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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信息主体、信息以及信息环境 3 个方面对数字图书馆的信息生态结构与功能进行了简
要阐述，从应用平台和服务载体论述了信息生态视阈下数字图书馆信息协同服务模式的构建，最后提出
两大优化措施，即平衡结构关系、清晰构建层次，和强化运行能力、实现自我调节，以及三大保障机
制，即提升信息主体素质、改善信息资源配置和优化信息环境现状，以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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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formation Synergy Service Model of Digital Libr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Ecology
XUE Pei-wei
(Huian County Library of Fujian Province, Huian 3621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briefly described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information ecosystem of digital
librarie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main body of the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 of
information, discussed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synergy service model of digital libraries from the aspects
of application platform and service carriers,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the two measures of “balance structure
relationship, clear construction level” and “strengthen the operation ability, realize self-adjustment, and three
security mechanism of “enhance the quality of main body of information”, “improve the alloca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optimize current environment of information” for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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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信息协同服务是数字图书馆顺应时

需求为行为目的而形成的一种均衡动态系统。信息

代发展，以用户需求为导向而推出的一种创新性的

生态的重要构成要素是信息主体、信息以及信息环

信息服务模式。国外主要针对馆际联盟及与其他不

境，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信息主体活动、信息优化

同机构的协作开展此项研究，具体包含数字资源的

配置、信息流动途径、信息内外部环境等，最终目

共享共建、信息服务的精准化、数字素养教育的普

的是构建动态均衡、协调稳固的信息生态系统。依

及等；国内研究起步较晚，其研究重点在于馆藏资

据信息生态的基本定义，数字图书馆作为公共信息

源的整合优化、存储应用、共享创新和信息服务的

资源中心的主要构成之一，是信息主体与信息之间

[1]

个性化等 。本文尝试把信息生态理论引入数字图

开展交互行为的主要纽带，通过数字图书馆信息协

书馆信息协同服务中，促使其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作

同共享，实现数字图书馆各个要素之间的紧密关

用，以推动数字图书馆健康、持续发展。

联，所以数字图书馆也是一个由信息主体、信息以

1 数字图书馆信息生态结构与功能

及信息环境构成的均衡动态系统，各要素都履行其

信息生态是指信息主体身处一定信息空间，以
信息资源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依托、以满足信息

特定职责。
1.1 信息主体
信息主体实质上指的就是人，人是数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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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生态系统中不能缺少的重要因素，信息生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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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与发展都与人息息相关，人检索、加工、应

息资源的检索、应用、传播以及共享等）。数字图

用、共享信息，人的信息活动对信息环境起影响作

书馆信息生态在内外部信息环境的共同作用和影响

用。信息行为与信息决策能够由人依据信息环境的

下，维持着均衡、有效的运行[4]。

改变而进行适当调节，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信息

2

主体主要包括信息的生产者、传递者及消费者。⑴

构建解析

信息生态视阈下数字图书馆信息协同服务模式的

信息生产者：包括图书出版商、数据库供应商、文

信息生态作为一种均衡动态系统，要求数字图

献信息作者、网络信息生产者、图书馆员、用户，

书馆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重新调整信息协同服务

主要负责采集各种各样原始信息资源，在优化整合

理念定位，挖掘服务潜力，拓展服务范围。信息时

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最终实现信息资源的分门别

代要求信息协同服务理念必须跟随时代潮流，打破因

类。⑵信息传递者：指图书馆员，主要负责把信息

循守旧、故步自封甚至井蛙之见的旧常态，树立主动

资源传递给信息消费者并接受其反馈，把反馈信息

积极、改革创新、公平竞争的服务理念，在信息协同

传递给有关信息生产者。⑶信息消费者：指用户，

服务过程中找好重点、突破难点、创造亮点。

[2]

