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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由传统图书馆发展为新形态的智慧图书馆，在空间再造过
程中，服务方式和手段也在不断创新。文章概述了公共图书馆智慧学习空间的定位，提出了以读者为中
心、一站式信息服务、社交休闲与学习研究融合、图书服务模式创新等系统架构目标。在此基础上，重
点对智慧学习空间系统架构设计中实体层、虚拟层与支持层等 3 个层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并
探讨了各层面子系统的组成与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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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Intelligent Learning Space System Architecture of Public Libraries
LIAO Bo
(Library of Suining City, Suining 6290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public libraries are being developed from traditional
libraries into new forms of smart libraries. In the course of space reengineering, service methods and means are
constantly being innovated. This article gave an overview of the positioning of intelligent learning space of
public libraries, and put forward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goals of reader-centered, one-stop information service,
fusion of social leisure and learning and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of book service model.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mainly explored the three levels of the physical layer, the virtual layer and the support layer in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design of the intelligent learning space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and discussed the composition and
configuration of subsystems at all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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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尤其是移

能界线逐渐模糊。新服务业态下，建筑与技术相融

动互联网的普及，全社会快速进入了数字信息时

合，服务方式和手段得到创新升级。图书馆建筑体

代。新技术引发的变革，不可避免冲击到了传统图

内部空间再造，融合或者说颠覆了各区块功能，呈

书馆在文献资源信息交流传递的中介作用。为改变

现出为市民提供学习、交流和知识共享服务的一站

现状，从 2005 年起，我国图书馆界也开始了从数字

式数字虚拟和实体平台 [1] 。当下，我国公共图书馆

移动图书馆到智慧（智能）图书馆的研究与实践。

有先行者已在网站链接学习中心模块，初步集合网

传统图书馆原来拥有相对独立的书籍报刊借

上学习功能平台。在建筑实体共享学习空间再造

阅、公共电子阅览、咨询检索、自学自习等服务空

中，深圳图书馆创建的经典阅读空间“南书房”项

间。随着服务需求的变化和增长，一些公共图书馆

目取得显著效益 [2] 。但就目前阶段，功能更复合的

又陆续开辟第三空间，设置老年阅读区、听书区、

智慧学习空间（Intelligent Learning Space）建设在我

数字体验区等。在新信息技术的集合下，图书馆各

国公共图书馆研究和业务实践中尚属新鲜事物。

区块的系统管理软件、硬件配置、人员管理等的功

1 智慧学习空间定位
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的爱荷华大学图书馆

作者简介：廖波，E-mail: liaobo0202@126.com

建立了“信息拱廊”服务模式 [1] 。随着时间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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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互联网技术的

平台 [6] 。并且，读者也能利用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

大范围应用，“信息拱廊”逐渐演变为学习共享空

统（OPAC）检索，快速获取、发布及定制信息服

间。与传统学习中心不同，智慧学习空间是一个全

务。目前而言，信息资源尤其是网络信息资源的整

新的概念，是“实体＋系统”繁衍出的图书馆新服

合，跨平台、跨库的资源共享，受制于信息资源网

务业态，是基于信息技术发展，运用“互联网＋”

络建设的标准尚未统一。图书馆习惯于已有的格

思维，整合既有资源，实现图书馆服务转型升级的

式，对其他领域的格式有排斥倾向，也不愿意采纳

结果。笔者认为，现阶段的智慧学习空间就是公共

社会上通用的格式，导致图书馆的数据往往无法与

图书馆在“互联网＋”背景下，在现有信息技术环

社会数据共享。今后一段时间内，信息资源网络建

境下，实现馆内外信息资源互联、检索、导航、咨

设标准发展进度是制约公共图书馆向智慧图书馆升

询等体系建设无缝接入基础上，以用户泛在服务为

级的技术瓶颈[4]179-185。

中心，打造的灵活开放的个人或团体智慧学习物理

2.3 社交休闲与学习研究融合

环境。

公共图书馆具有很强的社会职能属性。随着社

2 智慧学习空间架构目标

会经济的发展，公共图书馆事业的社会职能也会有

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曾提出，到 2025 年，图

不同的侧重点。经济学家汤敏教授在评价第三次工

书馆将成为知识中心、学习中心和交流中心。用一

业革命与学习革命之间的关系时曾说：未来，酒吧

句话概括，图书馆不只是一栋建筑、一个机构，而

还是酒吧么？咖啡厅还喝咖啡么？肯德基可不可以

是作为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助推器，图书馆与

变成青少年学习交流中心？银行等待区域可以不可

[3]

