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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图书馆有必要构建移动学习平台创新读者教育培训模式。文章
在分析移动学习的含义及特征的基础上，就移动学习时代图书馆读者教育培训创新的驱动力进行了探
究，包括优化服务宣传与资源推广、调整工作计划、提高服务效率与用户体验、创新服务模式等，并对
创新因素进行了剖析，包括技术条件限制、服务团队影响、读者自身素质等，总结了进行读者教育培训
创新的主要途径，具体包括构建移动化学术平台、开展信息化教育活动、加快数字化文献移植及构建网
络化教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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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for libraries to
build a mobile learning platform to innovate the mode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readers.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n the meaning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obile learning, this article explored the driving force of
innovation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library readers in the era of mobile learning, including optimizing service
propaganda and resource promotion, adjusting work plan, improving service efficiency and user experience,
innovating service mode and so on. It also analyzed the factors of innovation, including technical limitations,
influence of the service team and the quality of readers themselves, concluded the main ways of innovation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library readers in the era of mobile learning, including construction of mobile
academic platform, conducting information education activities, accelerating digital literature shift and
establishing network educ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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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数字化、模块化、集成化方向发展，其中文献资

择。⑶便捷性：利用信息网络、通讯工具，学习者

源共享、移动学习平台开发、读者的继续教育受到

有多种选择方式，可灵活设置课程，能让学习者集

了图书情报界的重视。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上海

中获取学习资源，便于用户更容易掌握所学知识。

图书馆联合上海交通大学信息研究所基于信息网络

2 移动学习时代图书馆读者教育培训创新的驱动力

[1]

组建了“线上图书馆” ，用户不需要到图书馆实

2.1 优化服务宣传与资源推广

体机构，只要登录图书馆的官方网站进行注册就可

在现代图书馆建设中，移动学习平台作为图书

以快速获取资源，极大提高了服务效率。基于用户

馆面向读者提供的创新服务模式，应该更好地满足

的需求和个体素质，上海图书馆与上海交大深入开

读者的个性化需求，尽可能为读者提供移动化的学

展合作，聘请交大各学科院系的专家教授作为演讲

科信息咨询服务。这就要求图书馆要在立足知识信

嘉宾，开通线上图书馆教育系统，对读者进行继续

息资源服务的基础上，向公众宣传自己的知识服务

教育。读者可根据自身需求在线上图书馆系统自主

平台，尽可能通过获取知名度，获得用户关注。知

选择课程、自主学习，以提高文化素质。这是我国

识经济时代，用户的需求已从单一的信息获取转变

最早基于图书馆形成的移动学习平台，随着后期计

为更高层次的知识需求。图书馆要想满足用户的这

算机网络的普及，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图书

种需求变化，就要竭尽所能构建移动学习平台，以

馆大多数建立了移动学习平台，依托资源、技术优

知识数据库为支撑，多渠道向用户推送信息。只有

势向用户提供教育培训服务。

如此，才能让用户与移动学习平台形成良好的互动

1 移动学习概述

关系，优化服务宣传与资源推广机制，让用户享受

1.1 移动学习的含义

到便捷的知识信息服务，进而健全图书馆的服务机

由于思维意识及信息传媒网络构建方式的不
同，图情界对移动学习有着不同的定义。中国科学

制。
2.2 调整工作计划与实施步骤

院情报研究所研究员董华将移动学习定义为“利用

移动学习时代，图书馆读者的教育培训创新实

无线信息传输系统及移动信息接受设备获取教育资

质上是图书馆基于用户需求变化就服务模式作出的

源、学习信息的创新性学习模式，应用目标是满足

调整，主要目的是提高读者的实践创新能力，让读

任何时间、空间中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也就是图

者能以高效的方式获取数据资源。值得关注的是，

书馆要在任何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为用户提供学习

图书馆作为文化服务机构，移动化的学习支撑平台

[2]

支撑” 。从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现状来看，移动

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图书馆有计划、有选

学习应从硬件设备、内容、目标 3 个方面进行分析

择、有内容地进行建设。一方面，图书馆应力求移

研究。其中硬件设备是基础，包括网络通信工具、

动学习网络覆盖的多元化，将不同的用户群体都纳

信息数据传输工具等。内容是移动学习的核心，主

入到学习网络中，调整工作计划。另一方面，图书

要包括用户的学习目标、学习出发点、学习规划及

馆要结合用户群体需求的不同就传统的教育方式进

未来发展方向等。目标就是用户基于学习平台所想

行创新，力求知识服务与培训教育同步衔接，调整

取得的预期效果、通过学习想达到的目的。移动学

实施步骤，提高用户体验。

习平台基于学习资源数据库和网络系统使用硬件设

2.3 优化服务流程与用户体验

备，与用户进行信息交互并使其达到预期的学习目
[3]

图书馆作为知识服务机构最基本的功能就是知

的，那么移动学习平台就达到了预期的使用价值 。

识服务与社会教育，为用户提供多种文献资源。基

1.2 移动学习的特征

于移动学习平台创新读者教育培训方式，实质上就

伴随着信息网络快速普及，移动学习模式受到

是以读者为中心，构建一种简单、实用、便捷的服

了广大用户的青睐。与传统学习方法相比，移动学

务模式，满足用户专业学科学习、知识获取的需

习具有 3 个特征：⑴实时性：用户只需借助信息终

求，促进读者形成良好素质，具有较高的文化素

端或是智能设备就可进行学习，不再受时间、地点

养。相关研究表明，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科研学

的限制。⑵条理性：移动学习平台中具有的课程架

者更倾向选择简化的信息查询工具，即便图书馆移

构和知识资源都是教育专家精挑细选出来的，通过

动学习平台所提供的信息服务有所缺陷，科研学者

整合构建确定的，结构分明，便于学习者自行选

也愿意尝试 [4] 。因此，移动学习时代图书馆读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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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读者自身素质

