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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功能拓展及实践
刘娜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图书馆，辽宁 沈阳 110101
摘要：高校图书馆在创新发展的同时，应大力进行新式功能拓展，以提供更加全面的馆内服务。目
前高校图书馆在功能拓展方面热门的研究主题有空间改造、机构知识库、数据管理、特色资源建设及阅
读推广等。文章总结了辽宁医药职业学院图书馆功能拓展的一些实践探索，如资源整合、大阅览模式、
适应多种需求的空间、智能服务、学术信息共享与管理、全方位的学科服务、搭建读者自我服务平台
等。高校图书馆应遵循功能拓展原则，积极进行功能拓展实践，大力发展高校图书馆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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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Expansion and Practice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U Na
(Liaon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Medicine, Shenyang 110101, China)
Abstract: While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innovating and developing, they should
vigorously develop new functions to provide more comprehensive services within the libraries.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themes for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erms of function expansion include space
transformation,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base, data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 resource construction, and reading
promotion. The article summarized some practical explorations of the function expansion in the library of
Liaon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Medicine, such as resource integration, big reading mode, space for adapting to
various needs, intelligent services, sharing and management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comprehensive academic
services, and building reader self-service platforms, etc.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function expansion, actively expand the practice of function, and devote major effor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unction expansion; service innovation
我们已经进入了以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技术

化，图书馆才能在新时期赢得发展良机。

为引擎，以大数据分析为依据，以人工智能为标志

1 高校图书馆功能拓展的背景

的时代。“智慧时代”已经来临，“智慧城市”

1.1 技术挑战和机遇

“智慧生活”“智慧地球”“智慧医疗”“智慧校

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园”“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智慧农业”……

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图书馆的资

冠以“智慧”二字的概念扑面而来，“智创未来，

源组织方式，更改变了读者的行为习惯。迎接挑

未来已来”！图书馆生存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

战，主动利用新技术，这是图书馆的必然之路。

化，图书馆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本文以辽宁

1.2 政策要求和支持

医药职业学院图书馆（以下简称“我馆”）在功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十分重视文化建设，

拓展方面的实践为例，只有在功能上做出相应变

将文化建设作为“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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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2015]14 号）在 2002 版的基础上，对高校图

资源的利用需求，对推动大数据在图书馆建设和服

书馆职能和任务进行了再定位，保留教育职能和信

务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3]。

息服务职能，增加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2.4 特色资源建设

[1]

和文化传承创新的作用 。高校图书馆作为公共服

在智慧时代，特色资源更是一个图书馆区别于

务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全民阅读、文化传承的

其他馆的立馆之本，是图书馆服务个性化、专业化

重要基地。

的重要体现。珍藏有如珍本、善本、手稿等的特色

1.3 读者需求改变

资源，具有地域特点的藏书、重点学科特色数据

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搜索引擎的发展，网上

库、专题特色信息资源库，以及本单位职工科研信

信息资源的丰富，互联网 App 的繁荣，使读者很容

息成果库、学术会议论文集数据库或学位论文自建

易利用互联网满足学习、生活的绝大多数的需求。

数据库等都属于特色资源的范畴，比如，北京大学

读者上网时间延长，时间碎片化，对个性化、精准

的“北京历史地理数据库”，清华大学的“Nano

化服务以及服务的便利性和舒适性的要求越来越

Research”和“Building Simulation”特色数据库，

高。

上海交通大学的“机器人信息库”，中央民族大学

2 高校图书馆在功能拓展方面热门的研究主题

的“民族相关文献信息特色库”，天津大学的“中

2.1 空间改造

国建筑文化特色资源库”和“摩托车信息特色资源

图书馆响应读者需求，纷纷开展空间改造工

数据库”，四川大学的“口腔医学网络资源导航

程，从以提供资源为主拓展到资源与空间并重，甚

库”和“中国语言文学网络资源导航库”等[4]。

至有国外图书馆在读者能触及到的空间内），完全

2.5 阅读推广

摒弃对纸质资源的提供，把纸质资源放到读者看不

党的十八大报告和近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全

到的空间。在空间提供上，强调空间功能的多样

民阅读”的论述，对于提高各级管理者对国民阅读

化，包括读者学习空间、交流空间、创新空间等。

问题的认识，改善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外部环境，有

2.2 机构知识库

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阅读推

在国外高校图书馆，尤其是欧美高校图书馆，

广，是将阅读推广当作图书馆的一种服务进行研

机构知识库建设如火如荼。国内高校图书馆的机构

究。图书馆学也是所有涉及阅读的研究领域中，唯

知识库目前在数量上发展迅速，但是知识库总数相

一将阅读推广作为服务来进行研究的学科 [5] 。阅读

比欧美高校、研究机构的比例偏低，整体建设水平

之于人的精神，正如食物之于人的身体。杂乱的信

[2]

