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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图书馆馆藏碎片资源整合的价值
及路径探讨
侯惠芬 1，陈焕之 2
1.南华大学图书馆，湖南 衡阳 421001；2.湖南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摘要：大数据时代信息的发展趋向碎片化，给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提出了挑战。文章从碎片资源认
识入手，分析大数据时代碎片资源具有发布者广泛、类型多样化、存在时间短的特点，明确了图书馆馆
藏碎片资源整合的价值，可以满足用户需求，适应阅读习惯，强化需求具体化。并从确定收集范围、扩
大碎片资源整合，注重资源选择、提升碎片整合的价值性，利用整合工具、满足用户需求，加强馆际合
作、实现整合资源共享等方面提出图书馆馆藏碎片资源整合的路径。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图书馆；碎片资源；整合；路径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8.06.007
中图分类号：G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07(2018)06-0026-03

Discussion on Value and Path of Library Collection Debris Resources Integration in the Era of Big Data
HOU Hui-fen1, CHEN Huan-zhi2
(1. Library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2. Huna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nds to be fragmented in the era of big data, which poses a
challenge to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of libraries. Starting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debris resource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bris resource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extensive resource publishers,
diversity of resources and short existence of resources. Then the value of the integration of library collection
resource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was clarified: to meet the needs of users, to adapt to reading habits, and to
strengthen the specification of requirements. Finally, it proposed the path of library collection debris resources
integr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determining the scope of collection, expanding debris resources integration,
focusing on resource selection, enhancing the value of debris integration, using integration tools, meeting user
needs, strengthening inter-library cooperation and achieving integrated resource sharing.
Key words: era of big data; libraries; debris resources; integration; path
大数据时代，迅猛增长的网络信息加速了信息

代的信息被拆解，人们越来越趋向通过网络获取信

碎片化发展，促使图书馆要不断更新自身的发展模

息资源，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判断信息资源。

式，给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提出了挑战。碎片化时

在大数据时代信息的碎片化发展使得用户的关注点
和兴趣都发生了变化，给图书馆处理碎片化资源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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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挑战。图书馆在发展中要在适应时代发展的基础
上，提升自身对碎片化资源整理的能力，并不断满
足用户对信息资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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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微博、博客等，或者是微信朋友圈中转发的

1 碎片资源认识
碎片化是对信息进行简单概括之后的一种整

一些网文、微视频等，这些信息的传播一般比较广

合，碎片化信息是信息时代的新概念。随着大数据

泛，内容也比较丰富。大数据时代图书馆在发展中

时代的发展，信息的不断激增及传播渠道的拓宽，

要注重对这些资源进行整理，更好地满足用户对信

很多读者都愿意采用快速的方式获得自身需求的资

息的需求。

源。大数据时代，图书馆自身的馆藏资源不断丰

3.2 整理方式转变，适应阅读习惯

富，读者的需求也不断向多元化发展。不仅仅是读

碎片化资源的整合使得图书馆对信息的整理方

者在心理方面的需求不断向多元化发展，越来越追

式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传统图书馆主要是对纸质资

求个性化和层次化的心理需求，读者在行为方面的

源、电子资源进行整理，文献格式相对比较规范，

选择也不断向多元化发展，信息资源的获取手段逐

在管理中已形成一定的规则。但是大数据时代，网

渐多样化。图书馆在发展中也要紧跟时代发展，通

络信息的发布格式不统一、不标准，引用文献也不

过对碎片化资源进行整合，更好地促进图书馆自身

明确，图书馆要在原有信息整理的基础上，探索出

健康持续发展。

适合对碎片化资源进行整合的方式。为了更好地适

2 大数据时代碎片资源特点

应读者对碎片化资源的阅读习惯，图书馆可以主动

2.1 资源发布者广泛

为读者推送其关注的内容，并注重内容的简洁性，

大数据时代，碎片化资源的发布者越来越广

以便读者能够快速地阅读推送信息。为此，图书馆

泛。随着新媒体工具的不断普及应用，信息发布不

在对信息进行整理时，要将每个信息片段都提取出

仅局限于传统媒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

来，注重信息的简约化处理。

[1]

