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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用户需求变化与图书馆服务转型探讨
——以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为例
张晓艳
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随着“十三五”期间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高校图书馆用户需求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图书馆
服务应以用户为中心，把握新时期用户的需求。本文通过对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用户满意度调研结果
进行分析，确定提升用户满意度的举措有利用数据分析提高资源配置精准度，创新服务模式提升用户参
与度，多层次多维度学科服务，助力“双一流”建设，加强师生文献信息素养以提高科研创新能力等，
以此构建图书馆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个性化、多层次、精准化服务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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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User Demand Changes and Library Service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 Taking the Library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s an Example
ZHANG Xiao-yan
(Library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needs of users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also undergone many changes. Library
services should be user-centered and grasp the needs of users in the new era. Through the user satisfaction
survey of the library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 series of measures have been taken in this
article, such as using data analysis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novating service modes to
enhance user participation, providing multi-dimensional subject services to develop “double first-class”, and
improving the literac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design personalized, and
multi-level, and precise service new model of user-oriented libraries.
Key words: the “13th Five-year Plan”;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braries; user needs; innovative services
“十三五”规划期间，伴随着“互联网＋”

为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阅读习惯越来越倾向于移动

“大数据”“移动互联”和“云计算”等技术的出

阅读，阅读内容呈现快餐化、碎片化，阅读活动的

现和发展，在不同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用户的信息行

针对性、交互性、前沿性和便捷性要求更高，导致
图书馆的图书借阅量、电脑使用率等都在下降，数

基金项目：2017 年度广州中医药大学教育教学研究课题

字服务资源访问量不足[1]。袁静等[2]提出高校师生普

（Jyky201706）；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人

遍通过移动终端获取信息，信息利用的方式呈现片

文社科类）（2016WQNCX006）

段式、时效性等特征，图书馆服务的重心应转向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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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服务的简单性、便捷性和全面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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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角度进行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用户需求行

面自动化、智能化，提升基础服务质量，进行 24 小

为的调查用户需求行为信息，可以了解用户需求，

时自助图书馆、京东直采等空间和新服务的尝试。

改进高校图书馆的用户服务质量，为用户提供方便

采取各种措施，例如延长开馆时间、开放自助图书

快捷的服务方式，更为丰富的服务内容，使用户感

馆、下放图书借阅权，取消借阅册数限制等，促进

受到更为准确、高效的服务，使图书馆的服务变得

师生利用馆藏资源，率先与京东合作开展读者网店

[4]

更加智慧 。本文以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为例，

开放荐购图书到家活动，采购“京东阅读”等电子

通过用户满意度调查，从用户需求出发，通过加大

图书，引领读者阅读习惯改变，方便读者随时通过

资源建设投入、环境改造、设备升级、服务转型等

移动终端阅读。

措施，以期为用户提供更智能和便捷的服务。

建立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移动终端手机门户
APP，为用户提供信息定制和推送服务，同时提供

1 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数字资源利用调研
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在 2017 年 11－12 月开

