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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新媒体环境下图书馆自出版服务模式的
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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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新媒体环境下，图书馆开展自出版服务可以构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丰富馆藏内容，并
降低资源采购成本。图书馆自出版服务模式的基本要素包括自出版作者、自出版平台及图书馆读者，要
从功能创新、服务创新、角色创新 3 个方面完善图书馆自出版服务模式，并提出图书馆自出版服务模式
的发展途径为把握自出版服务关注点、争取赞助商、积极开展作者与读者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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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elf-publishing Service Mode under Network New Media
Environment
FENG Sha-sha
(Guangzhou Library, Guangzhou 510623, China)
Abstract: Under network new media environment, library self-publishing service can build a bridge with
readers, enrich the contents of the collection, and reduce the cost of resource procurement. The basic elements of
library self-publishing service mode include self-publishing authors, self-publishing platforms, and library
readers. Library self-publishing service mode should be improv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function innovation,
service innovation and role innovation. This article also proposed the development approach of library selfpublishing service mode as grasping the focus of self-publishing service, striving for sponsors, and actively
carrying out exchanges between authors and readers.
Key words: network new media; library; self-publishing; innovation
自出版是指图书馆在不经过第三方的介入下，

自媒体服务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以及我国万众创业

应用互联网平台提供电子书、图片等多媒体产品或

的政策号召，使图书馆自出版服务越来越受到图书

图书的服务。图书馆自出版可以使图书馆与作者建

情报界的关注，成为社会热点研究问题。

立起直接的合作关系，一方面可以帮助图书馆节省

1 网络新媒体环境下图书馆开展自出版服务的必要性

一部分图书采访经费，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作者获得

网络新媒体降低了图书馆资源获取的成本，同

更高的报酬，但也意味着作者要承担起出版的全过

时使图书馆直接与作者建立起合作关系成为了可

程。由于风险管理、读者使用率和法律授权等问

能，依托网络新媒体环境，图书馆开展自出版服务

题，这种图书馆自出版服务在我国并没有普及开

可以搭建与作者沟通的桥梁，进一步丰富图书馆馆

来，随着网络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为图书馆

藏资源内容，降低图书采访成本。
1.1 构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

作者简介：凤莎莎，E-mail: ppw123456p@163.com

在以往的图书馆概念中，往往将作者排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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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图书馆成为读者与文献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

2 网络新媒体环境下图书馆自出版服务的基本要素

的交流平台。这种情况下，图书馆信息流通是单向

网络新媒体环境下，图书馆自出版的流程为创

的，即作者将资源信息提供给图书馆，再经图书馆

作－编辑－设计－数字化转换－出版，整个过程不

提供给读者。因此，作者实际上并不能与读者直接

需要第三方出版商的介入。因此，作者借助网络新

对话，对读者的了解和阅读偏好，也是从图书馆数

媒体参与到图书馆自出版服务中，作为主体而存

据分析结果获悉。网络新媒体环境使图书馆的功能

在，互联网为自出版平台提供技术支持，读者则成

进一步拓展，将作者也囊括到图书馆事业当中，尤

为图书馆自出版服务的服务客体，这也是网络新媒

其是图书馆开展了自出版服务，图书馆能够成为读

体环境下图书馆自出版服务模式构成三大要素。

者与作者沟通的桥梁，使信息呈双向流通，即读者

2.1 自出版作者

知晓作者的写作中心与意图，作者也能够了解到读
[1]

传统图书馆服务中，由于缺少作者因素的参

者的阅读需求与喜好，使文献的使用效率提高 。

与，服务链条往往是半程的，作者不了解读者的阅

因此，网络多媒体环境下，图书馆开展自出版服务

读需求，作者根据自身经验或图书馆的采访记录而

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读者与作者的信息需求，减

进行主观判断。图书馆自出版服务增加了自出版作

少二者的沟通障碍，促进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提升。

者的要素，则可以使图书馆的服务链条完善起来，

1.2 丰富馆藏内容

作者摆脱出版社的限制，在写作方面更加自由，并

网络新媒体环境下，读者可以接触和获取到的

直接与图书馆形成合作关系，以达到利益最大化。

信息资源越来越多，但也存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据统计，自出版的作者收益相较于从出版商获取的