不高，软件系统种类及功能单一 。中国知网在

息多了，会影响人对阅读的兴趣。国家倡导全民阅

2009 年前启动了机构知识库的建设，2013 年开始推

读活动，作为阅读基地的图书馆，更应该承担起阅

广。中科院文献中心获得政策支持，自 2012 年开始

读推广的责任。

举办“中国机构知识库研讨会”。2016 年的第四次

3 思考与实践

会议上 CALIS（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发起

3.1 功能拓展原则

了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的倡议。现在很多公司纷纷

立足校情和读者需求，以政策为依据，以技术

提出为国内高校图书馆提供机构知识库解决方案。

为支撑，以创新管理为手段。有政策支持的项目，

2.3 数据管理

大胆开拓，如阅读推广、文化传承等；没有政策依

数据管理作为高校图书馆的一个服务功能源自

据但有需求也是发展方向的，采取逐步开展，引导

国外。国外的政策明确规定高校图书馆是科研数据

用户使用，如机构知识库。而没有政策依据且目前

管理的机构之一。我国高校目前虽然没有这样的规

国内读者也没有很明显需求的，如数字出版，则以

定，但我们应当看到：现代社会各项活动得到极大

学习为主，缓步或暂缓开展。在经费许可的条件

的发展，劳动工具已经转向了基于数据、信息和知

下，充分利用比较成熟的技术，既不浪费财力与试

识的智力工具。图书馆作为信息中心，为智慧时代

用新技术的风险，又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充分利用

的数据和信息管理必然要有所作为。将大数据与图

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读者提供

书馆业务相结合，分析图书馆现阶段数据组织、分

更好更为便利的服务，为读者的学习、研究、创新

析、挖掘的开展情况，以及大数据时代用户对信息

提供更好的资源、空间和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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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构知识库与数据

整提出了新要求。随着图书馆服务环境和模式的变

管理方面，我馆采取建立学者个人库，由教授们建

化，有些业务弱化有些业务增强，需要及时对部门

立自己的科研成果库和科研数据中心，通过用户资

岗位和人力资源进行调整，如增加情报分析、宣传

源上载保存，使用权限由个人设定，后台由图书馆

展览等岗位。针对贯穿图书馆各部门的工作则采取

学科馆员管理，达到学术信息共享。

项目组或团队的方式组织人力资源，如阅读推广。

3.2.6

对于新增长的业务，在传统的机构设置中没有对应

服务内容和服务对象的全方位。除了传统的参考咨

的部门，在来不及调整编制的情况下用新招聘的人

询、文献传递、代检代查、科技查新以外，更增加

员实习方式解燃眉之急。

了为学校人事处人才引进、科研项目申报和评奖、

3.2 功能拓展实践

学科办学建设、学科开展的各类学科评价服务。

3.2.1

资源整合

文献资源仍然是图书馆服务的基

3.2.7

全方位的学科服务

全方位的学科服务是指

搭建读者自我服务平台

充分发挥读者的作

础，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与服务是图书馆区别于

用，实现读者自治，既是对图书馆功能拓展人力资

其他机构的重要标志。在现阶段，纸本图书资源的

源不足的弥补，也为读者提供了自我发展的舞台。

利用虽然逐年递减，但总量仍然保持相当的规模。

建立读者微信编辑团队，由读者进行微信阅读推广

资源整合时需平衡处理纸本资源所占空间和为读者

服务；建立图书馆读者管理委员会，开展阅读推广

提供更多的空间之间的关系。近几年，我馆开展了

和自助管理服务；由学生社团组织开展读书分享

大量的资源整合工作，把读者需要的资源以更显著

会、读书征文、经典名著表演、文化展览、信息发

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同时对利用率低的资源剔除复

布系统图片的制作等。

本，保留品种，集中存放，以腾出更多空间给读

4 结语
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们消除了时间和空间等物

者。
开展大阅览模式，为读者提供

理条件对获取信息的限制，从而使图书馆这一人类

一门进、大开间、大阅览的阅读空间。读者刷卡进

获取知识信息的传统场所，面临新的挑战。高校图

入图书馆后，图书馆所有楼层的阅读空间任由读者

书馆有着稳定的读者群，要借力智慧时代，积极拓

出入，不再刷卡，没有任何障碍。

展功能，大力发展高校图书馆事业。

3.2.3

参考文献

3.2.2

大阅览模式

适应多种需求的空间

阅读空间自然是图书

馆为读者提供的主要空间。除此，还有分散布置的
休闲阅览区、集中分布的休闲阅读区以及户外休闲
阅读区、自习阅读区、展览区、学术交流区等。还
有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智能设备打造的具有
自主学习、研究、讨论、交流、创新等多种功能的
共享空间、研究空间等。
3.2.4

智能服务

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智能

设备打造人与物的链接。读者利用一卡通，实现入
馆、自助借还、自助文印、自助预约空间等各种自
助服务。我馆还建立了无人值守的 24 小时自助阅览
室。使智能服务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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