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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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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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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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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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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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从而造成用户大量的流失现象，图书馆应该将

服务系统来说确是一项日常性的基本工作。图书馆

自己的服务意识真正嵌入到用户信息当中；再次，

要对用户需求的现状和发展进行评判，根据日常监

图书馆要摒除传统思想的限制，将用户的需求摆在

测的数据安排用户需求开发的内容和方向。这项工

第一位，切实从用户的需求出发开展各项工作，从

作对于图书馆和用户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它既是用

[1]

消极的工作变为主动的服务 ；最后，要想正确处

户发展的保障又对图书馆有提升作用。图书馆要从

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将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转换

用户的角度衡量需求是否进行开发，对用户的学

成共生共存的关系。

识、科研能力进行评估 [3] 。总之，要运用各种学科

第二，图书馆用户需求服务系统中，常常会出

方法，有效引导图书馆用户需求的产生，保证在信

现浪费、污染等不合理现象。所谓浪费现象，就是

息活动过程中图书馆用户能够源源不断的产生各种

指对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利用率不高，文献资源的结

需求的能力。

构不合理、文献资源购置过程中需求导向性不高，

2.2 用户需求的获取能力

这些都会导致服务对需求之间的差异性，从而造成

图书馆用户需求服务系统中潜藏着大量的用户

人力、资金、信息资源上的浪费。所谓污染现象，

需求信息，它们主要呈现出数量多、种类多、时效

是指图书馆在提供知识信息服务的过程中造成一定

性强的特点。获取这些用户需求对于图书馆来说有

范围与程度上的不良现象。例如，给用户无意中提

多种渠道，但仍然存在一定困难。比如，在获取用

供包含计算机病毒的文件，给用户提供部分没有参

户需求的过程中如何将噪音和干扰性降低到最小，如

考价值的信息。

何合理利用获取途径，这些都是图书馆需要予以重

第三，图书馆用户需求服务系统普遍存在反应

视的问题。用户需求的获取过程是用户需求到图书

迟钝现象，也就是不能快速对用户需求的变化进行

馆的过程，这些都来自于用户头脑中的意念。所以

感知，有时即便是感知到了用户需求的变化，服务

集合在图书馆服务的传递上，需要有一个健康的导

仍无法适应需求，这可能是由于人员与资金的限

向，要杜绝不良用户需求信息的传递 [4] 。目前，图

制。在这点上，图书馆对自身的调整并不明显，因

书馆对于用户需求的获取，主要依靠人工与计算机

为构成用户需求服务的基本要素并未发生改变，服

自动获取这两种方式。前者主要是图书馆管理员和

[2]

务的质量也不可能有明显的提高 。长此以往，图

用户直接进行交谈，通过邮箱、表格、咨询等途径

书馆的用户服务系统会脱离了用户、脱离了时代，

来获取用户的需求。后者是在计算机网络基础上通

最后也只能门可罗雀、无人问津了。

过图书馆的服务平台对用户的信息行为进行分析截

第四，用户需求具有连续上升的特点，针对用

获。前者虽然比较传统，但是十分可靠。后者在快

户需求的这一特征提升图书馆服务系统的持续性是

速获取用户需求方面具有广阔的前景。图书馆在用

图书馆迫在眉睫的问题。不重视对用户需求的开

户需求服务系统运行的过程中，要综合运用这 2 种

发，对用户需求系统的维护效率低、服务效果差是

获取方式，不断提高用户需求的获取能力。

大部分图书馆都存在的问题，这些都会对用户需求

2.3 用户需求的实现能力

的开发造成一定的制约性，必然会造成用户需求外

通常情况下，用户需求的实现能力就是图书馆

溢到其他图书馆，或者是用户的永久转移，不利于

完成用户交予任务的能力。从广义上看它应该包括

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图书馆的持续性是将用户囊

图书馆具备的对用户需求服务关联的所有能力。从

括在内的，他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狭义上理解它只是限于为用户服务的某个时期，也

2 图书馆用户需求服务系统的影响因素

就是说图书馆在获取用户需求信息之后，及时将用

2.1 用户需求的开发能力

户需求变成可见的资源与信息，达到用户的心理预

图书馆用户需求服务系统的正常运行，在客观

期，从而体现服务用户需求的能力。图书馆用户需

上必须获得一个基准数量的用户需求，这样才能在

求服务系统中，用户需求实现能力应该是能够确保

用户受益的基础上使图书馆的事业蒸蒸日上。为了

系统持续健康发展的，不断地将用户需求转换成实

确保图书馆用户需求的基准数量，必须对图书馆的

在的信息资源，也就是进行知识的不断再生产与创

用户需求进行合理开发。理论上说，用户需求开发

新，以此达到系统永不停歇的持续动力。总的来

是图书馆服务工作中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但作为

说，可以从 2 个方面对用户需求的实现能力进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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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首先就是转换能力，也就是服务系统能够将用

