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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建设背景下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创新路径
林梅芳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图书馆，广东 广州 510970
摘要：图书馆有责任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供知识服务。本文阐述了图书馆为决策部门提供参
考、为智库提供知识咨询服务的 2 种知识服务内容；剖析了面向智库建设的图书馆知识服务创新方向，
即更加重视知识信息来源创新、驱动方向创新与服务方式创新；构建了面向智库建设的图书馆知识服务
模式构架，其中，服务框架要做到开放与创新融合，服务系统要做到智能与科学并重，服务策略要重视
资源与功能匹配；最后，提出了开放嵌入式机制、知识服务多功能化，创新智脑多样化、提升知识服务
有效性，全面细化服务体系、实现智库多节点优化，定制覆盖面广的信息技术、打造图书馆知识服务的
可持续发展 4 点创新路径。以期完善并创新图书馆面向智库建设的知识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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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Path of Library Knowledge Service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LIN Mei-fang
(Library of Nanfang College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970, China)
Abstract: Librarie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vide knowledge services for building 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described the two types of knowledge services that libraries provide
references for decision-making departments and provide knowledge consulting services for think tanks, analyzed
the innovation direction of library knowledge servi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ink tanks, that i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novation of knowledge information source, drive direction innovation and service mode
innovation, and constructed the library knowledge service mode framework for think tanks, among which the
service framework should be open and innovative, the service system should be both intelligent and scientific,
and the service strateg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matching of resources and functions. Finally, it proposed four
innovation path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ch were to open embedded mechanism, promote multifunctional knowledge services, innovate diversity of AI brains,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knowledge services,
comprehensively refine the service system, realize multi-node optimization of think tanks, customiz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wide coverage, and build library knowledge services, with the purpose to improve
and innovate the knowledge service mode of libraries for construction of think tanks.
Key words: construction of think tanks; libraries; knowledge services; innovation paths
智库又称为智囊团，聚焦全局发展和长远发展

智慧支持。本文通过分析智库建设背景下图书馆知

的重大问题，协助政府制定决策，以提高决策的科

识服务内容及知识服务过程中出现的变化，立足智

[1]

学性和民主性 。图书馆依托其丰富的资源优势，

库建设视角，重构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创新图书馆

可满足社会对信息深层次服务的需求，其中，图书

知识服务路径，以推动智库的专业化、学术化建设。

馆的学术科研研究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系统的

1 面向智库建设的图书馆知识服务内容
1.1 为决策部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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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一方面，图书馆具有丰富的资源，有能

到市场竞争中去，按照智库要求创新服务模式、革

力为政府决策提供学术性强的基础理论，同时可以

新科学技术，充分发挥优势，积极补足短板，更好

为社会人员提供知识资源；另一方面，随着图书馆

地促进知识服务转型，提高图书馆智库知识服务水

对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视，培养高学历、专业强的复

平，促使图书馆知识服务效益最大化[4]。

合型人才，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过程中，在专业方

2.3 服务方式创新

[2]

面和技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

伴随图书馆知识获取与驱动方向的创新，图书
馆的终端环节——服务环节也迎来了转型。为了符

1.2 为智库提供知识咨询服务
面向智库建设，图书馆知识服务还体现在信息

合时代需求、适应数字化信息潮流，图书馆在提供

的搜集和咨询方面。对于国家政治上或社会事务上

知识服务过程中，要主动建设丰富的、多元的信息

的决策来说，合理的、专业的知识咨询与决策分析

资源。虽然在目前的互联网时代，信息获取渠道较

是十分必要的，能够科学预测决策带来的结果，通

多，人们可以根据各种各样的途径搜集到资源，但

过规律性的判断帮助政府部门理性地制定政策，从

图书馆对资源的专业化处理、知识库建设、特色资

而避免因决策失误带来的资源或财产上的损失。图

源的保存，是其他机构所不具备的优势 [5] 。图书馆

书馆通过广泛收集数据信息，并对资源进行整合与

要明确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应用便捷的网络平台与

归类，构建了全面的知识咨询信息库，当政府需要

数字化技术，为政府和社会读者提供独特的知识服

应用到某一类别信息资源时，图书馆有能力为其提

务，凸显出图书馆的服务特色，为政府决策和读者

供知识咨询服务，为国家的建设提供保障，这对社

实际需求拓展思路，提高其满意程度。

会的进步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3 面向智库建设的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构架

