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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新媒体的应用概况及研究进展
孟凡红，尚文玲，张华敏，侯酉娟，郎朗，李莎莎*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700
摘要：本文简述了新媒体的概念及其种类，重点概述新媒体在国内外图书馆的应用实践，分析了国
内图书馆界有关新媒体应用的学术研究进展，新媒体应用于图书馆使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功能得以拓展。
文章最后对新媒体在图书馆的应用前景进行了思考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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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Situation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New Media in the Libraries
MENG Fan-hong, SHANG Wen-ling, ZHANG Hua-min, HOU You-juan, LANG Lang, LI Sha-sha*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d the concept and types of new media, emphasized the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new media in librari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analyzed the academic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application of new
media in domestic libraries and expansion of information service function of libraries result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new media in libraries. Finally, it also reflected on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new media in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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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数字和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广泛应

[1]

媒体等 。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传统媒体，

用，以互联网、手机等为代表的新媒体逐步成为人们

新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严格讲，新媒体

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新媒体具有形式丰富、互动性

应称为数字化媒体 。随着网络及通信技术的迅速发

强、渠道广泛、覆盖率高、精准到达、性价比高、推

展，各种媒体呈现出不断融合趋势，进而又产生了全

广方便等特点，被各行各业广泛应用，同时也给图书

媒体的概念。2008 年，
“全媒体”开始在新闻传播领

馆发展提供了新契机。面对发展迅速、传播形态日新

域崭露头角。2010 年，钟进华 、王世伟 将“全媒

月异的新媒体，图书馆界应创新服务理念，积极利用

体”概念引入图书馆界，之后全媒体在图书馆应用的

新媒体拓展及完善图书馆服务体系，促进图书馆的持

理论与实践研究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

续发展。
1 新媒体概念及种类

[2]

[3]

[4]

新媒体种类众多，目前主要有网络新媒体、手机新
[5]

媒体、数字新媒体、新型电视媒体及其他新媒体等 。

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概念，是相对于传

其中网络新媒体有门户网站、搜索引擎、虚拟社区、

统媒体而言的，最早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戈尔

简易信息聚合（RSS）、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对话链、

德马克（P. Goldmark）于 1967 年提出。新媒体是指

博客/播客/微博、维客等；手机新媒体有手机短信/

在数字和网络等新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

彩信、手机报纸/出版、手机电视/广播等；新型电视

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

媒体有数字电视、IPTV、移动电视、楼宇电视等；其

电视、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

他新媒体有隧道媒体、路边新媒体、信息查询媒体及
其他。融合的宽带信息网络是各种新媒体形态依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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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泛在图书馆”理念的提出及各种新媒体不
断涌现，发达国家图书馆率先利用新媒体创新服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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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如利用移动终端设备开展电子图书借阅服务；利

自 2014 年 2 月起开始为大众提供线上开放课程服务，

用手机提供短信、导览、阅读、数字内容查询及下载、

纽约公共图书馆制作了“汉学 101”MOOC 课程。此外，

基于 APP 应用等服务；增设触摸屏检索、阅览服务；

还有图书馆系统性地引进了 MOOC 资源。密歇根大学

提供虚拟图书馆及在线课程服务等。在移动终端及手

信息学院的 Mahraj K

机应用方面，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 2009 年推出了

的方式就是开设自己的 MOOC 课程。总之，图书馆可

[6]

[10]

