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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移动参考咨询
服务模式探讨
徐慧
内蒙古工业大学图书馆，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摘要：4G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移动参考咨询服务特征主要体现在资料获取的便捷化、服务时
效的灵活化和咨询方式的多样化 3 个方面，需要从不断创新技术手段、优化配置人力资源、提升交互服
务的时效性来完善服务模式构建体系，并以移动用户检索习惯的数据分析、多功能一键导引同步资源、
资源整合的功能性提升，以及主、被动信息服务为构建策略，找到优化路径，全面实现基于用户需求的
移动参考咨询服务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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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Mode of Mobile Reference Service of Librar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4G Network Environment

XV Hui
(Library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5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4G network environment, the features of mobile reference service of librar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convenience of access to data, service flexibility and the
diversity of consulting methods. Service mode construction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from the aspects of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technological means,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enhancing the
timeliness of interactive services to improve the service model construction system. In addition, the data analysis
based on mobile user search habits, multi-function a key to guide the synchronization of resources, functional
promotion of resources integration, and setting the main and passive information services as the construction of
strategies to find the optimal path, with a purpose to fully realize user needs based on the promotion of mobile
referenc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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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model
4G 网络环境的全面覆盖，不仅提升了信息传播

天下，脱离网络环境的一切事物均会被淘汰 [1] 。在

和使用效率，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于信息的使用方

这样的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的模式需

式，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移动设备的高密度覆

要转变，结合 4G 网络环境来进行移动端的信息推

盖让信息无处不在。可以说，21 世纪是 4G 网络的

送，从而在效率、密度、广度上均有本质性的提
升，多方面、多角度满足用户的现实所需，实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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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在国外的研究和使用均已有较好的发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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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约克大学在 4G 网络环境下所实施的移动终端

过人工咨询的方式满足自身需求；还可以通过网络

接驳图书馆信息资源项目，在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

定制自身需要，解决图书馆藏还没有的信息等。诸

地位，学生在应用过程中可以随时进行信息的检

如这种多元化的咨询模式提升了高校图书馆移动参

索，深受好评。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则推出了学

考咨询服务的综合服务能力，转变了传统模式的被

科咨询服务领域内的移动 APP，尽管只有输入输出

动服务，增强了与用户之间的协作沟通，实现了基

端口，但是使用量达到了每月 30 万次以上，十分方

于用户需求的参考咨询服务。

便，提高了信息使用的效度。从上面成功的移动参

2

考咨询服务案例中，可以发现 4G 网络环境所提供

式的构建要素

4G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移动参考咨询服务模

的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效率性，同时能够将图书馆

4G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移动参考咨询服务

的功能性全面提升，真正地转变了服务模式，为用

模式需要更加完善的构建体系，其中需要技术手

[2]

户提供全新的参考咨询服务体验 。

段、人力资源配备、服务交互来支撑，才能够有效

1

地保证移动参考咨询服务模式的具体实现。

4G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移动参考咨询服务模

式的特征

2.1 技术手段的不断创新

4G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移动参考咨询服务

4G 网络环境为高校图书馆提供了良好的参考咨

模式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资料获取的便捷化、服务时

询服务环境，为信息的多元化传输提供了更多可

效的灵活化和咨询方式的多样化 3 个方面。通过对

能，因此能够在移动端提供多层次的咨询服务 [4] 。

特征的总结和分析，我们能够进一步挖掘移动参考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强有力的技术手段支撑，方

咨询服务模式的价值，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式为多层次、多渠道、多系统的移动终端，如针对

1.1 资料获取的便捷化

不同移动端和运行环境，在技术层面需要通过创新

4G 网络环境能够保证信息传输的效率，令资料

与协作来共同完成。以单一网页为例，不同移动端

获取更为便捷。传统的参考咨询服务模式，用户需

的查看、检索需要进行不同的代码开发，这样能够

要在图书馆进行资料的检索、记录和使用。而在 4G

匹配到移动端的运行环境之中，优化用户查看和检

网络环境下用户能够通过移动端实时进行资料查询

索。同时，还需要通过动态网页中的一体化 SNS 软

和使用，同时资料获取的渠道也十分丰富，内容的

件设计来保证用户的交互、沟通能够实现，这需要

可扩展性随着技术的完善而不断增加，令资料获取

在技术开发过程中进行嵌入式的代码设计，保证两

[3]