社会各界之间的关联度将更为密切 。构建智慧学

以变成新华书店 [7] ？毫无疑问，公益功能的图书馆

习空间，就是基于学习共享的理念，以读者为中

也需复合化功能属性。智慧学习空间旨在自我求

心，构建协作学习和开放式资源获取环境，为读者

变，变中求新，将其赋予研究性质、学习属性、社

提供一站式信息服务空间。同时注重服务，将图书

交平台及休闲功能等社会职能，引导传统图书馆由

馆建设成为学习研究休闲体验中心、当地知识中

被动静态功能向主动动态功能转变。

心、协同学习中心。

2.4 图书服务模式创新

2.1 以读者为中心

重新定义的智慧学习空间再造，也是图书馆的

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提出，图书馆是一个

一次服务革命。该项目的实施势必提升图书馆服务

生长着的有机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图书馆

效能，催化传统图书馆业务内容与服务方式的创

需求的不断丰富和多样化，图书馆必须从读者和用

新，实现公共图书馆由学习中介机构向学习方式倡

户的角度考虑事业发展，“以人为本、服务第一”

导者、学习项目策划者和学习活动的组织者、推动

的思想是保证图书馆这个有机体不断保持旺盛生命

者角色转变 [8] 。项目实施的结果，是达成图书馆服

力的思想灵魂[4]74-75。进入互联网时代的今天，读者

务效能绩效目标纸质文献使用量、服务咨询量、读

对信息的获取方式有了较大变化，读者自身的信息

者到馆率、数字资源利用率等指标量率齐升。

需求日益旺盛。图书馆在发展中更需要从读者出

3 智慧学习空间架构设计

发，注重支持交互式学习、协作研究，增强学习体

智慧学习空间是个宽泛复合的概念。探析架构

验，促进读者信息素养提升。

设计，不但要考虑现有图书馆物理环境状况，还要

2.2 一站式信息服务

充分考虑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既要遵循现有公共

图书馆最大的财富是资源，人们来图书馆的主

图书馆基本服务项目，也要适应读者需求，在服务

要目的是查找和获取文献，图书馆业务工作大都与

方式和机制上创新。架构设计中，实体空间不再简

此有关。在新技术带动下，图书馆的功能不再是单纯

单的以服务功能区（物理环境）来区分，不再将信

[5]

