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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数字图书馆科研社区知识库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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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带动了高校数字图书馆科研社区知识库的构建。构建科研社区知识
库，可以实现数字科研环境下的学术交流与知识共享，促进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和共享，推进科学研究与
知识创造。科研社区知识库的构建需要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搭建数字化科研平台；探索新的服务模式，
倡导个性化服务内涵；提高员工自身素质，培养专业化技术人才；拓宽资源收集渠道，提供多样化信息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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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Base of Research Community of Digital Libraries in Colleges and
Unib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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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jian Water Conservancy and Electric Power, Career Technical College, Yong'an Fujian 366000,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base
of research community of digital librar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base of
research community can realize academic exchange and knowledge sharing in digital scientific research
environment, promote the implicity and sharing of explicit knowledge, and enhanc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knowledge cre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base of research community needs to use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uild digital research platform; explore new service model and advocate
personalized service conten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and cultivate specialized technical personnel;
broaden the channels of resource collection and provide diversified informatio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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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变革，高校数字图书馆工作

来出现的科研社区知识库给用户提供了新的交流形

被重点关注。高校图书馆用户主要为学生和教师，

式，对传统的学术交流方式影响较大。科研社区知

是一个数量庞大、相对稳定的群体，这种特征有利

识库给数字科研环境下人们的学术探讨与知识共享

于网络科研社区知识库的构建。科研社区是一种新

活动起到支撑作用。

型网络人际关系，高校数字图书馆能给用户搭建基

1.1 实现数字科研环境中的学术交流与知识共享

于社交网络的科研社区知识库，借此提供便捷、灵

以图书和报刊等形式进行学术交流的传统传播

活、参与度高的平台。

方式已经跟不上信息时代学术交流的步伐。在数字

1 高校数字图书馆科研社区知识库构建意义

科研环境中，学术交流方式日益增多，多样化的学

在数字科研环境中，以出版物为主的传统的知

术交流定会产生更多的学术资源。科研社区知识库

识交流体系已经满足不了用户对资源的需求，近年

是解决这种问题的最佳途径，它把科研活动中的产
品有效组织、管理，为资源使用者提供了一条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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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数字文献资源所占馆藏数字资源总数的比例很

灵活性和扩展性[2]。

少，而这些数字文献资源中学位论文占一大部分；

2.2 专业的人才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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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用户收集资源的方式增多，科研人员获

专业的人才配备是数字图书馆科研社区知识库

取最新信息的途径中，期刊论文已经让位于 Web、

成功建设的根本保证。科研社区知识库的建设需要

预印本与会议论文，排在第三位，这表明传统的学

有专门的技术人才完成数字资源的组织与管理、系

[1]