十分便捷 。4G 网络环境下的移动参考咨询服务模

者之间的关联度提高，即网页和沟通软件的融合。

式可以提供更为细化的资料获取内容，并支持多种

在 4G 网络环境下，只有通过全面的技术手段创

格式的信息文件查看方式和存储方式，如 word 、

新，才能够保证参考咨询服务模式能够满足用户所

txt、excel 等，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便捷。

需，实现整体的服务质素提升。

1.2 服务时效的灵活化

2.2 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4G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移动参考咨询服务

高校图书馆移动参考咨询服务模式尽管实现了

模式在时效性上更为灵活，在移动端的用户可以不

用户脱离图书馆的信息使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需

用考虑时间、空间因素，一旦产生参考咨询的需

要强大的人才体系支撑来保证服务模式的完善。如

求，便可以即时连通高校图书馆进行信息检索和使

技术人员、服务人员、网络信息人员、数据统计人

用。可以说 4G 网络环境提供的是更为开放的服务

员、文献检索人员、硬件管理人员等，只有在强大

模式，服务时间、服务手段也更为灵活，同时提高

的人力资源保证下，才能够有效的为用户提供良好

了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效率，降低了时间和空间成

的参考咨询服务 [5] 。在现阶段，因为用户的需求差

本，扩充了服务对象，提升了高校图书馆参考咨询

异性较大，而自动化的移动终端服务很难完成，如

服务质素。

信息定制、文献打包、学科知识服务等，很多模块

1.3 咨询方式的多元化

的支撑仍需要人力完成，同时对于人员的素质要求

4G 网络环境的高速率信息传输令咨询方式更加

也较高。因此高校图书馆需要合理配置人力资源，

的多元化，不再局限于单方面的信息查询。例如，

从而为移动参考咨询服务建立良好的软环境，满足

用户能够通过网络连通图书馆的职能工作人员，通

用户多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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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服务交互的时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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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可以选择性的进行资源的收录，在人性化服务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学科知识的研究可

的基础上实现快捷方便的信息服务。例如，英国利

谓是日新月异，而用户的需求也随之不断增长，这

物浦大学所使用的 FAQ 数据库，通过服务器端和用

就需要高校图书馆移动参考咨询服务模式能够偏重

户移动端的对接，将用户的参考咨询需求进行分析

于交互时效性的提升，从而满足不同程度的用户需

和处理，从而找到相似值较高的信息来进行推送。

[6]