主要负责信息资源的消费以及情况反馈 。可以看

2.1 应用平台

出，信息生产者、信息传递者和信息消费者构成了

信息生态视阈下数字图书馆信息协同服务模式

数字图书馆信息协同服务生态链。其中，信息主体

中的应用平台主要由两部分构成：⑴网络平台，由

大多承担多种角色，行为也较为复杂，具备明显的

互联网、通信网络构成。通过网络平台，不仅可以

交互特征，例如，馆员分别承担着信息生产者和信

加强数字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之间的联系，还能够

息传递者的角色，用户分别承担着信息生产者和信

为数字图书馆向用户提供信息服务，收集用户的服

息消费者的角色。

务反馈，同时也为用户与用户、用户与馆员之间的

1.2 信息

交互行为构建交流平台。网络平台的主要职能是保

信息作为数字图书馆信息生态基本构成要素，

障数字图书馆内外信息交流方便快捷，强化信息主

主要是指整个信息服务过程中的各种信息资源，包

体之间的合作力度，进一步提升信息协同服务水

括传统馆藏资源数字化、类型各异的数据库（专题

平，进而深挖信息资源应用价值 [5] 。⑵信息共享平

资源数据库和商业化数据库）以及网络信息资源

台，主要是把不同的数字图书馆的内部信息资源整

等。在数字图书馆信息生态中，信息资源通过有效

合优化、协同管理和合作共享，每一个参与其中的

流动实现了信息的流转和增值，促进了信息生态各

数字图书馆无须重新建设新的数据库，自然也无须

要素的紧密关联，形成合理的信息生态循环。也正

增加技术人员来维护系统安全，大大减少了服务成

是因为信息流动，让信息得以从某一节点流动至另

本。这些数字图书馆还能够通过信息共享平台获取

[3]

一节点，信息生态才得以产生和发展 。因此，数

准确、有效的信息资源，进一步弥补馆内信息资源

字图书馆信息生态链中的信息采取信息流这一形

的不足。信息共享平台的构建，有效促进了数字图

式，在各种信息主体中开展信息传播，促使信息主

书馆之间信息资源的交流与共享，在一定程度上解

体之间建立特定关联，实现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的

决了本馆信息闭塞、信息孤岛与信息超载等问题，

应用和共享，进一步提升了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的

进一步促进数字图书馆生态系统稳步发展。

能力和水平。

2.2 服务载体

1.3 信息环境

上文提及的网络平台和信息共享平台也可以归

信息环境作为信息生态的场所和影响因素的总

为数字图书馆信息协同服务载体中的一部分。除此

和，主要包含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大部分。⑴内

之外，在开展协同服务过程中，保障数字图书馆、

部因素主要是指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等因素，

馆员以及用户之间交互行为的信息载体，也可以作

它们直接影响着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的体系架构、

为协同服务的服务载体加以关注。如图书馆员与用

资源建设模式以及服务模式，它们是数字图书馆信

户之间的交流，不仅能够通过网络平台和信息共享

息服务的基础。⑵外部因素主要是指信息文化、信

平台得以顺利进行，还可以借助 QQ、WeChat、

息伦理道德、信息法律、信息政策等，它们在一定

Weibo 、 Podcast 、 Blog 、 BBS 等 社 交 媒 体 得 以 实

程度上规范和影响着数字图书馆的信息行为（如信

现，因此社交媒体也可以作为协同服务的服务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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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加以重视 [6] 。当然，数字图书馆也可以与图书出