认为，馆员介入 MOOC 最直接

“text a librarian”服务 。Text a librarian 是

以通过自建或引进形成图书馆的在线课程。

一款短信咨询软件，美国许多大学图书馆引进该软件

2.2 国内图书馆新媒体应用实践

为读者提供信息咨询服务。芬兰国家图书馆推出了短

新媒体率先在国外图书馆得到应用，国内许多图

信服务（short message service, SMS）。新加坡国

书馆也在积极探索利用互联网、触摸屏、手机等新媒

家图书馆提供的手机服务有短信、WAP 及基于 APP 应

体形态创新信息服务形式。2003 年 12 月，SMS 服务

用。苏格兰国家图书馆利用手机应用进行珍贵馆藏的

平台最早由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开通，随后上海图书

展示。韩国大学图书馆应用手机二维码进行个人身份

馆、国家图书馆等也相继开通了 SMS。随着智能手机

识别并将个人信息传输到图书馆电脑中。纽约公共图

的不断发展，许多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及专业图

书馆“电子纽约公共图书馆”提供手机图书馆导游服

书馆都开通了移动图书馆服务，方便用户随时、随地、

务。此外，美国、日本、韩国、芬兰等国家相继推出

随身了解图书馆，使用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上海、北

了电子阅读器服务，供读者阅读电子图书。

京等地区的公共图书馆在街头、居民小区等推出了

在触摸屏应用方面，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在入口

24 h 自助图书馆服务，方便百姓借阅图书。杭州图

处设立触摸屏检索亭，提供信息检索及阅览服务。英

书馆开通“文澜在线”，实现了所有杭州地区的 IP 用

国大英图书馆设立电脑触摸屏，使读者能够近距离翻

户可以通过网站平台免费获取各种资源。作为新媒体

阅珍贵书籍和手稿。德国汉堡中央图书馆利用触摸屏

环境下创新服务的手段，借助互联网电视技术，一些

进行图书自动归还服务。

公共图书馆开通了数字电视图书馆服务。
“国图空间”

在互联网创新服务应用方面，2009 年 8 月，日

是全球首家国家图书馆的数字电视应用服务，现已覆
[11]

本索尼公司与美国许多公共图书馆合作，推出新的图

盖北京地区 360 余万户家庭

书馆内容搜索服务“Library Finder”，读者不仅可

受国家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感受更加便捷的互

以利用搜索引擎查找当地公共图书馆的电子书和其

动高清视听体验。

他数字内容，还可以持此款阅读器在美国各地图书馆
[7]

直接下载电子书 。

，用户足不出户即可享

2012 年 8 月 18 日，微信公众平台上线，到 2013
年进入迅速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利用微信公

Web 3D 技术首先在国外图书馆领域得到很好应

众平台拓展服务范围、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微信服

用 。美国排名靠前的大学图书馆，如斯坦福大学、

务成为图书馆信息服务的新趋势。据调查，截止到

俄亥俄大学、哈佛大学等利用 second life 平台建立

2014 年 2 月 16 日，已有 42 个公共图书馆和 33 个高

自己的虚拟图书馆，提供网上讲课、场景显示、图文

校图书馆注册了公众微信号

链接、语音会议、语音虚拟参考咨询等各种各样的特

阅号和服务号 2 种，订阅号重在信息推送，服务号重

色服务。美国斯坦福大学将特色馆藏和大学档案室建

在功能。服务内容主要有馆舍介绍、通知公告、服务

成虚拟档案馆，读者可以在虚拟世界中浏览这些珍贵

推介、新闻动态、馆藏查询、数字资源检索与在线阅

的、甚至真实世界不对外开放的原稿。同时，图书馆

读、图书推荐、读者借阅信息查询（含续借、挂失读

借此也宣传推广了自己的特色资源。

者证等）、咨询与投诉建议等。微信公众平台集成了

[8]

MOOC（massive open on line course）指大型

[12]

。微信公众账号分为订

图书馆的多项业务，成为图书馆的微门户。

开放式网络课程，源于麻省理工学院发起的“开放课

制作微视频宣传图书馆资源与服务成为图书馆

程计划”，2008 年加拿大的两位教授提出了 MOOC 一

营销手段之一。如清华大学图书馆“爱上图书馆”，

[9]

词 。《纽约时报》将 2012 年誉为“MOOC 元年”。美

是国内首部图书馆主题营销视频系列短片，片中展示

国比较有代表性的 MOOC 公司 Udacity、Coursera 和

了图书馆的资源、设施、服务以及各种规定，使学生

edX 相继成立，在其平台上发布 MOOC 课程。国外一

在轻松氛围中了解图书馆，爱上图书馆。2013 年是

些图书馆积极地参与到 MOOC 运动中，如大英图书馆

中国的“MOOC 元年”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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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等国内一流大学与国外 Coursera、edX 课程提供商

