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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图书馆资源、服务、技术的发展趋势
孙云峰，荣娴，杨孝超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0
摘要：通过内容分析法、实地调研法及问卷调查法，分析传统图书馆、现代图书馆及未来图书馆在
资源建设、服务内容、技术应用方面的发展变化，预测未来图书馆的发展趋势。电子资源潮流势不可
挡，资源建设以需求为导向的采购模式成为主流，纸电资源同步采购，编目工作前置；服务方面用户研
究将成为重点，通过建立模型及数据清洗，分析学科发展趋势，助力人才资源库建设；图书管理平台进
入第三代平台，其主要特征是以用户驱动为导向、开放存取、不受接口限制、个性化选择各类需求功
能；体验经济时代，各类新型技术引进，满足用户高层次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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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Trends of Resources, Services and Technology of Future Libraries
SUN Yun-feng, RONG Xian, YANG Xiao-chao
(Sichuan Nursing Vocational College, Chengdu 6101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raditional libraries, modern libraries and
future libraries from resource construction, service contents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hrough the content
analysis, field research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order to predict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future libraries. It
concluded the following trends. First, the electronic resources trend is unstoppable. The demand driven
acquisition mode should become the mainstream in resource construction, and the synchronous acquisition of
paper and electricity resources should be conducted, and cataloguing work should be conducted in advance.
Second, library service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user study through establishing models and data cleaning,
and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disciplines and 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 pool. Third, the thirdgeneration library service platform is coming, whose main characteristics are user-driven, open access, free API,
and flexible choice of personalized functions. Finally, in service economy era, libraries should introduce various
new technologies to satisfy users’ high-level emotional experience.
Key words: resources; service; technology; future libraries
传统图书馆，馆舍、馆藏、馆员是图书馆正常
[1]

书馆运作的基本要素有人员、文献信息、建筑、技

运营不可或缺的三要素 。随着社会的进步、技术

术设备、经费等 [2] ，而电子资源的出现、获取资源

的发展，图书馆构成要素也随之变迁。支持现代图

方式的变革，使得图书馆不再是唯一获取资源的地
方，馆舍面积不再是限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壁垒，

基 金 项 目 ： 2019 年 度 院 级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课 题

而更加注重智慧空间、创客空间的打造，从服务经

（ 2019RWSY27 ） ； 2020 年 度 院 级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课 题

济迈向体验经济[3-5]。图书馆服务发展方向更倾向于

（2020RWSY38）

个性化体验服务，服务成为图书馆重要职能。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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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们交流信息的需求是图书馆产生的前提，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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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发展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本保障，随着技术

图书与纸质图书馆藏占比达到 4∶5；一些“双一

的发展，云技术、物联网、大数据等，为提升图书

流”高校馆藏电子与纸质资源占比达到 7∶3，采购

[6]

馆服务发挥作用 。因此，资源、服务、技术是图

电子资源经费逐年增加。《高等学校图书馆数字资

书馆运作的重要元素。本文从资源、服务、技术 3

源计量指南》（2007 年）[12]发布后，许多高校图书

个要素探析图书馆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

馆积极引进电子资源，电子资源已然成为潮流。

会的变迁，并为提升图书馆核心竞争力提供思路。

1.4 未来社会图书馆资源

1 资源是图书馆的核心基础

第三代图书馆平台已出现弊端，阻碍了资源开

1.1 农业社会图书馆资源

放共享发展。一些高校图书馆为了解决自身馆藏不

从远古社会的结绳记事等符号到出现语言、文

足的缺陷，积极加入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字。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出现奠定了图书的发展，有

（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

了图书就产生了管理图书的场所。农业社会图书馆

CALIS），通过 CALIS 的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等服

由于建设主体、服务对象特殊，功能上与档案室并

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纸质资源不足的缺陷，但还

无太多差异，例如古代的藏经阁、御书房、私立书

有很多高职院校图书馆对于文献传递及馆际互借处

院等，藏有各时期许多珍贵资料，还有很多寺庙也

于低需求状态。而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的供应商各

[7]

保存有万卷经书，是一座座活历史 。

自为政，用户需要登录不同的平台进行检索，增加

1.2 工业社会图书馆资源

用户检索负担。笔者调研了高校图书馆数据库使用

从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工业社会的发展需要更

情况，不同资源数据库检索平台平均达数 10 个，且

多高素养人才为其服务。图书馆不再属于少数人，

同一类型资源（例如电子书）平台多样，呈现方式

而面向社会开放。1852 年，英国曼彻斯特公共图书

不统一，用户只会选择其中 1～2 个较为熟悉的使

[8]

馆成立；1876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 ；1904

用，资源利用率大打折扣，背离了“图书馆学之

年，我国第一所公共图书馆——浙江省嘉郡图书馆

父”阮冈纳赞所著《图书馆学五定律》。

[9]