书馆信息生态系统中的信息质量参差不齐，导致系

版商、数据库供应商、文献信息作者、网络信息生

统失衡，因此把控系统的开放程度，有助于形成科

产者和用户形成一个供应链，充分发挥供应链的整

学合理的社会规范来保障系统的正常秩序 [8] 。由此

体优势，有效促进信息协同服务向前推进。

可以看出，数字资源的多元化正是系统实现自我调

3

节、增强自身稳定性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加强信

信息生态视阈下数字图书馆信息协同服务模式的

优化措施

息资源的优化配置迫在眉睫。

要优化图书馆信息协同服务模式，必须从结构
关系、层次构建、运行能力和调节能力等方面制定
有效措施。

4

信息生态视阈下数字图书馆信息协同服务模式的

保障机制
为进一步保障信息生态视阈下数字图书馆信息

3.1 平衡结构关系，清晰构建层次

协同服务模式的开展，可以从数字图书馆信息生态

3.1.1

结构入手，实现信息主体素质的提升、信息资源配

平衡信息生态结构关系

重视结构间的匹配

度、适应性和协调性。体现在信息主体上，不同信

置的改善以及信息环境现状的优化。

息主体的生态定位是否合理，能否和平共处，友好

4.1 提升信息主体素质

合作，互惠互利；体现在信息上，信息类型是否齐

提升信息主体素质主要是指提升图书馆员和用

全，数量比例是否合理；体现在信息环境上，信息

户的信息素质。在提升图书馆员信息素质方面，可

技术是否先进，信息文化是否和谐，信息制度是否

采取学历进修、专题培训、学术研讨、自学等方

完善。体现在信息主体、信息以及信息环境三者之

式，大力提升图书馆员的信息素质，促使其树立先

间是否适应，信息资源是否满足信息主体需求，信

进、正确的信息理念，提升其信息行为和信息能

息环境是否规范信息主体行为等。

力，并把理论知识有效地应用于工作实践中，争做

3.1.2

数字图书馆信息协同服务生态系统层次构建

复合型的“通才”。在提升用户信息素质方面，要

可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信息生态系统三大类，并按

做好教育工作，采取多形式宣传、专业培训、在线

[7]

层次逐步实现 。微观信息生态系统是指数字图书

教学等方式，不断提升用户信息素质，促使其提升

馆、图书馆员和用户之间的信息生态系统，主要以

自身的信息处理能力和信息创新能力，促进信息协

信息流转为纽带，彼此建立共享、共利的和谐关

同服务价值得以提升[9]。

系；中观信息生态系统是指图书馆内部的信息生态

4.2 改善信息资源配置

系统，主要通过规章制度构建部门、领导、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信息协同服务要求实现对数字信息

员相互间的工作往来关系；宏观信息生态系统是指

资源的合理布局和科学配置，首先，要制定整体规

数字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之间的信息生态系统，把

划，从信息生态角度出发，科学配置资源类型、比

不同数字图书馆纳入全区甚至全国这一大信息生态

例等；其次要制定合理的预算措施，以避免资源的

环境中，实现和谐、统一的全区、全国数字图书馆

重复建设和闲置浪费；再次要打破地域局限，与其

信息生态系统的构建。

他数字图书馆或有关机构联系，在整体规划的基础

3.2 强化运行能力，实现自我调节

上，各自发挥自身技术优势，资源共建，构建统一

3.2.1

强化信息生态系统的运行能力

通过提升信

息主体自身信息理念、行为特征、能力强度等方式

的资源平台，以实现资源共享和应用[10]。
4.3 优化信息环境现状

来应对信息生态系统的转变，以提高运行效率；通

数字图书馆信息协同服务还需要良好的信息环

过加工整合信息资源的方式来提升信息资源的数量

境加以保障。首先，要搞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其

和质量，以提升运行速度；同时还要构建反馈机制

标准是与当代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发展相匹配。其

并加以落实，正反馈能够强化信息的正常流转，负

次，提升信息技术水平，尤其是要开发科学规范的

反馈能够促进信息协同服务生态系统的运行并维持

信息共享技术，以保障数字图书馆信息协同创新服

均衡。

务的安全实施。数字图书馆的能力有限，可以适当

3.2.2

实现信息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

信息生

借助当地政府或相关机构、组织的技术力量，采取

态系统的开放程度直接决定其自我调节能力的强

协同合作方式进行。再次，强化数字图书馆有关法

弱，起到正向作用。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让数字图

律法规的制定、完善和落实，保障数字图书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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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服务在一个良好的信息法制环境中进行。最
后，要构建健康、科学、合理、文明的信息文化环
境，主动引导信息主体的价值趋向和行为形式，维
[11]

护信息生态系统平衡

。

5 结语
把信息生态理论与数字图书馆信息协同模式进
行有效融合是非常必要并且成效显著，有利于更为
清晰、准确地认知数字图书馆、信息主体、信息和
信息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数字图书馆信息协同
服务模式的构建提供了有益思路和方法，促进数字
图书馆事业更好更快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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