2 面向智库建设的图书馆知识服务创新方向

开放与创新是数字时代发展的主题与趋势，图

结合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内容与现状，在新型智

书馆面向智库的知识服务要结合当今的社会需求，

库建设的背景下，图书馆更加重视知识信息来源创

围绕创新和开放展开，打造智能的知识服务模式。

新、驱动方向创新与服务方式创新。

在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构架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图

2.1 知识信息来源创新

书馆信息支撑点的重要性，依托开放式创新网络环

智库建设对图书馆知识服务提出了新要求。结

境，做到开放与创新的融合，实现开放式的环境覆

合智库的服务对象和服务目的来看，图书馆的知识

盖、精准的智库服务定位与相应的服务环境；在服

服务要向专业化和科学化转变，就要求知识信息必

务系统方面，做到智能与科学的并重；在服务策略

须是真实可靠的。在信息大爆炸时代，数据的更新

方面，则关注资源与功能的匹配，这样才能为面向

速度非常快，每分钟都有数以万计的信息产生，这

智库的知识服务打下坚实基础。

就造成了信息质量下降，良莠不齐，如果不经过加

3.1 服务框架：开放与创新融合

[3]

工和甄别，则很难被有效利用 ，普通民众更是容

智库是重要的智慧生产机构，其建设也非常复

易被虚假信息所误导。因此，图书馆作为专门的情

杂，面向智库的图书馆知识服务在服务框架方面要

报机构，有责任筛选知识信息来源，保障知识信息

做到开放与创新融合。开放是指开放的服务平台，

的真实有效，为政府决策和社会读者打造优质可靠

应用互联网技术实现服务范围的覆盖最大化，例如

的知识服务。

构建特色知识资源库，专注打造知识服务的发展构

2.2 驱动方向创新

架。创新则是指对智库服务的精准定位，例如美国

从我国图书馆的建设现状来看，虽然取得了令

耶鲁大学采取清晰的管理结构，将服务重点放在科

人瞩目的成就，但不能否认的是，与欧美国家相

学研究方面，设置了独立的服务部门，全面支撑政

比，我国的图书馆发展速度比较慢，尤其是服务方

府和社会的科学知识需求，避免了泛而不精的弊

式还在遵循传统的规则，服务意识并没有随着时代

端，在知识服务框架建设方面更加强调针对性和管

的变化而及时扭转，多数图书馆仍然处于一种被动

理的高效[6]。

的局面，缺乏创新精神。面对智库建设，图书馆的

3.2 服务系统：智能与科学并重

动力机制发生了改变，市场驱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开放与创新融合的服务框架下，知识服务要

图书馆要依托自身的核心优势，即知识服务，参与

契合“互联网＋”的时代环境 [7] ，在服务系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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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创造力和智能性。这种智能是动态变化的，而