者，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发布信息 。信息的发布

3.3 服务具有针对性，强化需求具体化

者和受众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模糊，碎片化信息资

大数据时代图书馆馆藏资源的表达更加细化、

源加工的次数和利用的机会逐渐增大。但是，由于

有效，具有针对性，信息的传递方式也更加快捷，

每个人的层次水平不同，发布信息的质量也会有所

用户对信息的需求也更加具体化，这就要求图书馆

不同，随意性比较大，信息质量良莠不齐，甚至会

能够在信息服务中更加具有针对性，不仅提供范围

出现一些负面信息，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广泛的信息资源，而是通过提供明确、针对性强的

2.2 资源类型多样化

信息资源满足用户需求，尽快找到解决用户问题的

大数据时代，信息发布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形
式，突破传统信息传播中文字、图片的形式，还可
[2]

信息资源。
4 大数据时代图书馆馆藏碎片资源整合的路径

以使用音频、视频等方式，更好地吸引读者 。当

大数据时代信息制造工具的广泛化，使得大量

前微信朋友圈中信息的传播，不仅使信息传播形式

信息资源不断出现，图书馆不可能对这些信息全面

多样化，信息的传播空间也发生了变化。

收集，要根据自身特色选择相应的信息资源。

2.3 资源存在时间短

4.1 确定收集的范围，扩大碎片资源整合

碎片化信息的特点之一就是信息存在的时间往

对信息的收集范围可以包括网络论坛、博客、

往比较短，这些碎片化信息并不会有意识地被保存

微博等。图书馆在搜集信息资源时要有所侧重，根

下来，传播一段时间之后会消失。加之信息本身更

据自身特色，注重学科信息资源的收集，特别是有

[3]

新的速度比较快，信息消失之后不方便再查到 。

关学术研究方向的信息，应当进行重点收集[5]。

3 大数据时代图书馆馆藏碎片资源整合的价值

4.2 注重资源选择，提升碎片整合的价值性

3.1 信息收集、整理，满足用户需求

要注重收集水平较高的信息资源。由于大数据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发展，信息的发布越来越便
[4]

时代网络信息质量参差不齐，为此就需要图书馆员

捷，用户对信息的需求也越来越广泛 。大数据时

要加强对信息的审查工作，收集质量比较好、专业

代碎片资源的存在进一步扩大了图书馆对资料的收

水准比较高的信息资源。为保证碎片化资源收集的

集范围。不再局限于图书期刊、电子数据库及发行

高效性和准确性，图书馆工作人员要先对信息内容

机构、学术机构、门户网站等，将关注点可以放在

进行了解，再对其进行整理收集，以便更好地提升

一些非正式途经上对信息的发布，例如在论坛上的

图书馆信息资源的质量 [6] 。对碎片化资源进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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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注重热点资源的收集，大数据时代，一些关注

整性 [8] 。通过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也能够更好地实现

度较高的资源的接收者会对信息进行再传播，从而

信息资源共享。

产生较大的影响力。这些信息准确性可能不高，但

5 结语

是可能对学术研究有价值，或者是能够满足用户对

大数据时代信息碎片化的出现，使得信息资源

信息资源的需求，因此要注重这类信息的选择。对

越来越丰富，用户也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内容。图

碎片化资源进行收集时要注重选取有价值的信息，

书馆在发展中要不断探索对碎片化资源进行整理的

特别是在一些学术论坛中发布的文献往往都有一些

路径，以此更好地促进图书馆持续健康发展。

讨论和回帖，虽然这些内容和形式并不是特别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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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重和其他图书馆之间的合作，通过图书馆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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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碎片化资源进行整合，最大程度上实现信息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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