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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高校图书馆有必要构建移动创客空间以满足大学生自主创业的需
要。文章在分析移动创客空间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基础上，就创客空间的构建原则包括以读者为中
心、协助发展、可持续发展原则等做了阐述，并从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 2 个层面对创客空间的建设要素
进行分析，最后着重从服务理念、服务方式、服务质量等方面提出了创客空间的建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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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nstruction Mode of Mobile Hackerspace in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UO Wen-jing
(Library of X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Xuzhou 221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t is necessary for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build mobile hackerspace space to meet the needs of self-employment of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n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building a mobile hackerspace space, this
article expounded the principles of building a hackerspace, including reader centered, assisting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alyzed the construction elements of hackerspace from two layers of entity space
and virtual space, and finally proposed construction methods from the aspects of service concept, service mode
and servic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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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创客空间与高校图书馆面向大学生创业构

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建设的集中体现。伴随信息工具

建的创客空间有着本质区别，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

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很多高校图书馆构建了特色

[1]

差异 。创客空间是依托高校图书馆空间资源、馆

资源数据库，多渠道采集信息数据，用以丰富馆藏

藏资源、人力资源建立实体机构，向大学生创客提

资源。移动创客空间作为面向大学生创客进行创业

供创业支持；而移动创客空间是以高校图书馆实体

服务的专业机构，需要大量文献资源支撑，因此借

创客空间为依托，借助移动终端、互联网、手机终

助高校图书馆丰富的信息资源，建设面向大学生提

端，全天候向大学生创客提供创业支持。因此，构

供专业创新创业服务的移动创客空间既是提高馆藏

建符合大学生自主创新创业需求的移动创客空间成

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也是鼓励大学生创新创

为图书情报界研究的重点课题。

业的必由之路。其次，促进服务创新。高校图书馆

1 高校图书馆移动创客空间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存在的本质意义在于为在校师生及社会公众提供信

首先，丰富馆藏资源。高校图书馆具有大量的

息咨询服务，构建移动创客空间不仅能帮助高校图

图书文献、电子资源，这些珍贵的信息资源、智力

书馆跟随时代发展趋势，响应国务院“万众创新，

资源是高校最重要的财富，是高校科研实力、学术

大众创业”号召，还有利于高校图书馆更新资源利
用理念，进行服务转型。高校图书馆传统服务模式

作者简介：郭文静，E-mail: shishemea@163.com

是封闭、固定的，而移动创客空间是立足大学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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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创业需求的开放型服务模式，能促进高校图书馆

合作创造价值。目前我国高校移动创客空间的创意

在服务方式上进行创新。最后，优化管理模式。高

项目以大学生团队为基础，团队组织分工明确，责

校图书馆面向大学生创客开展创新创业服务是优化

任到人，聚集群体智慧完成创业项目，既能增强大

资源管理模式内在需求，互联网时代的移动创客服

学生的合作意识，也有利于大学生提高实践能力。

务空间在结合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的基础上，

从社会角度来看，高校图书馆移动创客空间离不开

深度挖掘图书馆信息资源价值，结合人才、技术优

协助发展原则，创客空间的构建需要多方面力量支

势进行智力输出，推动高校图书馆对多种资源进行

持，如档案机构的信息支持、文化机构的资源供给

[2]

和出版商的最新文献支持等，只有多种力量协助合

整合，优化资源管理模式 。
高校图书馆作为知识信息库，有着充足的空间
资源，为各类创客沙龙、创客研讨会的举办提供了

作才能推动高校图书馆移动创客空间高效发展。
2.3 可持续发展原则

物理空间支持。移动创客空间不仅以虚拟平台的方

互联网时代，高校图书馆必须秉承可持续发展

式为大学生创客提供创业支持，它也需要活动场所

原则，逐步推进移动创客空间建设。一方面高校图

为大学生创业实训提供服务。因此，充足的空间资

书馆在移动创客空间构建之初要详细规划设计，合

源就成为其建设的基础。据统计，截止到 2015 年年

理评估与预测，从资源和资金投入 2 个角度制定计

2

底，我国高校图书馆建筑面积达到 1450 万 m ，高

划，促进移动创客空间各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另

校图书馆可根据大学生创客需求重新规划功能区，

一方面，面向大学生提供创新创业服务无疑给图书

[3]