数字资源远程访问，方便师生及时获取最新的信息

展了数字资源利用调查问卷，采取网络调研的方

资源，随时随地获取文献。微信公众号服务互动多

式，发出问卷 28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02 份，回收

样化，如微信投票、微信报名、微信答题、一句话

率 72.1%。参加本次调研的人员，本科生 108 人，

阅读微分享等，多主题、多形式与用户互动，满足

占 53.5%；硕博士研究生 55 人，占 27.2%；医护人

读者移动阅读需求，强化文化推广的效果。

员及教师 39 人，占 19.3%。该问卷从用户对数字资

2.2.2

源的使用目的、认知程度与获取途径、利用率、对

慧学习空间，不再只是资源储存空间，使图书馆更

数据库的满意度，以及对新购资源、试用资源、微

成为师生学习交流的空间。图书馆设立了团体个人

资源、数字资源培训需求等方面进行了调研。

研修室、多功能研修室、青年创造空间等，并配置

环境升级改造，吸引用户到馆

改造建设智

根据调查，用户使用图书馆数字资源的频率每

多媒体、3D 打印机等设备，使之同时成为信息资源

周 1～3 次的用户达到 97 人（占 48.0%），除了在

服务区，满足现场教学、网络自学、学术报告、研

校园网范围内使用数字资源外，111 名（占 55.0%）

讨、小组团队研修等不同功能需要，为教学模式变

用户使用远程访问功能访问图书馆数字资源。用户

化提供空间、设备和资源支持。信息获取实现基础

对图书馆所提供的数字资源服务不满意的原因主要

服务全自动化，建造自助图书馆，配备自助借还设

集中在图书馆未能及时解决使用过程中的问题、文

备、自助打印设备、监控设备，实现读者自助进

献传递不及时，及数据库的远程访问与使用等方

出、自助取阅、自助借还等一条龙自助服务模式。

面。由此可见，用户的需求呈现出一定的共性，同

利用香港校友捐赠资金完成“香江苑”建设，开展

时又兼有时效性、多元化、专业性、动态性等特

“医学人文专区”设计；为创客及爱好者创新实践

性，图书馆服务还未能即时满足用户需求，还存在

提供所需资源、设备、咨询、辅导等服务，建设个

较大提升空间。

人、团体创意创新实践、展示、分享、交流平台，

2

普及推广创客文化；吸引教师、科研人员到馆分享

“十三五”期间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提升用户

满意度举措

知识，开展学术活动。2018 年全年申请使用活动室

2.1 利用数据分析提高资源配置精准度

72 次，使用人员 4000 余人次，师生到馆学习交流

通过用户调研、用户高发文和高频引证资源保

人次大幅提升。

障分析，评价馆藏数字资源对教学科研信息需求的

2.2.3

满足度；通过分析相关科研机构高发文和高频引

医药文献中心，多途径重点收集、整理、展示、推

证，进行资源保障的潜在信息需求分析；对欲新订

广岭南中医药文献，打造图书馆岭南中医药文献中

购资源进行遴选，包括信息需求分析、潜在信息需

心的地位。图书馆充分发挥文化育人功能，为学生

求、未来信息需求、出版信息调研等，根据分析结

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与学校相关部门、学生社团

果，更准确地进行资源采购及配置。

等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素质教育，为第二课堂提供

2.2 创新服务模式提升用户参与度

服务载体。改造特藏室和古籍室，把之前“深藏”

2.2.1

创新服务手段，促进资源便捷利用

开拓第二课堂与校园文化建设

建设岭南中

广州中

的特色资源充分开放整合，营造浓郁的书香氛围，

医药大学图书馆在 2016－2017 年，基础服务实现全

同时可以开展学术研讨活动，深受教师、学生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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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定期在艺海堂举办文化艺术展览、人文社科类