出现 。20 世纪 30 年代到 90 年代，大学图书馆事

电子化阅读潮流势不可挡，随着各类电子资源

业欣欣发展，这期间《公共图书馆暨博物馆法》出

引入，纸质资源电子化，即当采购纸质馆藏文献

[8]

台 ，图书馆事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变

时，与之相对应的电子版资源也随之产生，各大资

革。资源数量的增加推动了图书馆著录规则标准化

源平台如何统一融合、统一检索、统一标准、开放

发展，馆藏资源的规范管理促使图书馆事业迈上一

共享是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对比电子书

个新的台阶。

下载量与纸质图书流通量，用户对电子书利用率不

1.3 信息社会图书馆资源

如预期，纸质图书仍是主流；用户对已有的电子书

20 世纪 80 年代，磁带影像在发达国家高速发
展，之后出现了数据库镜像服务；90 年代中期，随
着互联网技术的热潮，电子图书在网络上出现并流
[10]

目不满意，纸质图书采购虽然有滞后性，但仍可获
取到需要的图书。
因此，在未来社会，资源开放存取已成为趋

。1998 年，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我国电子资

势，未来图书馆的电子资源与纸质资源之比将是

源数据库如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电子资源相继

“无限∶有限”；资源采购以需求为导向，荐购平

涌现。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方

台应将纸电资源整合，如有些平台在推荐书目系统

兴未艾，馆藏占比不断增加。根据 2017 年高校图书

中会显示馆藏地，没有纸质书的会显示电子图书传

通

[11]

，四川省高校 2017 年纸质资源采购经

递途径。如图 1 流程图所示，荐购平台应在图书采

费排名前 10 的高校和电子资源采购经费排名前 10

购到馆后推荐给用户，用户收到通知会到馆借阅；

的高校，均在榜上的有 7 所，分别是电子科技大学

荐购平台会按时推送归还提示，并建议用户撰写读

图书馆、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西南交通大学图书

书心得或者读书评价。优秀的读书心得和评价可以

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农业大学图书馆、四川

作为阅读推广的宣传资料。在整个流程中要充分考

师范大学图书馆、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这些高校

虑奖励机制，深入了解用户处于哪个环节并及时推

的电子资源与纸质资源采购经费比例最高的约为

送相关信息。

馆报告发现

4∶1，最低的约为 9∶10，平均达到 2∶1。而电子

经调研用户需求，用户对新书的电子书需求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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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如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期间，学校师生对

现，文献剧增，为了方便用户存取利用，图书馆通

电子图书需求更为明显，这说明在信息需求迫切的

过书目信息工作，如分类目录、卡片目录等提高了

情况下，读者对文献载体并没有特殊要求。一些新

图书流通效率；同时二次文献信息产品开发、新书

书的电子书价格甚至高于纸本书价格，经费问题制

目录通报（新书推荐）等服务也相继出现。参考咨

约了电子图书采购的质量保障。有些专业知识性的

询服务于 19 世纪末被图书馆应用，20 世纪得到长

教材类图书，为了保护版权，并没有完善的电子图

足发展，多数大型图书馆设独立参考咨询部；参考

书销售渠道。因此，要深入了解用户阅读行为，在

咨询服务不仅为用户提供书目信息，还要根据用户

保护版权的前提下，完善电子图书销售渠道。

需求解决实质性问题，是学科馆员服务内容的前

荐购图书

荐购成功

采购成功

到馆通知

外借提示

身，后续又演化出专题文献检索、定题检索等服务

撰写读书
评价

归还提示

类型。
2.3 信息社会图书馆服务

荐购不成功则提示
馆藏情况，或者推 馆员处理
荐电子书获取路径

主动推送
新书到馆

主动推送用户
归还成功并提
示读者撰写读
书心得

信息社会是图书馆服务发展的分水岭，工业社
会及之前的图书馆服务局限在馆内，用户来到图书
馆才能享有各类服务；在技术支撑下，信息社会图
书馆服务走出馆门，主动根据用户需求提供信息服

