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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时代医院图书馆学科馆员队伍建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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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述云数据时代图书馆的现状，从概念、素质要求、主要技能等方面提出云数据环境下建设
医院图书馆学科馆员队伍的需要，并指出这是医院图书馆势在必行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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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 Librarian Team of Hospital Libraries in Cloud Data Era
ZHU Zhen-hua, ZHANG Jian-mei, Zhang Jing-wei, Liu Xin-liang
(Library of Inner Mongolia Baogang Hospital, Baotou Inner Mongolia 01401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ibraries in cloud data era, proposed the
deman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 librarian team of hospital libraries from the aspects of concept, quality
requirements and main skills, and pointed out that this was imperative development tendency for hospital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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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时代，数据带来的信息风暴正在改变着

的时间约占科研总时间的 50%

[3]

，科研项目从申

人们的生活习惯、工作环境、思维方式和科技影响

报、研究、结题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

力，各行业对于数据的分析越来越重视，加之近年

医院图书馆学科馆员可以利用云数据的计算和存储

来云计算的迅猛发展，信息的收集、转化、二次加

过滤功能，帮助科研人员节省很多时间，提高教学

[1]

工、传播方式也正在不断改进 。若要在云数据时

和科研的效率。然而国内许多医院图书馆仍从事传

代激烈的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数字化图书馆建设

统的、被动的服务，没有主动融入到临床需求当

是当代医院图书馆的首要任务，以分布式处理、并

中，与临床科室没有建立有效的沟通和互动。为了

行处理、虚拟化和网络计算等处理方式为特点的云

给临床医务人员提供更好的服务，也为了图书馆更

计算在互联网上的实现，为数字图书馆提供了新的

好的发展，医院图书馆学科馆员队伍建设逐渐成为

[2]

发展方向 ，医院图书馆学科馆员的建设对数字图

云数据时代医院图书馆提高竞争力的主要任务。

书馆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2 云数据时代医院图书馆学科馆员发展的需要

1 医院图书馆的现状

医院图书馆学科馆员是医院图书馆建立的、与

云数据时代的来临，带给图书馆的不仅仅是机

临床科室沟通的桥梁，学科馆员是能及时与临床医

会，更是挑战，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数据的集成和

务人员交流和反馈最新医学信息的人，应具有图书

处理、人才的培养和管理等都是云数据时代图书馆

情报专业知识和医学相关专业知识，能为临床科室

必须面对的问题。据统计，我国科研人员查找资料

有针对性地收集、辨别、筛选最新的文献信息，满
足临床医生教学、科研及临床应用的需求。学科馆

基金项目：2015 年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医学研究

员的概念最早是美国拉姆提出，并随后在美国国立

基金（2015-12）

医学图书馆得到极大的应用与发展 [4] 。目前我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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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zzhnm6688@163.com

相比较其他学科，医院图书馆学科馆员的发展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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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落后 [5] 。在云数据时代，数字信息已经成为最

