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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时代变迁及科技进步带来的改变，我国图书馆在响应速度上不及欧美国家。数字互联网
业态中的图书馆必须不断吸收新知识，接受新科技，拓展新功能，关注世界新潮流，重新思考角色定
位，制定全新行动方案，昭示重要性，体现新价值。在观念、技术、服务、建筑、空间、家具、馆藏、
人员等方面积极变革，最终实现符合时代潮流的读者服务新目标，共创图书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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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Future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in the Digital Age
JIN Ze-long
(Library of Guangdong Industry Polytechnic, Guangzhou 510300, China)
Abstract: Libraries in China are not as responsive to the changes brought by the new era and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Libraries in the digital Internet business must
constantly absorb new knowledge, accept new technology, expand new functions, pay attention to the new trend
in the world, rethink the role positioning, formulate new action plans, show the importance, and reflect the new
value. Libraries should change actively in the aspects of concept, technology, services, architecture, space,
furniture, collections, personnel and other aspects, and finally achieve the new goal of reader services in line
with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nd create the future of libraries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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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变革、教育变革、学习变革不断被提起，信

重要性毋庸置疑。传统图书馆一直以提供信息、服

息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持续驱动各行各业创新

务各类读者为基本任务，功能相对单一。随着数字

变革。本文意图剖析数字时代图书馆功能多元化对

时代的来临和网络的互联互通，全球一体化格局逐

读者的影响程度，提出因社会更新、读者需求等因

渐形成，共享经济、共享知识、共享创造、共享成

素变化，图书馆必须在馆舍建筑设计、空间再造、技

果等共享理念与日俱增。图书馆作为获取信息、传

术应用、馆藏管理、服务创新等方面做出深刻改革。

播知识的重要机构，其重要性越来越被认可，图书

1 数字时代图书馆的功能和理念

馆的功能也逐渐向服务企事业单位技术改造、大学

图书馆作为提供科技信息、人文信息、生活信
息的机构，储存馆藏是根本，服务社会是责任，其

生创业、万众创新的方向发展。
1.1 数字时代图书馆功能凸显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图书馆积极探

基金项目：2018 年广东省图书馆科研课题（GDTK1837）；

索，不断进步，融入数字时代洪流，彰显核心价

2018 年 度 广 东 轻 工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人 文 社 科 重 点 项 目

值，提供协助、训练、利用等服务功能，增进数字

（RW2018-002）；2019 年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会重点课

素养程度，创造数字内容 [1] ，满足读者对工作创

题（GDGZ19Z013）；广东省成人教育协会 2018 年度成人教育

业、政府法律、教育、健康等领域信息的多项需

科研规划重点课题（Ycx181003）

求，给读者提供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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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关注生活质量

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变革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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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丰富馆藏