现在交互的双向机制，要实现协同的信息更新，确

非图书馆提前预设的路径，属于一种应急方案。在

保知识转化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加深知识服务的导

实际的知识服务过程中，常常会遇到馆藏数据缺失

向功能，使图书馆的知识服务成为智库的加速器，

的情况，例如在用户检索某一主题词时，已有的资

推动政府制定科学的决策，用嵌入的服务方式保障

源库储备知识不足，那么图书馆就要启动应急预

读者的知识获取，以多样化的服务功能满足读者各

案，通过数据分析和关联技术接入相关数据库，应

异的知识获取需求。

用智能的监控平台进行实时管理，保障知识服务的

4.2 创新智脑多样化，提升知识服务有效性

效率化和服务系统的快速响应。这种智能与科学并

智脑是智库的核心环节，包含了数据分析、结

重的服务系统建设，就需要图书馆依托开放的网络

构设计等内容，可以被看做是知识服务的根本。图

环境，开展跨馆、跨机构合作业务，为智库提供科

书馆面向智库发展知识服务要不断丰富智脑的数据

学的渠道和知识来源。

支撑，通过数据分析的方式充实智脑，结合读者需

3.3 服务策略：资源与功能匹配

求和馆藏资源结构动态分析，为政府、公共机构以

智库的受众群体十分广泛，既面向政府和公共

及社会读者提供数据分析、决策和预测结果。此

部门，又面向机构和社会读者，同时，智库的类型

外，图书馆还要加强知识推广的延展服务，强化跟

又可分为营利性的民间智库和非盈利性的准政府背

踪知识输出流向，对知识进行有序的采集整合与再

景智库。面向智库的图书馆知识服务要充分考虑到

创造，在进行智慧生成时，不局限于传统的一对一

读者的需求，建立适合于自身优势的服务策略，例

管理，兼顾知识服务的综合效率，进一步提升图书

如，图书馆可充分挖掘自身的特色资源，积极与高

馆面向智库的知识服务有效性。

校图书馆、科学馆、档案馆等其他文化服务机构合

4.3 全面细化服务体系，实现智库多节点优化

作，设立专业性强、特点鲜明的知识资源库，根据

面向智库的知识服务更加重视不同功能节点之

读者对象的需求和检索内容进行分层次的服务，并

间的细化和链接，关注多节点服务的优化与联通。

在相应层次开发与其匹配的服务功能，为读者提供

智库要求图书馆的知识服务对信息进行全面处理，

嵌入式的、动态的知识服务，达到图书馆知识补给

从读者需求层面进行知识来源和质量的把控，评估

的全面化和最优化。

数据交互和服务结果等方面数值，这些都能对多节

4 面向智库建设的图书馆知识服务创新路径

点进行数据整合与分析。通过这种方式，图书馆可

面向新型智库的图书馆知识服务并不是单一的

以在总体上掌握不同节点的指标，并以此为基础，

工作层面的改变，而是要更新知识服务的理念和机

根据读者知识服务实际情况找到下一节点的不足，

制。面向智库建设的图书馆知识服务创新路径需要

如知识服务的需求把控、数据交互与结果评估等，

资源的多方支持，即丰富的图书馆资源，图书馆需

从而对下一个节点的数据匹配度进行调整，以保障

要与不同文化服务机构之间进行协同合作，进行知

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基础功能，提高用户活跃度，优

识服务体制的革新和管理环境、实施环境与调拨环

化面向智库的图书馆信息服务。

境的创新，利用信息技术的定制覆盖，进一步结合

4.4

用户的需求细化调整。落实到具体的图书馆知识服

务的可持续发展

务创新路径，则可归纳为以下 4 点：服务多功能、

定制覆盖面广的信息技术，打造图书馆知识服
图书馆的知识服务要遵循“开源”的原则，不

智脑多样化、服务多节点、技术定制化。

断引入新技术和新手段，促进智库的不断优化，打

4.1 开放嵌入式机制，知识服务多功能化

造可持续发展策略。要定制覆盖面更广的信息技

在信息爆炸时代，图书馆面向智库的知识服务

术，如网络软件、数据软件、云计算技术、大数据

要围绕着“协同”“多样化”“创新”几个关键词

理念等，保障图书馆知识服务的软硬实力，针对智

[8]

展开 。一方面，指服务功能的多样化，即拓宽信

库的智慧供给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与应用，不断增

息采集路径，知识挖掘与重组，构建特色知识库

强知识服务的效率和功能，实现面向新型智库的知

等，突破传统知识服务的城市化模式，充分应用互

识服务转型。

联网平台优势，打造嵌入式机制，为读者提供各个

5 小结

阶段和环节的知识支持。另一方面，多功能化还体

智库建设在我国政府科学决策过程中起到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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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影响着我国社会未来的发展。
同时，智库服务的理念已经逐渐被人们所了解，越
来越多的读者在做决定和规划之前也会参考智库模
式，向图书馆寻求必要的知识帮助。鉴于此，图书
馆要以面向智库建设为转型契机，找到图书馆情报
服务的突破口，主动完善面向智库建设的知识服务
模式，创新知识服务方式，使图书馆的知识服务发
挥最大作用。与此同时，图书馆也可以将专业性强
的知识服务延伸到更多行业领域当中，培养人们使
用智库、尊重知识的良好行为习惯，为社会主义建
设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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