服务。随时收集临床医护人员对文献信息的反馈要

不可或缺的的信息资源，医院图书馆需要从以下方

求，以高质量的情报服务帮助临床医务人员妥善解

面培训优秀的医院图书馆学科馆员，以使自身得到

决问题。

更好的发展。

2.2.3

2.1 提高医院图书馆学科馆员的素质

科馆员应具备快速学习和研究的能力，通过不断的

具备建设重点学科导航能力

医院图书馆学

为了适应云数据时代数字化图书馆的发展，医

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从大量的信息中快速准确地

院图书馆合格的学科馆员必须是复合型人才，既需

鉴别、筛选出所需文献。利用云数据的云计算功

具备图书情报学、图书馆学和信息学基础知识及医

能，获取最新的动态信息，并联合相关专业人员建

学相关专业知识，又需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解决

立学科导航网站，包括学科专业图书、期刊、专业

问题的能力。随着新技术及专业学科的迅速发展，

图书馆的网页网站，学科科研成果等。还要具备文

医院图书馆学科馆员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接受新

献选择、专业技术情报和定题服务跟踪的技能。根

信息情报及紧随时代步伐的互联网知识，才能胜

据临床需求及具体科研项目，组织建设相关的综合

任，为临床提供学科化服务。

性临床学科导航库、题录数据库等专业文献数据

2.2 提高医院图书馆学科馆员的技能

库，经常征询临床科室对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及信

2.2.1

云数据时代，医

息服务形式、内容的意见建议，并及时反馈给图书

院图书馆学科馆员要熟练掌握搜索、编辑、分析、

馆领导及有关职能部门。电子信息资源具有占用空

整合学科资源的方法，及时了解学科的前沿动向、

间小、易于保存、传播速度快、利用率高及共享性

学术活动开展情况及对信息资源的需求状况，跟踪

好的优势，医院图书馆学科馆员应针对临床科室相

各学科重点用户的学术研究现状、研究动态和发展

关需求，将国内外大型数据库及时推荐给有需要的

趋势，收集与学科建设密切相关的最新热点问题、

医务人员，数字化资源共享可以促进医院更好更快

论著和文献等，做好定题的全程服务。及时了解与

的发展[7]。

临床学科最前沿的新成果、新技术、新动态，综合

3 医院图书馆学科馆员队伍建设的意义

具备信息检索及查新能力

[6]

分析，提供给临床一线医务人员 ，不断总结工作
经验，提高医院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和水平。

3.1 促进学科建设，提高科研效率
学科建设是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基础，是可

我院图书馆为内蒙古科技厅信息研究院科技查

持续发展的核心任务，重点学科建设是学科建设的

新工作站，2014 年为 30 多个临床科室及各分院 70

重点与核心，学科建设离不开图书馆的支持。在信

多个题目查新，共查找中英文全文文献千余篇；

息化社会，不同载体形式的文献信息数量激增，且

2015 年为全院做了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

交叉重复，质量参差不齐，增大了读者检索利用的

美国《化学文摘》（CA）、美国《工程索引》（EI）

难度。临床专业科室对文献信息的需求又具有层次

等的查询工作。今后，会继续完善学科馆员制度，

高、涉面广、内容新等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医院

为临床医教研提供更多信息。

图书馆学科馆员应运而生，既有相关学科的背景知

2.2.2

提高与临床互动沟通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识，又熟练掌握搜索文献信息、组织沟通技能和互

医院图书馆学科馆员应具备熟练的计算机操作检索

联网络应用能力。运用云数据的计算功能有针对性

信息的能力和良好的外语水平，同时还应具备良好

地为临床专家提供全方位、专业化和深层次的信息

的沟通解决问题的能力，应主动走访和参加临床各

服务，缩短科研时间，多出成果，把重点学科建设

科室组织的相关活动，参与诊疗查房、科室会诊、

推向更高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医学、教学和

科室疑难杂症与死亡病例的讨论会等等。随时了解

科研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医务人员遇到的问题、临床研究动向及对文献信息

3.2 完善信息收集整理存储传递

的要求。另外，学科馆员还应与临床各科室的联络

目前，我们用电脑来处理文档、存储资料，如

员和带头人主动建立联系，及时了解临床科研教学

果硬盘坏了，会因为资料丢失而束手无策。而在云

情况和发展动态，关注其课题申报情况，充分利用

数据时代，“云”会替我们做存储和计算的工作。

图书馆的数字化资源，及时为临床科研项目提供最

一旦有需要，我们可以在任何地点用任何设备，如

新的动态信息，并跟踪课题进展，提供相关的后序

电脑、手机等快速地找到这些资料，再也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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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丢失。医院图书馆学科馆员要学会利用云搜索

