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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用户对文献资源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提出了很高的需求，区
域图书馆联盟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构建成为了时代的要求。文章首先介绍了区域图书馆联盟文献资源保
障体系构建的现实基础，然后从管理体系、构建思想、建设标准等 3 个方面对现状进行了分析，最后从
资源建设、制度建设、联盟建设、系统更新等角度提出了区域图书馆联盟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构建的具体
路径，以期能为我国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构建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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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Library Alliance Literature Resources Strategic Security System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I Juan
(Library of Jiangsu Maritime Institute, Nanjing 21117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sers have high demands on the literature resources
both in terms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library alliance literature resources strategic
security system has become the requirement of the era. This article first introduced the realistic foundation for
establishing regional library alliance literature resources strategic security system, and analyzed the status quo
from three aspects of manage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ideas and construction standards. Finally, it proposed the
specific path of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library alliance literature resources strategic security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resource construc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alliance construction and system renewal, with the
purpose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resources strategic security syst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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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区域图书馆联盟文献资源

献资源保障体系。

保障体系的构建是实现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主要途

1 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构建的现实基础

径，是时代的新要求。区域图书馆联盟是一个地区

1.1 信息化水平的提升

乃至一个国家主要的文献信息中心，其文献资源共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的经济、科学技

享水平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文化建设水

术等不断发展，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形成了覆盖

平和科研水平，构建区域图书馆联盟文献资源保障

全国的网络 [2] 。在信息化技术的推进之下，我国各

体系已迫在眉睫 [1] 。要从制度、管理、资源及科技

地区的网络不断完善，骨干网络也在逐步完善中。

等多方面入手，构建形成完善的区域图书馆联盟文

就目前来说，我国的互联网技术已经相当完善，基
础设施的建设也具有了相当的规模，绝大多数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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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都建成了数字图书馆，基本实现了图书馆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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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管理。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为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构

各图书馆的实力、资源类型、数字化程度之间的差

建提供了技术保证。

异，影响到区域图书馆联盟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

1.2 “一带一路”科技教育规划的出台

综合建设，究其根本原因就是，联盟内的管理体制

从 2004 年开始，国家不断增加图书馆建设方面

不够健全，联盟很难对各个成员馆进行有效的宏观

的投入，并设立了相应的专项资金，用于建设国家

调控[5]。

科技平台共享机制，有效整合我国科技资源。早在

2.2 构建思想落后，缺乏主动服务意识

2003 年，我国教育部就出台了教育振兴计划，旨在

我国在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建设方面起步相对较

建设一批一流大学、重点学科，提升我国的科研水

晚，还没有形成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建设的意识，这

[3]

平 。在此项计划中，区域图书馆联盟文献资源保

影响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在各方面的建设。一方

障体系的构建也是重点内容，以协助调控我国的学

面，联盟管理机构对于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建设没有

科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加深国际之间合作。在

管理意识。我国绝大多数的区域联盟管理机构的管

“一带一路”倡议下，科技教育兴国的为我国区域

理成员来自于联盟内大型图书馆的管理阶层，缺乏

图书馆联盟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机遇。

共建共享的意识，同时也难以兼顾到联盟内一些小

1.3 成功典范的出现

型图书馆的利益，这给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建设造

在国家各项政策的保障之下，在信息化技术的

成了极大的阻碍。另一方面，图书馆服务人员对于

推进之下，我国已经在国家层面上实现了文献资源

区域图书馆联盟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建设的意义没有

保障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

较为深刻的认识，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下图书馆

心”文献保障体系的建设。其建设的成功为我国区

用户的需求没有足够的了解，无法顺应时代潮流，

域图书馆联盟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构建树立了典范，

变传统的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也无法将数字文化

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在我国的发达地区，区域

资源及时融入到管理工作中。

图书联盟的发展较为成熟，其联盟内资源保障体系

2.3 数字资源繁多，缺乏统一建设标准

的构建也相对较早，在国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结

在大数据背景下，数字化资源已经成为了主

合我国区域联盟的建设现状，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我

流，因此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构建就要立足于数字

国国情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建设方法。在“一带一

化文献资源。数字化文字资源不同于传统的文献资

路”的倡议下，沿线国家的经济、政治、教育联系

源，其结构的构成十分复杂，内容十分多样，并且

日益紧密，为我国区域图书馆联盟文献资源保障体

资源类型比较零散，对文献进行统筹管理的难度较

[4]