求 。例如，用户需要查询某一专业领域的前沿信

而用户在反馈的信息目录中可以选择性的进行一键

息，在产生需求后会传达到图书馆，而图书馆需要

导引同步资源，这种方式能够在短时间内为用户提

在第一时间进行信息的采集、选录、整理、分析，

供最契合的信息使用方案，深受用户的推崇。

这样才能够建立基于时效的服务体系。在实际操作

3.3 图书馆资源整合的功能性提升

过程中，一些工作能够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还有

4G 网络环境令高校图书馆之间的资源整合步伐

一些需要人工操作和沟通，服务交互体系要全面的

加快，在功能性上也能够实现良好的对接。因为院

以时效性为主，为高校图书馆移动参考咨询服务模

校之间的文献数据库和偏好有着一定的差异，但是

式的构建提供助力。

用户的需求却种类繁多，因此需要通过图书馆资源

3

整合来建立更好的参考咨询服务。具体来看，多家

4G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移动参考咨询服务模

式的构建策略

高校图书馆的资源整合和服务协作能够有效地解决

4G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移动参考咨询服务

不同用户的咨询问题，这种合作化的参考咨询服务

模式应从策略层面研究，从而找到优化路径，才能

模式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例如，2000 年美国国会

够全面的实现。通过移动用户检索习惯的数据分

图书馆就启动了“合作数字参考咨询计划”，在后

析、多功能一键导引同步资源、资源整合的功能性

续的不断发展中，高校图书馆也加入了其中，建立

提升和主、被动信息服务来构建完整的移动参考咨

了良好的学术氛围。而现阶段我国的图书馆资源整

询服务模式，可以实现基于用户需求的服务提升。

合也在不断推进，大多是根据地域性来进行合作。

3.1 移动用户检索习惯的数据分析

如芜湖地区高校图书馆的资源整合案例较好，其中

移动用户的访问终端需要建立数据集合的功

包含了安徽师范大学、皖南医学院、芜湖信息技术

能，来进行用户检索习惯的数据分析，根据同类用

职业学院等多所高校，实现了大数据整合下高质、

户的检索习惯和规律进行参考咨询服务优化。例如

高效的参考咨询服务。

建筑类最新的材料使用研究、结构研究等，通过数

3.4 主、被动信息服务的全面推广

据分析这类用户的检索习惯来进行跟踪服务，同时

传统的高校图书馆移动参考咨询服务是被动

在文献收录过程中可以有针对性的缩小范围，也可

的，而在 4G 网络环境下的高校图书馆移动参考咨

以进行目录的制作以方便移动用户的下一次使用。

询服务模式则进行了优化和更新，可使信息服务逐

在 4G 网络环境下用户能够实时的和图书馆进行信

步转向主动和可控。具体来看，通过高速的 4G 网

息交互，图书馆会根据大的用户类别来进行信息的

络环境，客户在移动端能够即时的定制不同类别的

提呈，这样能够有效地为客户进行精准检索，节省

信息，根据多种技术手段来选择信息的反馈渠道，

大量的时间。通过对移动用户检索习惯的数据分

例如邮箱、手机 APP、实时通信软件等，还可以设

析，能够有效地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移动参考咨询服

置短信提醒，实现了主、被动信息服务的功能性转

务，在不断优化的跟踪服务下，能够完善高校图书

换，这种参考咨询服务模式为用户建立了专属的私

馆移动参考咨询服务模式，同时也满足了差异化的

人信息服务，有效地帮助用户实现了多线程信息获

用户需求，实现和用户的共同发展。

取方式，满足了用户需求。

3.2 多功能一键导引同步资源的实现

4 结语

4G 网络环境下的高速信息传送促进了高校图书

4G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移动参考咨询服务

馆移动参考咨询服务效能的提高，为了服务模式更

模式的构建应基于用户需求来完成，从软硬件环境

为简单、快捷，在设计过程中基于用户检索习惯，

入手，通过技术手段的不断创新、人力资源的优化

可以设计多功能一键导引同步资源，这样用户能够

配置、服务交互的时效提升来为其发展创设良好的

在大的类别和需求确定的情况下打包下载信息，同

条件，进而通过 4G 网络来不断优化服务模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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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用户需求服务系统研究
雷天锋
河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文章分析了图书馆用户需求服务系统目前存在的问题，对用户需求的开发能力、获取能力和
实现能力等因素进行了讨论，提出图书馆用户服务的优化机制，并从增值性、智能性、个性化 3 个方面
提出对未来图书馆用户需求服务系统的建设思路。
关键词：图书馆；用户需求；服务系统；研究
中图分类号：G2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07(2017)01-0050-04

Research on Library User Demand Service System

LEI Tian-feng
(Library of He'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current existing problems in library user demand service system,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ability, acquirement ability and realization ability of user demand, proposed the
optimization mechanism of library user service, and put forward to ideas on construction of the future library
users demand service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accretion, intelligence, and personalization.
Key words: library; user demand; service system; research
长期以来，用户需求问题是图书馆研究领域的

务加以重视，各种学界的论文不断涌现，以用户需

关键内容。在长期的以文献资源为中心的理念影响

求为导向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可以说图书馆用户需

下，图书馆的本位思想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学术界

求服务的研究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与技术界对这个大环境投注了太多的热情，以为解

1 图书馆用户需求服务系统存在的问题

决了技术问题就可以解决图书馆所有的问题，图书

第一，图书馆与用户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

馆的工作重心一直都放在技术的开发建设上，对于

刻的变化，用户的需求也表露出了新的特点，这些

用户的需求服务并没有真正的落到实处。随着图书

都对图书馆的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图书

馆外部市场环境的变革，图书馆开始对用户需求服

馆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缺乏清醒的认识：首先，图书
馆的服务与用户需求之间并没有紧密有效的结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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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其次，图书馆服务成为一种无足轻重的摆设

足多元化的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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