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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个人知识结构的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探讨
陈战宾
长治医学院图书馆，山西 长治 046000
摘要：文章首先概述了个人知识结构的概念。然后，分析了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现状，包括以用户
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参考咨询服务模式、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服务模式等；阐述了面向个人知识结构
的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的构建策略，包括用户个人知识价值的实现、图书馆员知识信息的应用、以数字
共享平台为载体的知识服务等。最后，提出了面向个人知识结构的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实施途径，即面
向个人读者构建个性化知识服务平台、培养“一对一”个人知识服务的图书馆馆员、建立个人知识成果
共享机制、成立面向个人读者的学科专家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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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Library Knowledge Service Model Oriented to Personal Knowledge Structure
CHEN Zhan-bin
(Library of Changzhi Medical College, Changzhi 046000,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first outlined the concept of personal knowledge structure,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ibrary knowledge service model, including user-centered service model, reference service model
and service model meeting users’ personalized needs, and expounded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library
knowledge service model oriented to personal knowledge structure, including the realization of users’ personal
knowledge value, the application of librarians’ knowledge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service based on digital
sharing platform. Finally, the paper put forward the ways to implement library knowledge service model
oriented to personal knowledge structure: building personalized knowledge service platform for individual
readers, training librarians with “one-to-one” personal knowledge service, establishing a mechanism for sharing
personal knowledge achievements, and creating a subject expert service center for individual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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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知识信息成为支

向个人知识结构的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成为图书馆

持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图书馆知识服务作为

顺应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1]。

面向读者及社会用户提供知识学习解决方案的服务，

1 个人知识结构概述

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知识信息传播，推动了社会知识

1.1 个人知识结构的概念

创新。面向个人知识结构的图书馆知识服务成为知识

个人知识结构是指一个人经过科学的训练和专

经济时代图书馆新的知识服务模式，面向读者的个人

门知识学习后拥有的知识体系构成情况。合理的知

知识结构提供科学的知识服务解决方案，更好地满足

识结构是适应工作岗位和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是

读者个性化知识获取的需求，无论是技术、观念，

个人成长成才的基础。个人知识结构的形成是长期

还是管理、服务，都具有新的内涵。在用户个人个性

复杂的学习过程，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化知识需求获取及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情景中，面

1.1.1

整体性原则

个人在知识学习过程中既要精

通专业知识，也要广泛学习其他学科知识，达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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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知识结构的建立是循序渐

上服务系统进行知识导航，利用检索引擎可以检索

进的过程，必须从低到高划分出基础层次、中等层

到图书馆的馆藏资源目录、联合目录、外购数据

次、高等层次，其中，基础层次最为重要，决定着

库、特色文献数据库、免费使用数据库等，精确查

学习者知识结构的合理性。

找自己所需的知识资源，也可自主获取其他属于图

1.1.3

在建立个人知识结构过程中要

书馆的互联网数字资源。用户结合自己的专业所

广泛学习知识，按照一定的比例配置各学科知识。

学，将自己使用图书馆检索的文献资源进行加工、

因为未来从事的职业不同，个人的知识结构也不

分类、重组，转化为自身的知识结构，实现知识创

同，所以要按照个人情况确定知识学习比例。

新。这种服务模式是需要用户具有较高的学术素

1.2 个人知识结构驱动的知识需求类型

养，较强的专业技能水平，对于有丰富知识和较高

1.1.2

层次性原则

比例性原则

用户是图书馆服务与发展的基础，是图书馆向
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图书馆要了解用户个人知识结
构驱动的需求类型，分析用户具体的知识需求，才