的情况。图书馆开展自出版服务，可以更好地把握

收益提高幅度高达 50%～60%[3] 。网络新媒体为作

资源供给的主动权，不再仅限于图书馆供应商圈定

者与图书馆形成合作关系提供了可能，省去了作者

的文献范围，尤其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下，涌现了大

在纸质文献上编辑和出版的时间，使作者可以拥有

批优秀的作者与学术价值高的作品，因此，图书馆

更多精力用于学术研究和写作，更好地为图书馆提

自出版服务在丰富馆藏内容方面也具有必要性和重

供优质的文献资源。

要意义。一方面，自出版服务使图书馆在文献建设

在我国传统的图书馆服务模式中，缺少作者这

方面灵活度更高，享有更多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图

一角色的参与，因此读者往往不了解作者写作内容

书馆特点和发展方向建设特色化、地方化的数据

的真实意图。加入了作者这一角色，可以建立起作

[2]

库，同时促进馆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另一方

者与读者之间沟通的桥梁，让读者更能感受图书内

面，由于是图书馆自出版，对文献资源质量把关更

容的精髓。

严，有助于提高图书馆的资源竞争力，为读者打造

2.2 自出版平台

更满意、更有针对性的服务。
1.3 降低资源采购成本

网络新媒体环境同时是图书馆自出版服务的互
联网平台，按照功能来划分，网络新媒体又分为综

依托网络新媒体环境，趋向于信息化的资源降

合性、专业性、媒体性和文学性四大类。为了更好

低了图书馆馆藏建设和服务的成本，但由于目前资

地整合利用网络带来的便利条件，图书馆根据自身

源采访模式还是遵循图书馆从第三方资源供应商手

发展的特点和实际需求，有计划地进行自出版方向

中购买资源的模式，实际上，图书馆每年用于采购

选择，有目的地与网络新媒体平台进行合作。在这

资源的资金经费并不低。在这种情况下，图书馆开

方面，国外具有丰富的实践案例，如美国私立大学

展自出版服务势在必行，图书馆通过寻找合作的作

图书馆在 2015 年与 Author Solutions 自出版平台合

者和赞助商，可以在不降低文献资源质量的同时，

作，建立起来了专门的学术资源自出版数据库 [4] 。

减少中间商的加价，降低实际的资源采购成本。

我国图书馆的自出版服务可以参考美国的合作模

正是基于以上种种开展图书馆自出版的必要性

式，与国内知名网络新媒体平台进行合作，发挥优

和重要意义，美国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开始走自出版

势，从而更好地推动图书馆发展。

道路，我国也应该在积极吸取外国经验教训的同

2.3 图书馆读者

时，探究网络新媒体环境下图书馆自出版模式的创
新与发展。

图书馆是具有公益性质的文化服务机构，其服
务客体是广大读者用户。因此，图书馆依托网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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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角色创新

需求，读者可以根据阅读喜好、年龄、文化程度、

依托网络新媒体环境，图书馆在自出版服务中

学科专业分为多种组群，在自出版服务过程中，了

的角色定位也有所创新，在自出版的过程中，由于

解不同组群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可以更好地与作者

作者不再受到第三方出版社的限制，获取了更多的

进行沟通，开展特色化、灵活化的自出版服务模

创作自由和经济收益，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学

式。

术科研和文献写作当中，使图书馆的文献资源质量
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下，依托互联网的开放便