革，是以简化服务流程、提升用户服务体验为核心

移动学习时代图书馆读者教育培训机制的创新

的个性化服务模式，必须注重实际效果，尽可能提

是以培养用户良好学习习惯、具备较高文化素养为

高学科服务效率。

核心目的的。在信息服务中既要满足用户的差异化

2.4 创新服务模式与管理方式

需求，也要在立足文献资源高效利用的基础上创新

依托移动学习平台开展读者教育培训活动，是

知识信息管理方式，为用户提供包括文献信息检

一种创新的移动学习服务，借助信息网络和移动终

索、数据资源共享、移动咨询在内的多种知识服

端，图书馆能最大程度突破时空、地域的限制，为

务，帮助读者掌握移动学习平台的使用方法及电子

用户提供高质量的知识信息。主要内容包括线上信

书籍文献的使用技巧，充分发挥图书馆的教育功

息查询、数据资源检索、文献检索、个性化知识服

能，培养读者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务、学科知识搜索等内容，服务目的是向用户提供

4 移动学习时代图书馆读者教育培训创新的途径

包括电子文献、学科知识信息、文档资源在内的一

4.1 构建移动化学术平台

切数据资源，让用户以更加便捷的方式进行学习，

图书馆有必要构建移动学术交流平台，向用户

改变传统图书馆以实体资源为主的知识服务模式，

推送知识信息。该平台是虚拟社区概念的延伸，是

创新服务机制，促进图书馆员转变管理理念，创新

基于信息网络形成的数字服务机制。在远程教育领

资源管理方式。

域中，虚拟社区是一种有效的资源利用形式，注重

图书馆服务方式的创新需要一批素质过硬的图

专业学科知识的交流与利用。移动学习平台是基于

书馆员，需要具备专业知识的服务团队，包括：

图书馆知识数据库和开发者工具形成的服务系统，

⑴组织协调人员，这是图书馆服务团队的核心，把

包括微信工具、社交系统、关联性程序、线上工

握着移动学习服务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内容，是图书

具、应用平台和媒体平台等，面向用户提供社交、

馆服务体系构建的基础。⑵服务推广人员，负责移

信息查询、资源共享等服务。为了提高用户的服务

动学习平台的推广业务，承担着知识服务业务推广

体验，图书馆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技术优势，

任务。⑶咨询服务人员；咨询服务是移动学习平台

开发手机应用终端，借助移动化工具为读者创造良

推广、信息服务业务开展的必要基础，需要图书馆

好的信息交流环境，让读者使用移动交流平台自主

设置专门的咨询服务人员，结合用户的实际需求开

的分享知识、学习知识、进行学科信息交流。

展信息咨询服务，加强用户与图书馆之间的联系。

4.2 开展信息化教育活动

3 移动学习时代影响图书馆读者教育培训创新的因素
3.1 技术条件限制

信息化教育活动一直以来都是图书馆常用的服
务推广方式，但是以实体图书馆为主的教育活动已

从图书馆的发展趋势来看，移动学习时代图书

经难以满足用户文化素养建设的需求。同时，数据

馆受到技术条件限制，在电子文献管理、数据资源

库的线上资源共享方式已较为普遍，利用“微讲

应用方面还有所不足。一方面，是图书馆缺乏必要

座”、“微课”的方式面向用户开展信息教育活动

的技术条件支持，在数据库建设、网络平台构建方

已成为图书馆有效的学术服务方式。这类“微讲

面没有成熟的技术方案可供选择。另一方面，图书

座”的培训教育方式在移动学习时代有着广泛的应

馆依托信息网络开发建设移动学习平台缺乏专业的

用价值，有助于图书馆引导用户掌握学习技巧和方

技术人才，在技术人才储备和利用方面有所不足。

法，提高用户的信息素养。

3.2 服务团队影响

4.3 加快数字化文献移植

图书馆依托信息网络构建的移动学习平台需要

在信息时代，读者的文献使用习惯已经从纸质

有专业化的服务团队，图书馆员必须具有较高的素

文献转变到了电子文献资源的利用上，文献数字化

质和深厚的知识积淀，能够清楚用户的具体需求，

建设已相当完善，再加上纸质文献资源数字化加工

根据用户从事的职业为用户提供学术服务。同时，图

及应用机制不断完善，移动阅读在技术上不再存在

书馆应树立清晰的服务观念，了解移动学习的特点，

障碍。这些技术方法使图书馆向读者提供移动资源

能够根据用户的借阅习惯、文献检索习惯为用户匹

成为可能。国内一些高校图书馆与院系合作，由各

配文献数据，满足用户移动化知识共享的需求。

学科教师提供专业的教材目录，图书馆根据目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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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将其上传到特定的数

书馆读者教育培训创新的主要特征，为图书馆数字

字化平台上，供师生使用。实践证明，这种数字资

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图书馆应把握时机，根据用户

源使用思路有着较高的使用价值，可加快数字资源

需求和文献资源使用习惯向用户提供移动化知识服

移植，推进图书馆对文献数据进行数字化处理，为

务，在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方面有计

用户提供高价值的资源共享服务。

划、有目的的创新和调整，以满足用户及时化的信

4.4 建立网络化教育机制

息共享需求，促进教育培训模式创新，提高用户的

移动学习时代，图书馆要利用移动学习平台面

文化素养。

向用户开展网络教育，借鉴远程教育的思路，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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