数字馆藏、创新技术应用、实行智能管理等方式，

图书馆建置更多云端典藏库，通过馆员与其他

为区域创新搭建咨询服务新平台，帮助社会、企

信息工作者密切合作，促进数据利用工作进行 [2] ；

业、民众、家庭等在新经济环境中获取所需信息资

图书馆、研究机构、赞助单位开展合作，提供学术

源，提升大众的工作水平、生活质量与精神面貌，

研究专业成果服务，尤其是开放数据、大数据应用

持续开发更多服务业务，逐渐成为与区域经济发展

及数据管理研究。

息息相关的环节，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

2.3 利用数字技术

1.1.2

图书馆服务经济效益

利用资源产生经济效

随着数字技术成熟，馆藏资料保护、存储、利

益，是商业社会的行为准则，而数字时代图书馆管

用方式发生改变，由传统的读者亲自到馆查阅各种

理也如此。图书馆的服务效益（图书馆馆员）、活

文献资料，逐步转向由图书馆提供无时空限制的数

动服务效益（读者用户）、商业运作效益（图书馆管

字文献传输服务；数字服务日趋成熟，载体形式多元

理层）形成了紧密的联合体，在信息识别利用、人

化与普遍应用，图书馆网站设计采用响应式设计，即

力资源挖掘、就业和工作、采购和服务、读者空间

集中创建页面的图片排版大小，智能地根据读者使用

建设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效益，对当地经济发展有

馆藏资源行为及使用的设备环境进行相对应的布局。

积极的影响。

2.4 促进传播与应用

1.2 数字时代图书馆理念共识

传播形式及出版模式改变，增强快速与多元特

中国图书馆学会作为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

色，掌握文章的引用、浏览、下载率、网络书签、

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评价、讨论及社群分享数据，开展学术交流，增值

and Institutions, IFLA）的重要成员，其事业发展与

机构典藏。借助数字科技成果，建立人文学科的教

时俱进，尤其在数字时代，我国公共图书馆、学校

职员伙伴关系与合作，支持用户进行研究。

图书馆、科技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等在经营理念上

2.5 创新意识增加

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包括：⑴图书馆储藏了人类存

响应新挑战，以创新方式聘用新进人员或重新

在的每项纪录细节，保存了过去到现在的经历历程

训练现职人员；协助学生在图书馆内设立创业中

及数字时代出现的各种媒介资源信息。⑵包容与融

心，提供学生创作、协作、创新场所。在学生信息

合不受种族、宗教、政治立场影响，彰显特性及正

素养、检索能力、判定水平方面提供学习机会。

向社会价值。⑶利用数字时代新科技、新方式、新

3 数字时代图书馆变革的思考

手段，通过细致的分类、存储、检索和保存，提供

图书馆是教育、文化、信息中心，具有服务型

数据留存，体现平等开放特点。⑷提供新经济时代

属性。面对经费缩减、人力减少的状况，既要考虑

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关心读者独特发展需要，展现

维持大量纸本馆藏，又要支持学术研究和文献阅读

共享、共促、共创、共赢的结果。

功能。因此，图书馆必须改革创新，积极响应时代

2 我国图书馆的发展现状

变迁及社会需求，重新评估内设机构和运作成本，

从古时我国各地的“藏经阁”，到中国图书馆

注重馆际合作。在观念、技术、服务、建筑、空

雏形的“藏书楼”，再到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时

间、家具、馆藏、馆员等方面不断改进，使图书馆

期兴起的各种“文献馆”，直至现代的数字图书馆

持续为用户提供服务。

和移动图书馆，我国图书馆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数

3.1 图书馆观念变革

字时代的来临，高度影响着图书馆的发展，包括经

过去图书馆是安静、单调、严肃、静态的，现

费、人力资源、社会环境、技术创新等。

代图书馆应是快乐、多元、轻松、动态的，提供优

2.1 展现沟通价值

质的书籍、服务，引进先进的数字技术，传播高雅

辅助学校开展在线教学，利用图书馆慕课资

文化，更有现代建筑、良好环境、融洽氛围、互动

源，建设全球化的学位课程，增加投资回报率；图

空间，是可以放松与交流的场所。图书馆馆员不仅

书馆开放文献免费使用、事前授权、保留部分权利

提供借阅服务，更会引导参与，建立读者与馆员的

及公开典藏，传播资源；提高读者使用便利性，展

融洽关系，使读者更了解图书馆。另外，图书馆更

现服务价值。

是一个变化的“生活馆”和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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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者不断学习和探索，提供学习空间，分享生活知

源，方便读者利用。提供电子书借阅、电子通知、

识，满足终身学习目标，适应社会需求与全球趋势。

文件传递、自助借还书、在线报名、主题网站、数

3.2 图书馆技术变革

字学习课程、电子数据库服务等。

信息科技及互联网发展，使得图书馆服务朝向
[3]

3.4 图书馆建筑变革

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移动化方式迈进 。移

图书馆是城市的文化地标，借由建筑意象形成

动设备的普及促进了图书馆移动服务项目的更新，

地方和校园的精神中心，带动阅读和图书馆的利用

包括馆藏借阅服务、馆舍楼层配置图指引、最新活

率。图书馆不仅是图书、期刊、电子数据的储存

动信息通知、网络报名提醒、电子书下载等。射频

地，更是与区域建立伙伴关系、与读者交流的平

识别（RFID）芯片是可以使用射频信号与阅读器交

台。图书馆建筑必须以读者为中心，遵循前瞻、科

换数据的标签或卡片。通常有一个内置天线和一个

技、时尚、新颖的建筑原则，精心设计，吸引更多

集成电路（IC），天线可以发送和接收无线电波，而

读者，提升图书馆使用率，提供合作型的学习环境

IC 负责调制和解调无线电信号，及处理和存储数

及馆舍活动的场所。

据。通过开发出结合银行卡、身份证、学生证、工

3.5 图书馆空间变革

作证的 RFID 芯片，读者凭 RFID 借书证即可刷卡入

随着全面阅读、终身学习的理念深入人心，国

馆阅览及借书，办理自助借还书服务；馆员可以进

家对教育的大量投入，图书馆空间改造势在必行，

[2]