报分析方法应用征文比赛等活动，充分利用网络平

的真人图书馆；在青年创造中心开展人文、科技类

台，引导教师、研究生、本科生深度使用电子资

活动；在悦读书吧开展生活艺术沙龙；增加采购人

源，多途径挖掘学科信息资源，促进学科信息资源

文艺术类优秀图书。以校园读书节、主题书展等活

的提取与整合，促使馆藏资源更好服务于师生的教

动为载体，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和文化活

学、科研项目。

动，既有与二级学院合作结合专业的深度阅读推广

3 对“十三五”期间图书馆服务转型的思考

（如中医药经典阅读、各专业主题阅读等），也有

“十三五”期间，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以满

提高文化艺术修养的通识阅读推广，并与文化艺术

足用户需求为目标，通过多方面的服务创新和软硬

类学生社团组织合作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

件设施升级，在读者服务、空间设计、情报服务、

提升学生专业素质的同时给予高雅文化的熏陶，使

阅读推广、资源培训等内容和模式上进行了积极探

图书馆成为集教书育人、分享交流、拓展眼界、丰

索，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也有很多地方值得进

富知识、提升品味于一体的育人文化空间。

一步思考。

2.3 多层次多维度学科服务，助力“双一流”建设

3.1 构建用户需求导向服务模式

高校图书馆以为教学、科研服务为核心，建设

“十三五”期间，图书馆面临的发展环境将发

“双一流”大学对图书馆学科服务也提出更高的要

生根本性变化，图书馆由传统图书馆向“互联网＋

求。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在分析学校核心竞争

图书馆”转型 [5] ，打破线上线下服务的壁垒，满足

力、学科发展现状及影响力、学者学术影响力等方

用户个性化、多元化需求，是拓展图书馆服务价值

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在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背

的重要途径。建立并完善用户需求跟踪、用户需求

景下，情报服务更加贴近学科建设，基于科学引文

分析、用户需求服务情况反馈的流程，建立强大的

索引数据库（SCI）、Incites、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

大数据分析功能，掌握用户的群体类型、需求倾

（ESI）等数据进行分析，探寻学科与世界研究前沿

向、信息行为和阅读习惯等，图书馆才能提供精准

和热点的潜在切入点；从对个人的分析转为对团队

服务，体现用户需求驱动与个性化服务的交互。

的分析，突出对团队研究方向、学术成就等的研

3.2 构建图书信息资源精准分配机制

究；立足国际视野，通过客观的文献计量数据进行

当前图书馆关于资源分配管理尚未建立动态、

学科发展态势分析、科研绩效评价、学术影响力评

精准的分配机制。精准的服务资源，需要根据服务

价、学术热点与学术带头人挖掘，监测跟踪科学研

环境和用户需求变化进行调整，加强资源使用大数

究的发展状况和演变态势，分析科学研究关键指标

据分析挖掘工作，开展数据驱动的资源建设管理，

领域的年度变化情况，提供系统化、分层次、细粒

加快建立图书信息资源建设常态化机制，根据学

度的系列情报研究报告。

科、本科专业、课程开设情况等实际数据对资源预

推动建立教师学术专著呈缴制度及电子学术成

算计划作动态调整，制定有针对性的服务策略。推

果认领制度，完成学校机构库建设，使本校学术成

进特色馆藏数字化计划，促进图书资源精准建设。

果的收集制度化，实现对学术成果的有效管理，支

3.3 构建智慧图书馆服务模式

持按照二级单位（附属医院、学院）、身份、作者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云计算、物联网和智能技

或用户、时间段等多条件的统计分析功能，对于科

术的发展，为智慧图书馆服务提供了技术支持。在

研管理和评价、制定科研规划都有重要价值。

智慧图书馆的智能空间中，计算与信息将融入用户

2.4 加强师生文献信息素养，提高科研创新能力

的生活空间，将从根本上改变用户对图书馆的认

通过举办多样化的活动，如数字资源利用讲

识。在任何时间、任何场所，用户都能自如地访问

座、文献检索大赛等，引导师生深度、精确利用文

信息，获得智慧化服务 [6] 。要建设智慧型图书馆，

献资源；创建文献检索交流 QQ 群，及时解决师生

硬件基础及技术手段的升级、资源和人才必不可

在图书馆资源利用中的问题。改革研究生网络信息

少。同时，图书馆服务不仅要着力于提高用户信息

资源获取的课程教学模式，引进案例教学、小组讨

素养，还应重视满足用户自身的个性化发展需要，

论、雨课堂等教学工具，提高研究生文献信息素

促进用户自身能力的提高。需要图书馆将泛在服务

养。开展慕课（MOOC）课程、文献检索心得与情

融入到用户的学习和科研过程中，利用知识管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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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帮助用户解决学习、科研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

进智慧服务时代。

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建立面向用户学习和科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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