用程序和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得以推广，如以博

合作，建立自己的 MOOC 平台，推出 MOOC 课程。如清

客和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传播、RSS 信息推送、以 QQ

华大学的“学堂在线”、上海交通大学的“好大学在

为代表的即时通讯、视频网站、社会性网络服务、微

线”、吉林大学的“吉大在线学堂”、网易云课堂与爱

信服务平台等的迅速发展，图书馆界开始深入研究新

课程网合作推出的“中国大学 MOOC”
。2014 年，作为

媒体带给图书馆的影响，并逐步将新媒体应用于图书

移动图书馆的实体扩展设备，国内一些图书馆引进了

馆信息服务中。

超星歌德电子书借阅机，开启了新的电子书借阅模

如今，许多图书馆都构建了自己的移动图书馆、

式。读者只需在智能移动设备上安装歌德电子书阅读

微信服务平台等。研究新媒体与图书馆信息服务的论

器或超星移动图书馆 APP，在电子借阅机上查阅图书，

文数量逐渐增多，内容也更加丰富深入。不仅研究新

然后扫描该图书二维码，就可以将海量知识下载到自

媒体形式下图书馆信息服务的方式，还有对信息服务

己的智能手机中轻松带走。

内容的研究，以及对图书馆资源建设的研究等。

目前，国内图书馆应用 3D 技术日渐升温，如国

4 思考与展望

家图书馆制作了 3D 虚拟浏览系统、北京林业大学制

国内外图书馆主要利用新媒体各种技术，如触摸

作了三维场景图书馆服务系统、清华大学制作了三维

屏技术、手机等移动智能终端、电子阅读器、电子图

全景图书馆。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制作的 3D 虚拟图

书借阅机、24 h 自助设备、互联网电视技术、3D 虚

书导航系统，功能更全更完美，不但提供了图书架位

拟技术等，开展馆藏资源借阅、展示、检索、下载、

的 3D 导航，而且实现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

在线课程、通知通告、数字电视图书馆服务等。国内

（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ue, OPAC）与图书

图书馆还利用微博、微信、移动 APP 等开展图书馆的

架位 3D 导航的完美结合，
让读者享受全新的 3D 体验。

微服务、微营销，有效地提升了图书馆的认知度和影

3 国内学术研究进展

响力。

利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以“新媒体”

新媒体在国内图书馆的应用及相关学术研究还

“图书馆”作为并列关键词进行篇名检索，共计得到

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主要停留在信息服务研究层

相关研究文献 165 篇，2007－2015 年分别为 1、2、3、

面。鉴于此，图书馆要加强从数字资源建设与管理、

7、10、23、50、67、2 篇；以“全媒体”
“图书馆”

用户信息素质培养、信息服务营销等整体发展角度，

作为并列关键词进行篇名检索，共计得到相关研究文

全面审视新媒体对图书馆发展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献 110 篇，2010－2014 年分别为 2、8、23、27、50

新媒体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随着数字网络技术

篇。检索日期为 2015 年 3 月 8 日。

的不断发展，新的媒体形态还将出现。国外发达国

从论文出现的高频关键词可以看出，“全媒体”

家图书馆是利用新媒体技术的先行者，国内同行应

或“新媒体”在图书馆的应用主要涉及数字阅读、阅

积极关注并跟踪国外图书馆发展动态，及时转变观

读推广、信息服务、创新服务、资源建设、服务策略、

念，在新媒体信息环境下，努力创新服务模式，拓

融合服务、服务营销等方面。随着网络媒体和无线网

展服务领域，增强服务能力，构建一个用户需求主

络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电子设备的不断

导、用户体验先行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图

更新换代，图书馆研究人员开始更加深入地研究新媒

书馆信息服务体系。

体在图书馆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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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中中医药文献信息的价值及利用研究
张弦 1，杨竹颖 2，王华南 1*
1.贵阳中医学院图书馆，贵州 贵阳 550002；2.贵阳中医学院药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2
摘要：地方志是记载有丰富地区资料的重要文献，其中含有大量中医药文献资料。以贵州省地方志
为例，对其中的中医药文献进行辑录、分析及整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贵州地方志中医药文献数据
库。通过对历史时期医学人物、医学著作、医事活动及中外交流、药物及其他文献等内容中蕴藏的大量
文献信息进行研究，认为贵州地方志利用价值极大，应充分挖掘和开发。本文就贵州地方志可深入研究
的内容、方法、途径及深远影响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地方志；贵州；中医药文献；价值；利用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5.04.014
Study on Value and Utilization of TCM Literature Information in Local Chronicles
ZHANG Xian1, YANG Zhu-ying2, WANG Hua-nan1*
(1. Library of Guiyang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uizhou Guiyang 550002, China; 2. Phar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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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l chronicles are important literature recording abundant regional data, which contain a
wealth of TCM document literature. Taking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research group compiled, analyzed and studied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TCM literature, and established the
Database of TCM Literature of Local Chronicles of Guizhou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dical
characters, medical works, medical activities and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medicine and
other literatur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ll contain much literature information requiring further research.
Local chronicles in Guizhou Province are of great value and deserve fully exca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contents, methods, approaches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f TCM literature in local
chronicles of Guizhou Province.
Key words: local chronicles; Guizhou Province; TCM literature; value; utilization
地方志，即按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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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文献资料，可称为地方的百科全书。地方志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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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研究提供珍贵的素材，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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