图 1 图书馆读者服务荐购流程

对于进行资源整合、实现统一检索不能一概而

务。20 世纪 40 年代，计算机的出现彻底变革了图

论，应该在统一检索的基础上实现分类型、分层次

书馆的服务模式，卡片式目录被图书管理系统代

的多功能检索。针对用户不同层次需求，实现不同

替。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图书馆信息化发展如

检索功能。多元化检索功能可以满足用户的检索需

火如荼。参考咨询虚拟化、各类资源数据库及电子

求。而当用户处于泛在化阅读，信息需求处于客观

图书出现，使图书馆服务发生改变，服务不再局限

状态或认识状态，统一检索形式会呈现多类型资

于馆内，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都实现了延伸。这个

源，供用户多方面选择；多类型资源的呈现正是帮

时期的服务内容升华了原有的流通推广、宣传辅

助用户实现从需求客观状态、需求认识状态到需求

导、参考咨询，增加了文献检索、科技查新、用户

表达状态良性循环的方法工具。

教育及用户研究等。
移动图书馆服务发展火热，随着微信图书馆、

2 服务是图书馆之魂
图书馆作为连接资源和用户的纽带，具有中介

微信小程序开发，图书馆资源推广打破时间、空间

性 。作为文化和科学资源的中介，服务是图书馆的

限制，尤其是技术限制，以更契合当代用户的阅读

核心部分。图书馆的服务有别于商品产生的服务，它

习惯，拓宽服务范围。

[1]

是服务提供者为了满足服务接受者的个性化需求而

图书馆用户具有普遍性，在考虑普适性的基础

采取的专业行为；服务在接受者使用时即起到作

上如何使服务功能化、个性化，是图书馆一直探索

[13-14]

。

解决的矛盾。当下很多商业公司有推送信息服务，

服务在创建的同时被消耗，不能储存，没有物理形

用户习惯了商业化的信息服务及各类 APP 应用方

态，不能从一个接受者转移到另一个接受者，因此

式，因此对图书馆信息服务期望较高。用户希望线

服务具有高度个性化特征，服务是可以被有资质的

上、线下获取资源和服务，并且通过多渠道迅速传

馆员在专业职责架构下有目的的实施。

递；用户希望分享服务和资源并参与其中[15]。图书

2.1 农业社会图书馆服务

馆提供的服务重在交互，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

用，是一个消耗的过程，不是一种物质形态

这个时期的图书馆资源具有原始性、稀缺性特
点，馆藏量少，重藏轻用。受当时生产力限制，图

要做到多渠道、吸引人，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2.4 未来社会图书馆服务

书馆发展数千年没有实质性变化，服务内容通常为

信息社会的对外服务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形

简单的手本抄录、单一阅览等。这个时期的服务称

成了一定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但是对于用户研究还

为文献实体服务。

不够深入，大数据的发展，为用户研究提供了方

2.2 工业社会图书馆服务

法。2014 年，美国 CT 公司（Civic Technologies）

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静电复印等技术出

以 10 所图书馆为对象开展用户研究，挖掘用户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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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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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公共检索、专题文献管理、光盘管理等功能，

