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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
学科服务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王斌
内蒙古工业大学图书馆，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摘要：文章介绍了“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开展学科服务的重要意义，明确了“双一流”
建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的 3 个要素即服务对象、服务主体、服务手段，详细分析了“双一流”
建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的现状，并从调动院系师生积极性、调整学科服务定位、实现学科服务
细致化、着力学科文献资源建设 4 个方面阐明了“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模式的创新
与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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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 Service Model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First Class” Construction
WANG Bin
(Library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hhot 010051,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the significance of discipline services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First Class” construction, defined the three elements of discipline
services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First Class” construction:
discipline object, discipline main body, and discipline means, conducted a detailed analysis on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discipline services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First
Class” construction, and elaborated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s of discipline service mod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First Class” construction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mobilizing enthusiasm of students and
faculties, adjusting the orientation of discipline services, realizing the detailed discipline services, and focusing
on the discipline literature resources construction.
Key words: “Double-First Class” construction; first-class university; first-class subjects;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iscipline service model
学科服务的开展是高校图书馆在传统的基本服

当前阶段来说，高校图书馆在学科服务的过程中还

务的基础上进行不断深化和拓展的结果，能极大地

存在各种的发展和创新的障碍，本文正是立足于

提升高校的服务能力，发挥其文献保障的职能。在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的具体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服务工作的发展和创

现状，提出了一些发展和创新的策略。

新成为了高校及高校图书馆发展的必经之路，但就

1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的意义
“双一流”建设方案的提出，旨在为我国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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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时说过，“学科建设是创建一流大学的关键。

最终科研服务要落实在服务责任上，图书馆建立考

没有任何一所高校的所有学科都是一流学科，而一

核机制，对学科管理的服务能力和服务项目进行量

[1]

流高校必定在某些学科上达到了一流的水平” 。

化考核，将学科馆员的日常服务记录、反馈评价等

一直以来，高校图书馆在学校教育、科研项目等方

换算成可量化的数据，计入馆员的绩效考核中，从

面都承担着重要的责任，而在“双一流”建设背景

而有效落实学科服务的责任。此外，要保证学科馆

下，高校的学科建设也给图书馆提出了学科服务方

员人员的充足，保证责任的细化和责任到人。

面的要求。高校图书馆开展学科服务并不断进行发

2.3 服务手段——线上“嵌入式”服务

展和创新，能让其更加符合社会进步的脚步和时代

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一流

发展的需求。教学环境的不断变化和用户对于图书

学科的建设，在学科服务的手段上要有突破和创

馆更为深化的服务的渴求，都是驱使其开展学科服

新，重视服务模式的顶层设计。“嵌入式”服务理

务的客观动力。此外，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

念是目前最有效的服务手段，主要是线上服务，学

高校对于专业的划分有了更为细化的标准，图书馆

科馆员进行“嵌入式”服务系统的建设。资源获取

应深化开展学科服务，为用户提供更为个性化的服

时，学科导航能实现文献指引，但对于专业性极强

[2]

务，以推进高校一流专业的建设 。

的科研项目来说，更为深层的专业文献的诉求才是

2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的要素

其真正所需。“嵌入式”系统工具除了要考虑到系

随着“双一流”政策的落实，高校图书馆要对

统的便捷性外，还要更多的为科研人员的服务逻辑

学科服务的要素即服务对象、服务主体、服务手段

考虑，一方面要便于学科馆员进行各类信息的收集

有准确的认识，才能更好地为“双一流”建设服务。

和录入，另一方面也要方便科研人员在系统中主动

2.1 服务对象——科研人员

获取信息，并建设个人交流主页，供科研人员进行学

一流学科的评价标准主要集中在教育发展水

术交流。不仅在线下成立科研协作小组，同时在与

平、学科核心竞争力、一流师资队伍、科学研究水

之对应的“嵌入式”服务系统中也要成立科研小

平 4 个方面，其中科学研究水平是关键，其主要取

组，使科研人员及学科馆员能实时获取科研进度的

决于科研成果，科研人员通过不断地吸纳专业先进

信息，以及时调整服务的方向和文献的类型和深

的知识，并将其应用在科学研究中，最终以科研成

度，推进科研项目的推进和高校一流学科的建设。

[3]