系建设提供了保障 。此外，在教育科教兴国的政

大。“一带一路”倡议下，数字化资源数量激增，

策之下，我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经过了数年的

直接造成了数据的无序化。此外，我国区域内图书

建设后，已运行得相当成熟，为区域图书馆联盟文

馆联盟各成员馆的数据库存在差异，在文献资源保

献资源保障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较大的技术、管理等

障体系建设方面缺少统一标准，使区域联盟内的各

各方面的支持。

项跨馆服务无法正常开展，削弱了区域图书馆联盟

2 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构建的现状

的服务作用，“一站式”检索文献成为泡影[6]。

2.1 管理体系不健全，缺乏宏观规划

3 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构建的具体路径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不断地呼吁加强

3.1 资源建设

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但由于管理的不健全，区域图

资源建设是区域图书馆联盟文献资源保障体系

书馆联盟文献资源保障体系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建

建设的重中之重，对于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构建起

设过程中发现，我国绝大多数的图书馆都以自身为

着决定性作用。资源建设主要从 3 个方面入手。首

核心，开展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建设，因此重复建

先，文献资源建设。我国区域图书馆联盟建设已经

设的现象十分严重。联盟内的各成员馆的实力参差

有相当长的历史，业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其运

不齐，大型图书馆在建设时往往只会考虑本馆的现

作方面却一直都处于被搁置状态，这无形中为文献

实情况，对于其他小型馆来说，其建设方案往往会

资源保障体系建设增加了难度。因此，“一带一

令其“水土不服”。区域图书馆联盟建设的初衷就

路”倡议下，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建设要立足于现阶

是要让各个图书馆之间能协同发展，但往往会因为

段图书馆联盟的现状，从联盟管理入手，扎根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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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对文献资源进行立体化的保

源保障体系构建还包括系统的维护及更新，这是保

护。其次，数据库的建设。数据库是文献资源保障

证文献资源保障体系与时俱进的重要方法。信息资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联盟内各图书馆进行数据

源保障体系是一个需要对自身进行完善和更新的系

库的统一管理极具必要性。现阶段，数字化资源类

统，要想确保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常新，就要从其

型繁多，且缺乏相应的制度和规范引导，数据库的

基本构成、数据库管理、联盟管理、运作机制、资

[7]

建设难度较大 。因此，需要从国家层面出发，对

源配置等各个方面入手，定期向联盟管理部门及政

联盟内图书馆数据库的类型及模式等进行引导。最

府反馈信息及绩效评估的结果，再根据反馈对文献

后，网络信息资源建设。在“一道一路”倡议下，

资源保障体系进行合理规划，保证体系的与时俱

网络信息资源成为信息资源来源的主要途径，对网

进。此外，科技也在不断的发展中，技术对文献资

络信息资源的搜集和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区域图

源保障体系构建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系统更新也

书馆联盟要吸取国外网络信息管理的经验，不断尝

包括了技术的升级，随着资源信息的增加，对数据

试新的模式，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管理。

库的存储空间和技术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我国区

3.2 制度建设

域图书馆联盟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有着多体系的特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文献资源保障制度的
建设是区域图书馆联盟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构建的重

点，难度不断攀升，技术的更新异常重要。
4 小结

点内容，完善的制度能为文献资源保障体系保驾护

构建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是实现文献资源共建共

航，促进图书馆的良性循环。制度建设的核心工作

享的主要手段，同时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时

是文献采访，采访工作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图书馆的

代要求。我国在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构建方面起步相

服务质量。完备的制度要对采访工作的资源分配、

对较晚，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不断探索文献资源

资金分配等方面进行合理规划，确保文献符合学术

保障体系的构建路径异常重要。文章从资源建设、

发展动态、读者需求等。此外，区域联盟内各图书

制度建设、联盟建设及系统更新 4 个方面探索了文

馆在文献资源的储备方面都有其侧重，因此各成员

献资源保障体系的建设路径，以期能给我国区域图

馆的读者层次、文献类型及数量都有着明显的差

书馆联盟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构建方面提供参考。

异，制度的建设就在于将各成员馆的优势文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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