计算机操作技能水平的用户具有一定的优势[2]。
2.2 以参考咨询为主的服务模式
以参考咨询为主的服务模式是在图书馆参考咨

能面向个人知识结构提供个性化知识服务。

询人员协助下完成的，参考咨询人员是这种服务模

1.2.1

知识驱动型用户在使用图

式的构成主体 [3] 。图书馆参考咨询人员在知识服务

书馆过程中具有十分明确的目标，借助图书馆的知

过程中主要负责帮助用户解决有关知识服务和操作

识共享平台、馆藏资源目录及网站获取数字文献。

类的问题，帮助用户完成知识信息的识别、检索、

知识驱动型用户在个人知识结构驱动下高效率使用

处理、分类、收集等任务，最终将知识信息以用户

图书馆，根据个人需求有目标地选择文献，使用图

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电子邮件、线上媒体工具

书馆的目的十分明显。

等都是该服务模式的有效载体。参考咨询服务不受

1.2.2

知识驱动型用户

特定需求用户

出于个人知识结构的驱动需

时间、地点的限制，能满足用户全天候个性化知识

求，具有特定需求用户使用图书馆的时间不确定，

获取需求。

这类客户往往是满足某一时间段或是出于某种特定

3 面向个人知识结构的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构建策略

需求使用图书馆。如毕业生在写论文的时候对图书

3.1 以用户个人知识价值实现为主的知识服务模式

馆会有较高的使用需求，需要查询自己专业学科最

普通读者是图书馆最大的粉丝群，是图书馆发

新的知识成果；有些专家在申请科研项目或撰写科

展的重要支撑群体。面向个人知识结构构建图书馆

研报告时也会到图书馆查询最新的科研成果。具有

知识服务模式，要以普通读者的个人知识价值实现

特定需求的用户在某一时间段或出于某种任务需要

为基础，面向普通读者群体提供满意的共性化知识

会频繁使用图书馆，既有出于个人知识结构健全的

服务 [4] 。个人知识价值的实现通过普通阅读和文献

需要，也为了完成某些学术项目，对图书馆知识服

借阅的方式实现。面向普通读者个人知识结构的知

务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识服务模式要求图书馆合理安排馆藏资源，提供正

1.2.3

图书馆的忠实用户

由于使用图书馆的时间

确的知识服务导航及良好的知识共享平台，保障普

较长，图书馆忠实用户知道图书馆能提供多种知识

通读者知识咨询渠道畅通，通过搭建信息化知识服

服务。他们往往从事某一专业领域的工作，为了博

务体系促进普通读者个人知识价值的实现。

采众长，吸取多领域知识，使用图书馆不断健全个

3.2 以图书馆员知识信息应用为主的知识服务模式

人知识结构。在使用图书馆过程中，他们遇到专业

以图书馆员知识信息应用为主、面向个人知识

问题会向图书馆员请教，也找专业学科馆员咨询，

结构的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是一种较为高级的知识

利用图书馆网站获取更多的数字文献，在提高自身

服务，对图书馆的规模及硬件设施有着较高的要

专业领域能力的同时，大量阅读书籍，提高自己的

求。这个层面上的知识服务是在针对各种知识信息

知识水平。

资源搜集、整理、分类、利用的基础上，根据图书

2 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现状

馆用户知识结构的动态需求，充分利用图书馆的馆

2.1 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

藏资源和学科馆员的智慧，采用灵活、互动、参与

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是一种单向的以用户

的方式为用户提供知识信息。这种服务模式实现的

为主的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用户借助图书馆的线

核心要素是图书馆有充足的智力资源，图书馆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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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知识信息合理利用，结合自身馆藏情况、用户

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提高图书馆的知识服务能力。

的学术背景、知识应用需求，为用户提供多种支持

4.3 建立个人知识成果共享机制

服务，与用户共同寻求科学的知识服务解决方案，

面向用户个人知识结构的知识服务应具有更强

最大化发挥馆藏资源的知识价值。

的针对性，并实现学术成果共享。图书馆要发挥自

3.3 以数字共享平台为载体的知识服务模式

身具有的知识中转站作用，通过建立知识库、知识

以数字知识共享平台为载体的知识服务是图书

传输网络、特色知识仓储建立面向用户个人的知识

馆借助网络平台、多媒体进行知识数字资源传递的

成果共享机制，既能促进图书馆个人用户知识成果

知识服务模式，主要面向科研工作者及高校教师提

共享，也积极推动其他用户获取知识资源，对知识

供专业的知识服务，是一种针对性、特色化的知识

成果、知识数据合理管理，优化提取，并协助用户

服务。例如，建立微信公众平台，并与图书馆特色

有针对性地从图书馆系统获取知识资源，使不同学

文献数据库对接，全天候为读者提供线上咨询、知

科用户的学术成果及知识资源得到分享，以线上媒

识导航、学科问答等服务。学科馆员根据科研工作

体平台输出知识资源，提高图书馆知识资源的利用

者的课题研究情况进行追踪，并提供专业的知识支

效能，使图书馆馆藏资源更好满足用户个人知识结

持，满足科研读者或高校教师科研课题知识服务的

构的需要。

需求同时，为其提供其他学科领域知识问题的解

4.4 成立面向个人读者的学科专家服务中心

答，帮助其健全知识结构。图书馆在这一层面为用

如何将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有效联系起

户提供的知识服务是图书馆网站内容的深度开发，

来，实现对专业学科问题的交流及对个人用户的知

知识服务的外向化更明显。

识服务，是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关键点。图书馆需要

4 面向个人知识结构的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实施途径

发挥自身的知识联系作用，建立学科专家服务中

4.1 面向个人读者构建个性化知识服务平台

心，借助互联网、即时通讯工具构建专家联系系

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图书馆具有更强的知识服

统，实现用户与专家之间的交流协作，面向用户个

务功能，知识服务模式更能体现用户的个人知识结

人知识结构提供专业的知识支持，使用户在享受知

构。图书馆馆藏资源包括印刷型文献、外文图书、

识服务的同时，还能与知识专家进行交流，及时获

报刊、影音图像资源、数字化文献等。图书馆要借

得专业学科最新的学术动态与科研成果，使知识信

助现代信息技术对多种文献数字资源进行整合，面

息得到有效传递，满足个人用户科研课题研究及深

向用户个人需求建立满足其个人知识结构的个性化

层次知识服务的需要。

知识服务平台。图书馆可以利用数据挖掘技术、数

5 小结

据库技术及搜索引擎技术对多种知识数据进行分

在知识经济时代，面向个人知识结构的图书馆

析、整理、传播、利用，将知识资源按照不同学科

知识服务模式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图书馆提供

标准归类到相关数据库中，借助个性化知识服务平

的多种知识服务方式能有效满足个人读者的需要，

台传播知识信息，为用户提供知识资源检索与知识

实现知识资源与用户知识结构的有效衔接，促进用

数据库服务，发挥数字馆藏资源的知识价值，使用

户合理构建自身知识结构，成为复合型人才。

户的知识结构更加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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