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支持 。同时，高校图书馆

馆工作人员带来了巨大挑战，馆员要积极提高自身

构建移动创客空间需要稳定的资金来源，一方面，

素质和业务能力，创新服务方式，围绕大学生创客

移动创客空间离不开先进技术工具的支持，如数控

需求提供服务。

设备、实验工具、工程设备等，另一方面，移动创

3 高校图书馆移动创客空间的建设要素

客空间服务于大学生创新创业，需要分析市场趋

3.1 实体空间

势，通过一系列市场调研才能确定市场需求，这也

实体空间作为高校图书馆移动创客空间构建及

需要资金支持。随着国家全面重视大学生创新创

创客服务开展的基础，主要涉及位置选择与基础设

业，给予高校图书馆的资金支持也不断加大。截至

施建设等内容。在创客空间位置选择上，传统高校

2016 年年底，国家财政用于高校图书馆建设的资金

图书馆主要以学生阅览室为主，将阅览室当做是实

高达 10.12 亿元，可见高校图书馆有充足资金用于

体空间，属于静态组织系统，而移动创客空间的定

[4]

构建移动创客空间 。

义也就决定创客服务必须以“动”为主，因此，高

2 高校图书馆移动创客空间的构建原则

校图书馆实体空间划分采用“动静结合”方法，合

2.1 以读者为中心

理划分动态与静态空间。高校图书馆可在原有空间

以读者为中心是高校图书馆服务活动开展的核

资源上分离出独立的创客空间，建立小规模创客活

心原则，高校图书馆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本校师生及

动室，以保障创客活动与大学生自学互不干扰。同

部分社会用户，因此要结合大学生创业群体的创业

时，在创客空间内部布局上，高校图书馆要突出学

需求开展有价值、偏重实际应用的创客活动。一方

科特色，创客活动需要科学技术支持，项目落实需

面，高校图书馆可针对大学生创客群体的实际需求

要文献资源支持，以确保创客活动卓有成效开展。

进行调查，确定大学生创客的核心需求；另一方

此外，移动创客空间需要引进一部分机器设备，为

面，高校图书馆在全面发挥自身服务特色的基础

大学生创意落地提供支持。总之，实体空间位置选

上，利用线上工具及理论优势开展“理论＋实践”

择和基础设施建设是移动创客空间构建的基础，也

创客服务，借助校内网络，利用馆藏资源，促进移

是大学生创客活动开展的根本条件。

动创客空间得到全面利用。

3.2 虚拟空间

2.2 协助发展原则

高校图书馆的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是有机联系

高校图书馆面向大学生创客构建移动创客空

的，实体业务的开展有赖于虚拟空间提供支持，而

间，一方面要注重大学生创新精神培养，另一方面

虚拟空间也需要实体空间的支撑。移动创客空间很

要积极促进大学生协同合作，推动大学生通过团队

大程度上依赖虚拟空间，借助线上虚拟社区和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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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优化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

空限制，对实体空间功能进行有效补充，以满足创

高校图书馆面向大学生创客构建的移动创客空

客移动交流的需要。通常，高校图书馆虚拟创客空

间拥有大量先进技术工具，这些基础设施的保养与

间包括个人终端、线上工具、数字图书馆、网络交

维护决定创客空间的服务质量。因此，高校图书馆

互系统等，可随时对各种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此

有必要利用自身的特色资源，吸引新时代大学生，

外，高校图书馆可利用各种社交媒体，如微信公众

找到学生的兴趣点有针对性的培养，提高参与热

平台、微博自媒体、头条自媒体提高创客空间的影

情。高校图书馆要引导大学生把创客空间维护看作

响力，利用线上工具及时更新项目进展，引导大学

是一项长期整体项目，发挥各自特长，以提高实践

生利用线上工具报名参加项目，提高创客空间知名

能力。另一方面，图书馆要强化对馆员队伍的管

度。大学生创客可利用线上工具进行预约，有计

理，针对馆员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开展培训教

划、有目的的使用实体创客空间的设备，实现实体

育，在全面提高馆员队伍素质基础上，全面拓展创

资源有效利用。

客服务，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有效支持。

4 高校图书馆移动创客空间的建设方法

5 小结

4.1 宣扬创业精神，汇聚更多创客

构建移动创客空间，促进大学生创客群体创新

移动创客空间在我国高校并未全面普及开来，

创业是高校图书馆创客服务开展的核心宗旨，移动

原因在于大学生群体创业精神不足。高校图书馆若

创客空间的构建能够全面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兴

想全面发挥移动创客空间的服务功能，要积极开展

趣和热情，引导大学生创新创业。在移动创客空间

大学生创业教育，宣扬创业精神。一方面，高校图

构建过程中，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宗旨，结合高校

书馆要及时更新创新创业服务理念，找到服务创新

图书馆的优势功能，科学合理构建虚拟空间和实体

思路，面向大学生多角度开展创业培训教育；另一

空间，积极宣扬创业精神，发挥网络空间优势，优

方面要通过举办各种创业活动，宣传和弘扬创业精

化服务团队，落实移动创客空间建设的每个步骤，

神，吸引更多学生参与到创新创业中。

为大学生创客提供优质服务。

4.2 立足线上线下，构建立体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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