果体现其研究价值 。在此过程中，高校图书馆要

3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现状

积极开展学科服务，本着以人文本的服务宗旨，以

学科服务的概念在国外很早就被提出，而在我

科研人员为服务对象，服务于其科研项目。只有保

国，1988 年才由清华大学提出，由此开启了学科服

证高校图书馆有效地开展学科服务，牢牢地与科研

务的新纪元。随之而来的是“985”“211”院校开

项目结合在一起，才能推动科研项目的进展，提升

始进行图书馆的学科服务。在“双一流”建设背景

高校学生的科研能力，最终实现一流学科的建设。

之下，大批的普通高校也开始开展学科服务，由于

2.2 服务主体——学科馆员

没有结合本校的具体实际，大部分高校的学科服务

大部分高校图书馆仍把用户的信息需求当作主

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暴露出一些问题（见表 1）。

要的服务方向，图书馆推广活动也是以馆内的文献

表 1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现状

资源和基础服务为主。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

项目

特点

加深馆员的学科服务项目极其必要，而建立高校一

开展程度

低

流学科的首要步骤就是积极拓展图书馆基础服务，
以现有的学科服务为基础进行更深更广的挖掘，充

服务内容

少

馆员素质

低

在学科建设、学科信息收集、科研进度追踪方面投
[4]

未从本校的具体情况

后果
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出发，盲目跟风

分体现出学科服务的价值。学科馆员是高校学科服
务的主体，要积极与各院系的科研人员进行沟通，

原因

未对“双一流”建设

深度不够，不能适应“双一

目标深入了解

流”的建设要求

馆员数量少，门槛

专业知识背景少，服务能力

低，水平参差不齐

差

入一定的精力 。在学科服务的深度上，除了提供

服务积极性

差

受传统观念影响大

用户不了解学科服务的内容

基本的文献资源服务外，更要深入到科研项目中，

重视程度

低

作为教辅部门，地位

得到的资源有限，限制了其

较低

发展

将科研结构进行有效细化，提供更为精细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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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的培养过程中，要紧扣用户的需求开展教学，
对于低年级的用户，在信息素养方面基本没有了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

解，对高校内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及服务范围也没有

被作为是深化图书馆服务，实现高校一流学科建设

具体的概念，在进行信息素养的培训时，可以对高

的有效路径，虽已在很多的高校内取得了巨大的成

校图书馆的历史、建设和发展，图书馆的楼层分

效，但需要不断的发展和创新，以更加适应“双一

布、馆藏资源的类别及数目，以及数字信息的检索

流”的学科服务要求。

进行介绍，让其对图书馆有基本的了解，为高年级

4.1 调动院系师生积极性，传递专业学术经验

时更深层的信息素养的培养打下基础。而对于专业

要更好的开展学科服务，用户的培训是第一步

知识学习较为深入的高年级和研究生用户来说，在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有效的用户培训能起到事半功

信息素养培训时要侧重于对各种检索方法、检索软

倍的效果。现阶段，高校图书馆内的用户培训多由

件和检索语言进行介绍，使其能有效地提高馆藏资

馆员承担，不同专业的学科服务用户培训由相同的

源及数字资源的利用率。

馆员讲授，而馆员在讲解之前，对不同专业的知识

4.4 着力学科文献资源建设，保障学科服务持续发展

只是泛泛了解，这无疑会存在很多欠缺，在服务中

学科文献资源建设是学科发展赖以生存发展、

也会存在很多的专业问题。此外，馆员还承担着基

保障高校科研工作的基础，同时也极大的影响着高

本服务的责任，往往不能花费太多的精力在学科服

校图书馆的发展进程。每个高校都有其发展的历史

务的用户培训上。针对这个问题，高校可以有效地

轨迹，在其长期的发展历程中都会形成具有高校特

利用高校内的专业资源，请各相关专业的教师及专

色的学科，也就是所说的重点学科。“双一流”建

业知识掌握较好的学生作为讲师开展学科服务用户

设背景下，要在学科文献资源建设方面有所取舍，

培训，有效分配专业资源，减轻图书馆馆员的负

在高校重点学科的文献资源建设上有所侧重，全

担，传递专业学术经验。

面、深入地进行重点学科文献的挑选，进行文献的

4.2 结合高校图书馆现状，调整学科服务定位

采访时要对重点学科的文献格外的重视，请专业人

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本校师生。高校

士协助文献的筛选和采购，保证学科文献的质量和

学科建设的方向决定了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方向。譬

数量，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学科服务的持续发展。

如上海海事大学，海事专业是高校的重点学科，其

5 小结

图书馆在海事专业方面，无论是馆藏的纸质文献，

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对于院校一流学科的建设

还是中英文电子文献，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占据了绝

至关重要，以高校图书馆为学科服务的基地，以创

对优势。学科服务的定位在充分考虑到院校的重点

新学科服务模式为发展道路，创新和发展学科服务

学科外，还要了解专业最新的科研方向，并紧跟科

的模式，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学

研的进度，实时与科研人员交流，了解其在科研方

科服务不断向更深、更细、更精的方向发展。

面最切实的需求，及时满足其服务的需求。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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