单元，从而实现信息的增值，使之成为专门化的知

户需求转换为图书馆的知识提供与开发；第二就是

识 [6] 。未来，图书馆可以引入垂直门户信息的服务

需求与知识的结合能力。

方式，开启纵向的增值性服务。垂直门户信息方式

3 图书馆用户需求服务系统的优化机制

具体是相对水平门户而言的，也就是除了基本的信

3.1 用户需求环境是图书馆赖以存在的基础

息检索、传递、交流功能外，还应该将专业性与系

图书馆应该结合自身用户需求服务系统的实

统性的深入服务添加进来，比如考试、职称、名医

际，给用户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样才能保证用

信息网等。开展垂直性服务对于图书馆网站来说是

户需求能够及时有效的得到满足。首先，对于不同

完全可行的。对于专业化的科研用户，他们所有的

形式的用户的环境需求予以满足，图书馆需要提高

需求信息都贯穿在整个科研活动当中，在课题的选

其服务系统的外部环境。在进行环境优化时，对于

择、确定、进展等一系列过程中，他们需要搜集相

用户明确提出的要求和尚未清晰表达出来但客观上

关的科研信息和所处的科研环境，这些问题用户可

已经存在的环境要求都需要进行参考，因为有些用

能自身并不清楚，这就需要图书馆对各种信息来源

户需求图书馆一直比较欠缺，老用户有些麻木，新

渠道进行分析，为用户提供专业领域现状的综述与

用户的积极性又没有调动起来。其次，对用户不同

未来发展方向的信息。建立专门化的数据库或是相

层次需求的环境需要予以满足，用户的需求总是从

链接的专门网页，为用户提供系统性、精品化的信

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过程进行过度的，不管用户需求

息资源。

处在哪一个层次上都会对环境提出自己的要求，也

4.2 智能性

就是用户的需求需要与一定的环境相适应。当环境
[5]

图书馆用户服务系统智能性的高低是与传统图

适应了用户的需求，用户需求就会递增发展 。比

书馆的重要区别。计算机技术具有很强的渗透性，

如，图书馆很多的用户都希望图书馆的服务能够积

它对所应用的领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图书馆也

极融入社会信息活动中，但是图书馆却只能满足借

不例外。计算机技术的引用减轻管理人员的劳动强

阅的环境，很显然就会造成用户需求的停滞。

度之外，还促进了图书馆服务的发展。图书馆用户

3.2 用户需求信息的兼容性

需求在新时代下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性。为了更好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已经发生了变

地为用户提供服务，图书馆服务系统应该提高自身

化，这是因为用户需求发生了改变。信息成为一种

的智能功能，便于用户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取信息。

资源在社会上取得了基础性的战略地位。图书馆在

当然用户不是计算机专家，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要

强烈的信息革命的冲击下，工作方式会发生改变，

掌握这些复杂的程序，所以新环境下图书馆用户服

图书馆为用户提供的文献信息服务就直接投入到社

务系统要朝着智能化、简单化的方向发展 [7] 。数字

会生产领域，与市场经济的体系融为一体。于是，

地图服务是目前最新兴起的一种用户信息服务项

图书馆就要增添了一种新的商务型社会信息服务职

目，它具有极高的智能性，这项应用在我国的一些

能。作为图书馆的基本社会属性公益性具有长期、

商业机构中已经开展起来，与传统的地图的共通之

稳定的特点，这是与其他信息服务系统机构主要的

处在于能够查询相关信息，但数字地图在功能上要

性质区别。图书馆的用户服务系统中，要将公益性

强大很多，查阅的速度、内容、方法都有了很明显

的性质体现出来，片面地强调任何一种属性都会否

的提升。用户只需要轻轻点动鼠标，就可以漫步在

定图书馆的这一职能。未来，图书馆的服务要结合

图书馆的虚拟环境中，随时搜索自己想要阅览的书

公益与商务这两项基本原则。图书馆的用户需求服

籍，一旦用户锁定了书架上的目标，只需要点动一

务系统既要讲究投入和产出，还要以最快的时间展

下，书就会自动打开并可翻页阅读，同时伴有的咨

现最佳的服务效果。

询功能更是能够随时回答用户的提问[8]。

4 图书馆用户需求服务系统的建设思路

4.3 个性化

4.1 增值性

图书馆的个性化定制服务包括资源、界面、服

新时代环境下，图书馆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信息

务三大类，内容十分丰富。图书馆未来用户服务工

传播的发出者，更重要的是能够对信息进行更深层

作的中心就是用户，网络环境下更是要将用户作为

次的加工，以文献为基本单元逐步深化到以知识为

服务系统的根本归宿。用户在自主服务系统中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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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导地位，要发挥用户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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