术交流方式渠道在科研活动中的作用在弱化 。

统的建设与维护、平台的运行与维护等相关工作。

1.2 促进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和共享

因此，数字图书馆馆员除了要具备传统的业务能

在数字科研环境下，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愿意

力，还应该具备数字化信息资源的收集和组织、整

在互联网上展示个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经验总结

合和管理、为用户提供数字化服务的专业能力。

等，与同行探讨、分享，这在一定程度上对隐性知

2.3 优质的服务团队

识的显性化具有积极作用，但缺少一定的安全保

构建科研社区知识库还需要组织服务团队，组

障，很难被公众知晓并运用。科研社区知识库可以

建包括图书馆员和科研人员在内的顾问小组，宣传

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它吸收了一些不能够正式出

推广科研社区知识库等。目前国外高校数字图书馆

版发行的知识资源，如经验总结、思想交流等，当

科研社区知识库的构建是以图书馆馆长或主管技

这些知识资源有了可引进、流通的平台后，便可激

术、资源的副馆长负责整项工作，数字图书馆馆员

发科研人员继续学习、分享的动力，使隐性知识得

作为高校知识资源的管理者，对资源进行组织、整

到显性化。而科研社区知识库系统良好的储存与查

合、管理。如果缺少人员，也可以配备学生助理，

询功能，也使这些资源可以长时间的保存且被利

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让学生助理参与到用户服务

用。

中，且得到了不错的效果[3]。

1.3 推进科学研究与知识创造

2.4 丰富的信息资源

学科与专题知识库按照学科或专题组织资源，

数字图书馆科研社区知识库的资源通过用户的

使用户检索时更加便捷，因而得到认可。但是完全

交流、分享和利用等活动体现其价值，资源与用户

按照学科分类知识资源，会影响其中隐含的学科间

之间紧密关联。⑴用户与用户间的关联关系：在数

的联系。学科或专题知识库因为它所关注学科的限

字图书馆科研社区中，通过用户间的学术交流、探

制而没有办法涵盖全部的研究范围，而高校数字图

讨等互动行为的共同作用，构成用户间相应的联

书馆科研社区知识库打破了这种界限，它囊括了高

系，使用户间的交流更加有效、便捷。⑵用户与资

校自身所研究的各个知识领域。数字图书馆科研社

源间的关联关系：通过用户的知识交流、讨论和利

区知识库可以显示出一所学校的科研情况，表明各

用等行为，使得资源与用户间形成紧密的联系；⑶

研究间的相互关系，可以与学科、专题知识库相互

资源与资源间的关联关系：通过用户的交互、分

取长补短，促进学术研究与资源共享。

享、利用等行为，使数字图书馆科研社区中的资源

2 高校数字图书馆科研社区知识库构建要素

进行再组织，产生相应的联系 [4] 。总之，高校数字

近年来，知识库发展势头迅猛，高校数字图书

图书馆在建设科研社区知识库的过程中，要充分利

馆构建科研社区知识库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对知识

用其在学术科研信息资源采集方面的优势，合理收

交流与探讨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

集开放知识资源和高校内部学术科研成果，使数字

2.1 适用的软件平台

图书馆资源类型更加丰富、资源结构更加完善，以

科学、适用、个性化的软件平台是高校数字图
书馆科研社区知识库可以顺利发展的技术基础。目

此来充实科研社区知识库建设的知识资源内容。
3 高校数字图书馆科研社区知识库构建策略

前，科研社区知识库所用的开发软件主要是开源软

在信息爆炸的环境下，高校数字图书馆引入社

件。其中最常用软件有 Dspace、Eprints、Bepress 等

交网络是大势所趋，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使用

30 多种，这些软件由于设计原则和应用目标的差

户与图书馆的关系更加密切，实现高校数字图书馆

别，各具特色。如 Dspace 侧重于以摄取为基础的内

的可持续发展。

容管理与提交；Eprints 是一种简单灵活的软件系

3.1 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搭建数字化科研平台

统，并拥有广泛的用户群；Bepress 具有很强的系统

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科研社区知识库运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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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⑴提出需求的资源类型，制定资源提交策略，

多，与多门语言、各个学科都有关联，对于用户的

确定提交者的责任范围，以鼓励科研人员积极提交

需求，馆员须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和较强的专业能

资源；⑵要实现科研社区知识库的可持续发展，就

力，了解各学科的基本知识及各学科间的相互关

必须确保资源信息的完整与正确，为后期的管理、

联，熟练掌握相关信息技术，以便顺利进行信息处

宣传、推广活动打好基础；提供自动收集个人成果

理工作，准确、快捷地为用户提供各类数据、信息

的服务，高校数字图书馆管理者要把知识库所面临

等服务。

的危险降到最小范围，做好用户研究成果收集与确

3.4 拓宽资源收集渠道，提供多样化信息资源

认工作，核实准确后进行数据输入；⑶采用自存储

对于我国高校数字图书馆来说，资源建设是构

为主、代存储为辅的储存模式，使数字信息资源得

建科研社区知识库的重要因素之一。科研社区知识

到长期的妥善保存；需要一个有效的、完善的反馈

库应该能够全面、持续、系统地采集各类型的信息

系统，对科研社区知识库平台进行定期的检查与维

资源，并对这些资源进行科学分类、准确标引、安

护，做好数据资源的备份工作。

全存储和科学管理，以便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信息

3.2 探索新的服务模式，倡导个性化服务内涵

资源服务。因此，高校数字图书馆应充分挖掘自身

对于某些具有特定需求的读者或用户，数字图

的资源优势，结合高校教学和科研活动，发展科研

书馆科研社区知识库应该通过拓展服务功能来满足

社区知识库。

用户的需求。如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开展基于订阅、

4 结语

推荐或与阅读有关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可以对

社交网络环境下，高校数字图书馆科研社区知

作者开放个人主页的内容扩展功能，以方便新的学

识库构建的研究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应进一步开

术科研成果的提交；通过学科社区等形式聚集有关

展深化与拓展研究，真正提高高校数字图书馆的实

领域人员进行学术交流等。此外，不同的科研社区

际服务水平，应成为图书馆数字化研究未来的发展

知识库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提供个性化的服

方向与目标。

务功能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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