能力等素质。高校肩负培养创新创业人

伴随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

才的历史使命。要想进一步提升创新创业教育的实

创客空间逐渐走近人们生活，走进高校校园。创客

效性，就必须以教育教学内容、师资人才培养及有

空间是社会创新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是促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主要载体，为“互联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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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转型提供了大好契机，同时可以更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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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履行其为知识创新提供资源，为创新创业教育

轨，随之转换服务内容和服务手段，更好地满足用

提供支持的重要职能。

户需求，而参与创客空间的构建，无疑是其服务转

1 创客空间的基本涵义

变的有效途径之一，不仅可以通过参与构建创客空

“创客”一词由英文 hacker（或 maker）翻译而

间进一步拓展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提高图书馆的社

来，是指不以营利作为最终目标，力求将不同创意

会影响力；而且还可以使图书馆转变管理思维的方

转变为现实的人，是青睐于创意、设计、制造的个

向，推动图书馆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4]。

人设计制造群体。而创客空间是一个具有加工车

2.2 有助于促进高校图书馆的资源整合

间、工作室功能的开放交流的实验室、工作室、机

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作为一个知识共享的开放

械加工室，具有开源性、共享性、创造性等特征。

平台，用户身处其中可以实现信息共享和创新创

它作为一个为创客构建创意孵化和创造创新的特定

业，进而丰富自身的知识体系，这个过程就是高校

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为在计算机、数字、信息、工

图书馆资源的整合过程 [5]。一方面通过用户的交互

程等某一领域具有相同兴趣爱好的用户实现了“理

行为实现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共享、应用及进一

论＋实践”的不同资源、空间及活动的融合。

步开发，另一方面也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高校图书

1.1 为用户提供必要的设施和丰富的资源

馆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相互转换，进而充分发挥

创客空间一般可以为用户提供工艺制作与数字
模型硬件（如机床、胶枪、3D 打印机等），同时还

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的竞争优势。
2.3 有助于提升高校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可以提供计算机、有关电子零件、各种开发工具

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让高校教育由“被动填

等，让用户能够充分利用空间内的设施和资源进行

鸭”模式转变为“主动创新”模式，实现了多专

创新创业，为新产品的出现提供基础条件。

业、多学科交叉，拥有了跨专业、跨学科、跨领域

1.2 为用户提供交流、学习的场所

互动的机会，进一步开阔学生视野，挖掘学生潜

创客空间营造了自由、融洽、共享等包容性氛

能，重视团队合作，培养创新创业思维，增强发现

围，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用户面对大众创新的畏难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能够清晰自我定

情绪，吸引更多具有同一兴趣爱好的用户投入其

位，加强自我管理，明确职业发展前景，提升发展

中，在进行独立思考的同时还可以开展团队活动，

能力。

并且帮助用户发现、研究、处理各种问题，进一步

3

[2]

提升用户的实践能力 。

面向创新创业教育需求的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

功能定位

1.3 是知识创新的“孵化基地”

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把高校图书馆与创客空间

鉴于用户的专业领域、职业特征及文化背景存

的优势合二为一，构建创新创业的信息共享空间，

在差异性，这样跨专业、跨学科、跨领域的凝聚，

培养大量创新创业人才，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

有助于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相互转化，实现隐性

供充足支持。

知识显性化和显性知识隐性化，萌生新的知识增长

3.1 教育功能：知识传播

点，最终形成知识创新的“孵化基地”。

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与商业性质的创客空间相

当前，创客空间已成为业内人士较为关注的重

比较，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前者承担着“知识传播”

要话题，创客空间的发展有助于进一步满足用户个

的教育功能。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目的有二：

性化、专业化的服务需求，从而进一步提升高校图

一是培养创新创业人才，通过构建学习空间，配置

[3]

书馆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竞争力 。

专业设施和专家指导来实现。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

2 高校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的必要性

为专家学者、能工巧匠参与科普提供了实践场所和

创客空间是高校图书馆服务的主要发展趋势之

交流机会，让用户在自己有兴趣、有特长的领域获

一，有助于进一步有效发挥图书馆的服务职能。

得专业指导，而专家学者、能工巧匠则在自身实践

2.1 有助于促进高校图书馆的服务转型

和指导他人中了解掌握目前社会科技创新的需求趋

面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趋势，方便

势或变动情况 [6]。二是利用创客理念改革传统的教

快捷地获取不同创新创业的基础性服务已成为很多

育模式，主要是采取“干中学”创客理念与专业教

用户的主要需求，因此高校图书馆要主动与时代接

育相融合的形式来实现。高校图书馆可以为人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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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专业的创新创业设备，让用户在实践过程中实现