罗列纸质文献或数字资源，等待读者检索使用 ，

息技术作为辅助或提高服务效率来补充，而是将空

而是要构建信息资源体系，将馆内、馆外及网上、

间通过使用目的进行功能复合，在原有物理环境

网下的海量信息资源高度集成，建设能够全面感

下，通过实体硬件软件和虚拟的技术系统综合保

知、立体互联、共享协同、节能低碳、灵敏便捷、

障，在相关人员、机制的支持下，架构全新的服务

整合集群、无线泛在、个性互动的数字一站式服务

生态，满足公共图书馆服务空间的再造。在空间打

2018 年 6 月第 42 卷第 3 期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 53 •

造中，我们将物理存在，包括建筑实体、图书报

闭的物理环境之间需要着重区划它们的服务特色、

刊、IT（信息技术）设备等区划为实体层面；实体

时间及主要服务对象，各组块相互协调配合、共同

层面下，数字馆藏、智能管理等信息软件系统划归

围绕目标齐心协力地运作，才能发挥出 1＋1＞2 的

虚拟层面；二者之外，图书馆人员、经费、机制等

协同效应。

构成智慧学习空间日常运行的保障，由此组成支撑

3.1.2

层面。实体层、虚拟层、支撑层的划分，能清晰呈

应，智慧学习空间的开放存取环境重点在于支持个

现智慧学习空间打造的内容、阶段与过程，3 个层

人学习行为。学习空间中设计数字悦读区，用开放

面相互有机融合，促成公共图书馆空间服务效能的

式的空间、众多的数字资源与良好的环境交互营造

大幅提升。

学习氛围（见表 2）；主题阅读区，具备报刊纸质

3.1 实体层

阅读和分学科文献资源展列，通过不断丰富完善，

开放存取环境建设

与封闭协同环境相对

2011 年 10 月 18 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

逐渐形成全学科共享学习阅读区；个人学习区，为

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

高端用户作为阶段性相对固定使用工作室；休闲

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随

区，承担文化沙龙、自由社交功能。

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相继出台了

表 2 公共图书馆智慧学习空间的开放存取环境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序号

功能空间

服务内容

《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

1

数字悦读区

数字阅读设备，数字资源获取，学习沙龙空间等

年）》等配套政策，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加大了对

2

主题阅读区

报刊，分学科资源阵列，学科资源展列等

公共文化领域的建设力度。截止“十二五”末

3

个人学习区

阅读设施，读者工作室，团队空间等

（2015 年），县县有图书馆的目标基本实现 。公

4

休闲区

读者休憩，社交空间等

共图书馆物理环境（空间）已基本满足广大基层群

5

其他空间

预留

[9]

众阅读需求。图书馆建好了，如何有效利用物理环

3.1.3

境成为新的研究课题。笔者认为，新的信息技术条

习空间再造中，应将先进的 IT 手段融入到图书馆的

件下，图书馆物理环境的封闭协同、开放存取和智

建设当中。整合智能语音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物

能硬件 3 个功能系统将被重新赋予新的内涵，图书

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大数据技

馆亦演化为广泛互联、融合共享的信息平台。

术、智能家居技术等先进技术，分别从读者预约管

3.1.1

智慧学习空间实体层架

理、人脸识别、OPAC、数字资源建设等角度建设相

构中，首先要考虑设置功能相对独立，存在全部或

应模块，组合成智慧图书馆整体信息系统。在实体

部分物理阻隔的区间。这个空间区划中，拥有服务

物理环境中，配置电脑硬件设备和专业类型软件，

中心、创客空间（创新社区）、小组学习空间、动

配备纸质文献信息资源满足不同需求，配上沙发、

漫体验空间及学术报告厅、多媒体视听区、报告厅

绿植、餐饮、软装等，建设功能齐全又温馨休闲的

等功能模块（见表 1）。在功能设计上，封闭协同

学习共享空间。

环境着力支持协同学习与小组研究。

3.2 虚拟层

封闭协同环境建设

表 1 公共图书馆智慧学习空间的封闭协同环境

在图书馆智慧学

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将不囿于单指某个图书
馆馆舍所构成的服务空间。现代化的图书馆，从网

序号

功能空间

1

智慧学习空间服

参考咨询、文献传递，IT 使用指导、科

页（微博、微信）到进馆人流管理，从数字馆藏到

务中心

技查新，预约管理，多媒体制作等

网络获取，一个存在于实体馆之下的支撑或者说更

学习讨论室

基本设备，协作学习，小组研讨，学术

智能的虚拟信息系统尤为重要（见表 3）。图书馆

交流等

物理空间的智慧服务与虚拟层面空间的全面互联，

2

服务内容

硬件 IT 及配置环境建设

3

创客空间与社区

基本设备，社团活动，创意工坊等

可以达到资源高效整合、服务方便快捷、运转环保

4

多媒体视听区

4D 设备，动漫体验，网络教学，视频会

低碳，实现以人为本的智慧化服务和智慧化管理的

议，视听训练等

新型图书馆业态[10]。

多媒体控制台，学术讲座，专项训练等

3.3 支持层

5

培训讲座

架构智慧学习空间的实体层，数个封闭、半封

空间、资源、网络等实体虚拟层面的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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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更人性和舒适的阅读学习环

持层的设计构想实践变得可能。公共图书馆搭建的

境。而将实体物理环境与虚拟信息环境二者结合，

智慧学习空间，将用创新的服务模式和良好的用户

服务于空间（同步共享服务）的人员是能实现智慧

体验，实现广大读者泛在阅读学习研究工作的梦

空间功能最大化的核心要素（见表 4）。随着社会

想，也将有利于将图书馆建设成当地的科研资源中

发展和读者需求的不断变化，公共图书馆服务需要

心、文献信息中心、自主学习中心和学术支持中

更灵活的机制相适应。科学合理的营运管理，创新

心，引导市民利用图书馆进行全民阅读和终身学

的活动设计和组织，可以支持智慧学习空间保持活

习，彰显互联网时代下公共图书馆的存在和价值。

力，丰富服务内容，实现文献信息资源服务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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