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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图书馆转型的机遇及策略探讨
刘丽萍
黑龙江工程学院图书馆，黑龙江 哈尔滨 150050
摘要：互联网环境促进了图书馆的数字化转型，同时也带来了读者需求、传统服务模式与理念的改
变。为了促进图书馆的转型，政府需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图书馆需要开发多功能的服务举措。文章分
析了互联网背景下图书馆转型的机遇，从读者阅读需求、运营模式和人才建设等方面论述了互联网背景
下图书馆转型的制约因素，最后着重提出了依托互联网背景，打造自助图书馆；充分利用现代化服务手
段，开发多功能服务举措；加大政府经费投入力度，发挥区域联盟优势等转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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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Opportunities and Strategies of Library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Internet
Background
LIU Li-ping
(Library of Heilongjiang Academy of Engineering, Harbin 150050,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promotes the digit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libraries, but also brings
about the changes of readers' needs, traditional service modes and ideas. In order to promote library
transforma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government to increase financial support and libraries should develop
multi-functional service measures. This article analyzed opportunities of library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Internet background, discussed the factors that restrict the library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Internet background
from the aspects of readers’ reading need, operation mode and talent construction,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to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Internet background: build self-service libraries; make full use of modern
service methods, develop multi-functional service initiatives; increase investment of government fund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regional alliance.
Key words: Internet background; libraries; service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互联网背景下，传统图书馆服务内涵进一步丰

间与空间限制，在不同设备间分享。互联网为信息

富，依托互联网的无线数据传播，数字图书馆应运

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

而生，传统图书馆趋向于网络化、数字化的服务形

使阅读越来越便捷化、智能化，在数据大爆炸的时

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成熟，移动通讯等手段

代，图书馆要迎合互联网发展趋势，进行智能化的

也实现普及，越来越多的读者采用智能无线设备如

转型和完善。本文通过分析互联网背景下图书馆转

智能手机、电子书阅读器、iPad 等等，进行资源获

型的机遇与制约因素，提出图书馆转型的策略，以

取和文献阅读，使读者的阅读方式打破了原有的时

促进图书馆的网络化创新发展。
1 互联网背景下图书馆转型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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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读者的个性化要求推动图书馆转型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数据环境的普及，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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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知识资源的方式与阅读习惯也发生了改变，读

性，读者获取知识及阅读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的特

者对于图书馆的资源需求与服务要求也越来越高。

点。为了满足读者的个性化与多样化阅读需求，图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即

书馆的数字信息资源需要不断更新。然而，数据大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爆炸的速度远大于图书馆数据更新的频率，图书馆

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日益

资源在某种程度上不能完全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

[1]

迫切 。互联网时代给图书馆转型带来了良好的机

可以说，读者多元化的阅读需求是图书馆转型面临

遇，政府财政也成立了图书馆事业的专款专用，从

的最艰巨的制约因素。无论是物理空间还是网络环

资金层面保障了读者在网络时代下的阅读公平和信

境，图书馆都要不断推陈出新，打造新颖的服务方

息获取权利，进一步体现出互联网背景下的图书馆

式。例如，在实体的图书馆服务方面，图书馆可以

[2]

服务理念，即以读者为中心的公益属性 。读者对

打造开放式的阅读空间、创新创业空间等，打破传

于图书馆服务要求的提高是促进图书馆转型的外部

统图书馆服务的空间局限性，不断契合读者用户多

推动力，是促进图书馆向社会性转换的良好契机。

种多样的服务要求 [2] 。在网络环境层面，则可依托

1.2 政府依托互联网背景推动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

互联网技术开发不同的服务版块，如馆际互借、远

互联网时代促进传统图书馆向数字化和网络化

程指导、自助检索等。总之，图书馆要不断提升自

转型，促使图书馆服务更加灵活，服务范围更加广

身的核心竞争力，努力为读者营造符合互联网时代

泛。图书馆的互联网化转变得益于相关政策和法律

背景的完善服务。

的支持与保障，如 2015 年文化部等部门曾制定了

2.2 传统运营模式和理念转型艰难

《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
[3]