行馆藏资料存取、盘点及快速查找 等。

必须释放出更多空间，服务各种学习者 [4] 。图书馆

3.3 图书馆服务变革

空间再造是从灰暗到明亮、从刻板到美观、从单调

3.3.1

打破空间限制

过去，读者为查阅馆藏资

到多元的过程。改造后的图书馆不仅装潢优美，更

源、获取信息资讯，必须亲自到馆。如今，全球化

加充实服务内涵，集阅读、休闲、交流、游戏等多

与网络化的互联互通，使区域边际模糊，空间限制

功能于一体，吸引读者，使图书馆成为生活、学习

消失。图书馆普遍采用新技术、新手段，畅通各种

及交流中心。目前，国内外图书馆空间改造主要有

渠道，让读者不必亲自到馆，即可使用图书馆服务

三大类：⑴阅读共享空间，常见的包括公共阅览

及馆藏图书。⑴智能图书馆：美国华盛顿在不同区

室、公共阅读空间、休闲阅读区、安静阅读室等，

[4]

域设置了 20 余个智能图书馆 ，且无人值守。读者

配备了舒适的桌椅和白板，供读者分析问题之用。

扫描借书卡或输入借书证号码，即可入馆查检目

⑵学习共享空间，主要配置各种计算机、多媒体设

录、浏览选书及取走预约图书。智能图书馆设置了

备及常用软件，提供小组讨论、报告或作业需求的

电话和人机对话装备，供读者有问题时向智能机器

协同学习空间，通过协同学习和互动来尝试解决问

人询问。⑵微型图书馆：占地很小，使用高速网络

题。也与其他单位合作，提供写作咨询、语言学

和 RFID 卷标识别技术，通过触摸屏选书后，机器

习、课业辅导等多样化服务活动。⑶学术服务空

手臂即可取书送出，将自助机变成一个小型图书

间，现代图书馆被赋予顾问、咨询及家庭教师的角

馆。美国、英国及国内部分图书馆进行了设置布

色。学术服务中心的定位是能够提高图书馆的能见

局，大多设置于交通便利、人流量大的地点，如购

度和吸引力，辅助教学和科研。常见的学术服务空

物中心、公交站、医院、校园及图书馆门口等处，

间有写作中心、研究中心、咨询室等。

供读者 24 h 借还书。但其整体运作仍需要馆员协

3.6 图书馆家具变革

助，该方式更方便读者取得阅读资源。

各图书馆注重家具颜色及样式的搭配，不仅材

响应数字时代，利用数字科

质多样化，样式亦多变化。书架、桌椅、期刊架、

技延伸服务范围。图书馆设置虚拟数字空间，为不

报架、视听数据架不仅具有实用性，而且讲求造型

同读者、出版社、研究人员及馆员设置不同的网站，

设计，颜色搭配温馨，最大限度运用了人体工学。

扩大图书馆的使用边界。建置电子资源馆藏，将珍贵

近年来，有些新建图书馆的桌椅样式非常有新意，

古籍善本、手稿、照片、书画、契约书、地方史料

增添了空间趣味性，且更舒适，体现了时尚、智慧、

3.3.2

扩大服务范围

[5]

等，加以数字化后，供读者检索利用 。自行或联合

创意、科技化等特色。部分大型沙发充分运用人体

购置电子书、电子期刊、电子报、数字影音等电子

工学，摆脱传统设计，让读者可以更舒适地阅读，

资源，整理本图书馆电子资源和网络免费电子资

在赏心悦目的同时又具实用美观的公共艺术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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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进行协作，为各类读者提供指引。帮助读者搜

3.7 图书馆馆藏管理变革
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各种智能化设施的广泛

集资料、查找学术文章，利用编目与收藏的知识

应用，使图书馆的馆藏管理效率大增。如新加坡、

库，提供更具深度及广度的服务。

日本、加拿大、美国的大型图书馆现都采用输送带

4 小结

设备及图书自动分类机，对馆藏使用自动仓储管理
[6]

数字时代，图书馆对个人、家庭的进步发展有

方式，极大地节省了储存空间 。自动仓储系统又

积极的影响。图书馆人应正视、了解、接受社会环

称自动化书库管理系统（ASRS），是密集存放馆藏

境和社会机制的变化，重新思考工作职责，明确图

与计算机查询系统联动设计的书库管理系统。通常

书馆定位，在观念、建筑、空间、家具、服务、馆

用来放置不常流通的图书或期刊合订本，目的在于

员等与图书馆管理工作休戚相关的要素方面，思索

减少图书的储存空间，通过与自动借还书系统连接

变革，积极应对，持续经营，满足读者多样化需

以节省人力，提升服务质量。优点是只需要少量空

求，以实现数字时代图书馆的价值。

间，也不需担心满架需要调架的人力浪费，提高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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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另一方面，传授信息检索的技巧时，馆员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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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在图书馆的应用前景一定会更广阔。

4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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