有所提高。在此情况下，图书馆一方面作为公共社

利，实现读者与作者、读者与图书馆的双向沟通至

会文化服务机构，为读者提供免费的优秀自出版作

关重要，不仅可以提高图书馆自出版的服务效果，

品，另一方面又可以单独作为作者而存在，例如图

同时可以及时获取读者反馈，为图书馆的完善进步

书馆可以将馆内产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集结成

指明道路。

册，作为自出版产品充实馆藏文献 [6] 。目前，一部

3 网络新媒体环境下图书馆自出版服务模式的创新

分自出版平台也同图书馆一样强调公益性和非营利

网络新媒体环境下，图书馆自出版服务依托先

性，图书馆也可以与这些自出版平台形成合作关

进的网络技术，积极寻求作者合作，收集读者反馈

系，促进自出版模式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更好地

意见，实际上在服务模式上已经实现了功能创新、

为读者用户服务。

服务创新和角色创新。

4 网络新媒体环境下图书馆自出版服务模式的发展

3.1 功能创新

在网络越来越普及的今天，自出版服务已经成

图书馆自出版行业的兴起，改变了文献资源的

为网络时代图书馆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图书馆自

出版形式，从传统的纸质印刷出版向无纸化数字出

出版模式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做到梳理自出版服务

版转变，既给图书馆服务带来了冲击，也为图书馆

的关注点、争取赞助商、开展读者交流三点。

服务带来了转型的机会。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自

4.1 梳理自出版服务的关注点

出版行业日臻成熟完善，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把自出

图书馆在依托网络新媒体环境提供自出版服务

版产品列入版权登记制度中，对其进行制度化和规

时，要梳理清楚本馆的关注点，才能有针对性地为

范化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图书馆的自出版服务功

读者提供良好服务。2014 年，美国密苏里大学的

能有所创新，图书馆不再是一个大型的文献资源聚

Heather Lea Moulaison 和 Chris Le Beau 对美国图书

集地，而逐渐具有文献资源生产机构的功能，具备

馆提供自出版服务关注哪些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

[5]

了一定的生成性 。网络新媒体环境下，图书馆的

该次问卷调查涵盖了 18 所高校图书馆、11 所公共

功能在不断拓展，自出版使图书馆创新服务功能增

图书馆和 4 所其他图书馆，调查结果显示，不同类

加了新的发展方向。

型的图书馆关注点不尽相同，图书馆必须对自出版

3.2 服务创新

设备成本、员工成本、法律授权、读者使用权等项

服务创新主要指自出版服务途径的创新。目

目进行衡量与规划，我国图书馆在进行自出版服务

前，图书馆对自出版影响具有了一定的了解，图书

时，也可以参考相关内容进行项目评估，尤其是在

馆可以借助自出版平台的影响力，加强对作者的培

网络新媒体环境下，项目评估关乎自出版服务的口

训，实现按需出版，避免资源浪费。同时，图书馆

碑，极大地影响着读者用户的使用反馈[7]。

可以与自出版平台合作，使自出版平台为图书馆提

4.2 争取赞助商

供大批量的低成本的数字出版物。当然，这种合作

网络新媒体环境下，虽然图书馆自出版的数字

的方式需要图书馆严格对自出版平台进行把关，为

资源较传统纸质出版物相比费用降低了很多，但当

读者搭建更好的电子阅读平台。最后，图书馆也可

中所产生的员工成本、设备成本、网络构建与维护

以根据实际的馆内情况，制定出合理的自出版馆藏

成本也是一笔可观的支出，图书馆是非营利性机

发展计划，即使在现有的条件下，图书馆无法实现

构，其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拨款，为了节省支出，

自出版服务，也需要对未来自出版进行规划，构建

图书馆可以积极寻求赞助商帮助，将数字出版的书

馆际之间的自出版服务模式，推动网络新媒体环境

号、排版等步骤外包赞助，并通过形成主题的方式

下图书馆自出版模式的进步。

进一步减少所产生的费用。总之，在经费紧张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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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图书馆要发挥社会服务机构覆盖面广、读者

馆自出版服务越来越受到图书情报界的关注，成为

用户多的优势，吸引赞助商，以缓解经费压力。

社会热点研究问题。

4.3 积极开展作者与读者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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