传统的图书馆运营模式是读者需要在图书馆提

意见》 ，政府带头拨款购买社会公共资源，以弥

供的项目中进行选择，在这种模式下，图书馆具有

补图书馆资源的不足与缺失，使图书馆的资源基础

绝对的主导权，读者只能被动选择，图书馆的服务

进一步夯实。资源基础是图书馆核心竞争力的体

呈现出较为沉闷的现象。在互联网背景下，这种方

现，社会力量的参与与政府的引导，可以完善互联

式虽然有所扭转，但还是有很多图书馆停滞在传统

网背景下图书馆转型的资源基础，保障图书馆对于

的运营模式与理念上，主动服务模式并不占据主

读者的供给机制。总之，互联网背景下政府重视图

流，这就会导致图书馆服务与互联网时代脱节，无

书馆的转型工作，承担起了主导作用，明确了图书

法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阅读与服务需求，使图书馆

馆转型的方向，丰富图书馆资源文献基础，旨在为

与读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大，不能真正解决用户的

读者提供更为个性化、特色化、普遍化的服务。

问题。因此，传统运营模式和理念转型艰难是制约

1.3 互联网技术提高图书馆的便捷性

互联网背景下图书馆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笔者近

互联网迎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先进的互联网

期曾对一些读者进行访谈，其中涉及多名老师和学

技术也成为图书馆转型的技术支撑，图书馆可以与

生，通过访谈发现，有不少读者对图书馆当前的服

网站等数字信息服务窗口合作，通过互联网技术扩

务模式表示不赞同，强烈要求图书馆进行转型，而

充图书馆服务资源，实现跨界合作，成为有机的网

图书馆自身又觉得很委屈，因为长时间来就是按照

络复合体。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成熟，

传统模式工作的，这种矛盾并非不可调和的，需要

在图书情报领域已经掀起了传统行业与新兴行业相

图书馆积极主动地转变服务方式。

合作的热潮，如网上联合的知识检索导航网站和图

2.3 专业图书馆人员所占比例小

书馆主页上的馆际互借服务版块等，公共图书馆与

大部分公共图书馆在沿用传统服务模式和服务

社会文化机构之间资源共享，是深化落实图书馆服

理念的同时，较为忽视人才建设，普遍认为图书馆

[4]

务拓展的有效措施 。互联网技术促进了图书馆资

查询书籍、取送书籍是非常简单的工作，无论什么

源的共享，实现了文化服务机构跨平台的合作，加

学历什么专业都可以胜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互

快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发展。

联网背景下的图书馆是一个综合系统，要求图书馆

2 互联网背景下图书馆转型的制约因素

员既要具备专业的图书情报素养，又要掌握一定的

2.1 读者多元化的阅读需求

数字化、信息化技术，以更好地服务读者。因为没

身处互联网时代，依托网络的便利性和有效

有意识到专业图书馆人员对于图书馆发展和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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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导致多数图书馆专业人员所占的比例较

时代融合，形成基于互联网的完善的服务模式，还

小，而专业馆员少又使传统的图书馆服务方式和服

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需要政府和社会为图书馆

[5]

务理念不能及时扭转，形成恶性循环 。要想快速

提供相应的资金保障，加大经费投入力度，不让资

实现互联网背景下图书馆的智能化、信息化、个性

金成为图书馆转型的阻碍因素。此外，图书馆也要

化与特色化服务转型，必须要重视人才的引进与培

依托互联网平台，充分利用自身已有的条件，发挥

养，加大对于人力资源建设的投入，提高专业图书

区域联盟与馆际互借的优势，一方面依靠政府与公

馆人员的招聘力度，弥补各级各地公共图书馆在用

众的参与支持，制定合理的服务制度和资源建设体

人方面的缺陷。

系，恰当地利用有限资金，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服

3 互联网背景下图书馆转型的有效策略

务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图书馆也要积极与社会

3.1 依托互联网背景，打造自助图书馆

上其他文化服务机构实现合作关系，形成良好的联

首先，互联网背景下图书馆的转型势必要借助

盟系统，馆际之间实现信息资源的交流与互通 [6] ，

网络优势，主动引进一些先进的设备，如无线射频

同时，依托网络平台，加强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交

识别技术、数字化建设技术，从硬件上打造互联网

流，将有限的资源应用在读者更为急迫需求的领

环境下智能化的服务体系，不断丰富图书馆信息资

域，将网络技术应用到图书转型的各个阶段中，促

源和各类型的数字文献，强化自身的竞争实力。其

进图书馆搭建起完善的服务模式。

次，图书馆还可以依托互联网技术与平台，打造自

4 小结

助式图书馆。由于读者的阅读需求具有多元化特

互联网时代为图书馆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

点，自助式图书馆可以根据读者个人的要求提供有

遇，读者的个性化要求推动图书馆转型，政府部门

针对性的服务，能够满足不同类型读者的阅读习

也依托互联网背景推动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互联

惯。总之，在互联网社会，图书馆的转型思路可以

网技术提高了图书馆的便捷性。然而，读者多元化

更加开阔，不必拘泥于原有的体系和模式，可以结

的阅读需求、传统运营模式和理念转型艰难、专业

合实际情况创新发展策略。

图书馆人员所占比例小成为图书馆转型的制约因

3.2 利用现代化服务手段，开发多功能服务举措

素。因此，依托互联网背景打造自助图书馆，充分

为了加快互联网背景下的转型速度，图书馆可

利用现代化服务手段开发多功能服务举措，加大政

以充分利用现代化服务手段，开发多样的功能服务

府经费投入力度，发挥区域联盟优势，是互联网背

举措。第一，图书馆要重视人才建设，构建起一支

景下图书馆转型的有效策略。

专业素质过硬的馆员队伍，真正秉承以读者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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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的情况，图书馆自身建设始终处于基本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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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影响图书馆功能的提升。要想真正与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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