并在转化过程中孕育创新因子，以此构建后续知识

传播科技知识的目的。

创新因素，促进知识创新进程。可以看出，创客空

3.2 服务功能：信息提供

间的引入，与提升创新创业教育的效果有着较为密

服务功能是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基本功能，

切的关联，能够进一步促进用户对自我定位的正确

这是与其他类型创客空间相区别的主要特征。目前

认知，掌握职业发展趋势，增强创新创业能力。

多数高校图书馆为创新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并取得了

4

显著效果，其服务嵌入创新创业的不同阶段。⑴在

建设策略

面向创新创业教育需求的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

创意雏形阶段，主要是为用户提供与项目有关的科

创客空间的构建是高校图书馆实现服务创新的

研信息，培养创新创业技能；⑵在项目研发阶段，

有效途径，它尚属新兴事务，不能盲目建设，一定

主要是为用户提供科技查新服务，同时配备专家专

要依据其自身发展趋势和建设规律，使用科学合理

业指导，并提供交流共享平台促进相互间的沟通，

的方法，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实现可持续发展。

帮助用户解决项目进展中出现的问题；⑶在成果转

4.1 把握需求，准确定位

化阶段，加强与商业机构、企业等方面的社会合

及时掌握用户需求动态、科学合理规划是高校

作，构建良好的合作关系，运用丰富的法律知识和

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的基础。各高校图书馆在类

成果转换经验，协助用户寻找适当的创设机构，打

型、规模、特色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因此必须结合

破用户信息不对称障碍，实现创新创业成果的完美

本校的教育理念、办学定位、人才资源、基础设施

[7]

转化 。

及经费预算等，依据用户需求，精确把握空间提供

3.3 交互功能：探究学习

的设施设备和各种辅助服务。国外创客空间配置的

交互功能是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一种较为显著

激光切割机、3D 打印机等设备，存在购买费用高、

的服务功能，主要是通过对知识的开放获取来促进

使用难度大等特点，不是所有的高校图书馆均需配

用户的探究学习，最终推动创新创业进程。高校图

置，因此应事先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精确把握功

书馆创客空间设置的知识共享空间，能够满足用户

能定位及用户需求，力求构建符合本馆馆情、本校

的个性化、专业化需求，促进高校图书馆由传统的

校情的独具特色的创客空间[8]。

信息服务向新型的知识服务转型。主要表现为：一

4.2 搭建平台，整合资源

是创客空间的“无门槛”开放状态，对参与用户的

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应搭建创新服务平台，把

年龄、文化程度、专业学科、职业领域等无任何限

创新主体与创新资源进行有效融合，以实现创意创

制，只要用户愿意就能够参与；二是基于专业学科

新、知识文化、技术工具、经验教训等不同创新资

或兴趣爱好聚集于同一空间的用户，彼此显性知识

源的共享，和创客、馆员、技术人才、市场等创新

与隐性知识的转化受外界因素干扰的可能性不大，

主体有效的交流沟通。同时高校图书馆还可以依托

并且相互间的交互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知识

服务平台，以选修课或辅修课的形式开设与创客有

在传播、转化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保障了知识共享

关的课程，通过采取课堂教学和网络教学两种教学

的精准性；三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与创新创业有

手段，把创客教育与专业教育进行有效融合，利用

关的沙龙、专题研讨、竞赛等活动，为用户强化彼

高校图书馆的独特优势，让高校学生近距离了解前

此间的交互行为提供时间与空间，为知识共享价值

沿科技，提升创新创业意识，培养创新创业能力。

最大化提供有力支持。

4.3 强化培训，优质服务

3.4 创新功能：创意孵化

构建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需要一支高素质的

就知识转化与知识创新而言，高校图书馆创客

专业服务团队作为人力支持。高校图书馆可以采取

空间着重关注“创意实现”而非“创意商业化”，

“外引内培”的方式来加强团队建设：一是重视

它作为高校先进技术和优秀文化的聚集地，无容置

“外引”，采取社会招聘、行业推荐等渠道外聘一

疑成为创新创意转化为新产品的天然“孵化器”。

批能工巧匠、专家学者为导师（或顾问），解决用

需要明确一点的是，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不会直接

户在创新创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二是强调“内

产生知识、创意，而是通过构建资源平台和知识文

培”，采取专题讲座、学术研讨等途径对馆员开展

化环境，来实现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相互转化，

与创客相关的意识更新、设备使用、技术使用等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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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并且还要加强对馆员人际交往能力等方面的培

高校图书馆一定要依据本馆特色选择恰当措施，充

养，以便于更好地为创客提供优质服务。

实自身资源，聚合各种创意，强化社会合作，进一

4.4 社会合作，协同发展

步修正、完善创客空间，以实现提升社会群体文化

为更好地满足高校学生日益强烈的创新创业教

素养、推动创新创业步伐的目的。

育需求，高校图书馆应该与其他创客空间、商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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