。大数据时代，以用

实 现 了 异 地 馆 际 互 联 ， 首 次 采 用 C/S 架 构

户信息行为产生的系列数据为基础，并对其进行分

（Client/Server，客户端与服务器端的架构模式）进

析、整合、挖掘，最终精准预测出用户的信息需求

行应用处理[18]。21 世纪初，图书管理系统进入市场

和下一步及未来的信息行为方向，以提供更为精准

化阶段，图书管理系统以业务为中心，采用开架管

化的信息服务，使得图书馆阅读推广、信息检索、

理模式，管理系统采用 B/S 架构，更加注重各系统

科技查新、学科知识服务、课题研究服务、移动图

之间接口标准化。随着技术发展，移动图书馆

书馆信息推送等服务有的放矢，真正做到个性化服

APP、微信图书馆、微信小程序、虚拟仿真（VR）

务。图 2 为图书馆服务-需求匹配示意图，其中第一

技术、增强现实（AR）技术、3D 打印、机器人不

象限提示，在精准预测用户需求的数据基础上，信

断上线，为革新图书馆服务提供技术保障。

一份图书馆用户大数据报告

息服务并不是一味迎合用户兴趣，要根据用户需求

物联网基于特殊传感器，可以使物体与物体之

层次进行推送，尤其是针对低需求层次用户的需求

间互相交流并完成特定任务 [19] 。以射频识别技术

精准推送；图中第二象限，图书馆应以用户能接受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为代表的

的方式，不断引领、帮助、发展其潜在兴趣。第三

物联网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基本实现了物与物的

象限图书馆处于服务满意度虚假状态。第四象限图

链接。未来可以实现人与物的链接，在地面嵌入传

书馆用户处于高需求状态，而服务质量不能满足用

感器，追踪用户运动轨迹，通过与智能书架结合定

户需求，急需变革，改革创新服务理念与措施。

位，收集用户的喜好或者需求的知识类型和内容，
以此来推荐符合用户语境和个性化的帮助[20]。

高服务

引导为主

VR 技术完全切断外部刺激，用户沉浸于数字世
服务理想状态

界；AR 技术使数字产生的信息加强用户的体验；这
两种技术在建筑、医疗、宣传、环境、教育等领域

低需求
低服务

“满意”假象

高需求

急需变革

已被广泛实施，博物馆和艺术馆已经应用[21]，图书
馆应用已初见苗头。例如虚拟图书馆，使用户身临
其境，体验新检索服务，是未来图书馆的发展趋
势。

图 2 图书馆服务-需求匹配示意图

全息影像是一种产生或者陈列三维图像的记录

随着社会变迁，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服

光干涉图样的技术 [22] ，在信息服务行业中应用较

务经济，目前正在进入体验经济。图书馆服务也不

少。全息影像的一个优点就是用户不需要借助辅助

断变革，由文献实体服务到信息服务。体验经济时

设备就可直观体验三维成像，可以借助此技术实现

代中图书馆体验服务大有可为，图书馆用户体验

虚拟真人图书馆、开设达人讲座等，吸引用户到馆

（Library User Experience，LUX）可以代替传统服

体验。

，LUX 不仅

近年来，3D 打印非常流行[23]，在图书馆尤其是

满足用户需求，更重要的是满足用户高层次情感体

作为创客空间（makerspace）的一部分应用广泛。

务，满足用户需求，提供高质量服务
验

[17]

[14]

创客空间也称为创作空间（creative space），在这里

。

3 技术是图书馆运行的保障

用户可以随意使用各种设备、技术和材料创作个人

3.1 工业社会图书馆技术

或者专业用途的产品 [4] 。创客空间无论在创新图书

1987 年，第一批自动化管理系统投入使用，也
称为第一代图书馆管理系统。以资源为中心，以
“流通”为核心。云南大学第一代图书馆管理系
统，具有流通、编目、采访功能

[18]

。

3.2 信息社会图书馆技术

馆服务还是促进图书馆发展方面都有较大潜能。
3.3 未来社会图书馆技术
各种新技术为图书馆服务创新、阅读推广、资
源利用、新用户体验等提供助益。目前智慧图书馆
研究不够深入[24]，以技术驱动的图书馆服务管理模

1995 年云南大学第二代图书管理系统正式投入

式带来不少问题，其一：从用户角度而言，技术体

使用。该时期图书管理系统集成了流通、编目、采

验感差会降低其对图书馆服务的满意度，调研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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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技术满意度，新的门禁及流通技术虽然简化了

辅助地位走向引领地位。有些高校图书馆与人事、

部分工作量，但当用户遇到门禁卡机、报警系统啸

科研等部门合作，对引进的人才进行学术分析预

叫、研讨室预约失败等问题时会极大折损图书馆服

测，建立模型，套入科研数据，得出未来可能的研

务形象；其二，从图书馆发展角度而言，图书馆一

究方向，为人才资源库建设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旦选择某种系统或技术，不得不接受该系统或技术

4.3 技术革新

的所有优缺点，直到问题积累到已经严重阻碍图书

技术的引进改革了图书馆的服务，图书馆技术

馆发展而不得不更换掉，这种恶性循环的模式饱受

不断变迁发展。新荐购系统以科学方式指导图书采

诟病。例如，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图书馆率先放弃现

访工作，新的管理系统可以监管信息资源生命周

有的图书管理系统

[25]

，选择了开放式智慧云平台，

期，提供用户行为数据。然而每开发一项图书馆现

集成自主探究式学习、教学一站式、科研一站式的

有系统，与馆藏信息、读者库等有关的新功能都受

[26]

指出，第三代服务平台以

其接口限制，平台不能开放共享是限制图书馆发展

FOLIO（The Future Library Is Open）为代表，采用

的主要原因。正在研发的第三代图书馆服务平台采

微服务架构、社区驱动模式的图书馆生态系统。未

用微服务架构，对各类程序开放接口，各类开发公

来的智慧图书馆一定会形成产业生态链，统一资源

司可独立研发图书馆个性化需求的模块化应用程

管理、统一数据服务、统一发现与传递、资源共

序。5G 的到来会促进智慧图书馆的发展[29-31]。

享，真正可期智慧服务。

5 结语

服务平台。谢蓉等

4 未来图书馆的发展趋势

图书馆是非盈利机构，但是其服务创造的价值

4.1 资源转变

有目共睹。通过新技术与资源结合，以技术支撑服

电子资源飞速发展，以需求为导向（Demand
Driven Acquisition，DDA）的采购模式带来的好处
已然显现

[27]

，未来图书馆资源建设趋势是“纸电同

步”，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搭建完善的电子
书销售渠道。采编工作模式也发生变革，未来图书
馆荐购系统可以通过用户荐购书单直接生成机器可
读 目 录 （ Machine Readable Catalog ， MARC ） 数
据，编目工作由服务系统自动完成；编目前置可以
降低服务成本，提升效率。各大高校图书馆纸电资
源统一融合，根据需求合理配置采购比例，适当推

务，更好地将资源和服务展示给用户，不断提升用
户体验，是图书馆服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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