具、检索范围和检索途径。在科研碰到困难时，可

工具，针对重点学科外部知识、重点学科内部知识

通过重新检索和论证，还可通过网上论坛帮助科研

尤其是隐性知识，包括数字图书馆资源库、重点学

人员及时解决问题。利用网络资源实现图书文献的

科专题信息资源、学科多媒体教学课件资源、重点

专业化、系统化 [9] ，为临床科研人员提供及时、准

学科专家学者信息资源、学科网络资源等进行跟

确、有价值的科研信息，从而推动学术科研水平的

踪、搜索、检索和获取。利用云数据挖掘技术等对

提升。

相关信息进行主题聚类、分析、评价、过滤，从而

3.6 创建医院图书馆学科馆员网站及云个人图书馆

发现临床科室最需要的信息内容，开展情报研究，

为加强图书馆与临床科室之间的沟通和联系，

并由学科馆员综合学科信息，利用文献计量学等方

提升图书馆服务水平，使临床医务人员能最大化地

法进行统计分析和评述，发现学科发展趋势、竞争

使用图书馆的信息资源，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需

对手动向以及本机构的优势劣势等，为临床医务人

要建立医院图书馆学科馆员云个人图书馆，获得临

员提供快捷、高质量的服务，为科研决策提供情报

床科室所需书刊、电子资源目录，跟踪学术动态、

支持。

学术前沿、热点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以文摘、题

3.3 参与信息筛选及其质量控制

录等形式将学科新动向、新观点及潜在价值，揭示

面对海量信息，读者无法快速、有效、精确地

给临床工作人员。或者建立医院图书馆官方微信公

甄选出自己真正想要的有价值的信息。为适应云时

众号，不定期地以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形式

代发展需求，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和临床利用率，

在线互动，为关注者推送最新信息[10]。在虚拟化整

需要学科馆员运用云计算功能过滤无用信息，以最

合中应结合图书馆数字用户需求，提高云系统智

快的速度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工

能、安全、动态、经济地部署和分配系统资源的能

作，搜索出利用价值最高最新的信息，从而得到精

力，并根据不同云业务负载和响应速度需求，实现

品化的知识。再利用互联网的各种分类工具对重点

资源池即时、动态地资源分配与云业务迁移[11]。学

学科知识分类整合，构建成学科专业多媒体知识

科馆员利用云数据将各临床重点学科内部整体资源

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学科导航网站，供临床医务

及外部相关知识整合，充分共享和重用，使需求者

人员科研的需要。

能通过手工检索、智能检索等方式接收到学科馆员

3.4 为临床医务人员信息需求服务

创造的新知识，为教学科研提供优质服务。

图书馆提供传统的书刊借阅服务、文献检索服

4 结语

务已无法适应当前医务人员所需。因此，医院图书

随着云数据环境的不断发展，云计算作为计算

馆建立学科馆员制度，在医院图书馆挑选网络信息

资源的底层，将支撑上层的大数据处理。医院图书

检索能力强、掌握某一学科基础专业知识、有上进

馆学科馆员不仅需要努力培养自身在图书情报专业

心、热爱学习的馆员，负责某一学科医务人员深层

方面的知识更新、信息技术的不断提升，更需要在

次跟踪服务，建立多渠道的沟通方式，及时、准确

网络数据云计算方面努力，同时在医学基础知识、

[8]

地挖掘读者的真实需求和潜在需求 。以便能快

科研专业知识背景方面也要不断进行继续教育，并

速、准确、全方位、积极主动地给临床医务人员提

在工作实践中将其所有知识结合。医院图书馆学科

供所需文献资源。

馆员既是临床学科信息的发布者与研究者，亦是临

3.5 为科研项目提供定题服务

床学科信息的导航者与服务者，和临床学科信息咨

医院图书馆学科馆员由于具有信息专业背景，

询专家与虚拟交流的组织者，应具备开阔的视野、

由其协助临床科研人员研究科研战略、科研方法具

新型知识结构、新型信息技能与创新发展的能力，

有明显优势，力求选题具有前沿性，起点高，学术

适应知识服务与图书馆发展的新需求，满足用户的

思想新，站在学科的最前沿，注重学科之间交叉渗

多元化需求[12]，为不同专业、不同类型、不同层次

透的选题。另外，要用创新的新功能和思想方法解

的临床医务人员提供最新的动态信息。

决某个老问题。学科馆员要跟踪临床科研的全过

云计算和大数据是这个时代的两大主体，云计

程，掌握课题所涉及的临床学科范围及相互关系，

算是提取大数据的前提，也是过滤无用信息的“神

弄清课题研究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据此确定检索工

器”，大数据相当于海量数据的“数据库”，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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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认识到互
联网服务方面具有领先的优势，与云计算的结合将
使大数据分析变得更简单。未来的图书馆应该努力
建成高水平高质量的信息服务中心。医院图书馆学
科馆员应在大数据与云计算结合领域深入探索，为
图书馆良性发展提供解决方案，以发挥图书馆在医
院科研工作中的促进与信息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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