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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图书馆知识共享服务模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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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共享服务已经逐渐成为高校图书馆的基本服务之一，对知识共享服务模式进行研究，可
以为高校共享服务模式的创新提供参考，促进知识共享。文章梳理了当前我国高校图书馆知识共享服务
的 4 种模式：即时交互模式、任务驱动模式、资源推送模式、媒体直播模式，对其现状进行分析，并着
重从馆藏体系、人才队伍、资金建设等方面分析了现阶段高校图书馆知识共享服务存在的问题，最后从
管理制度创新、建设门户网站、建立联盟体系、构建馆藏体系等方面提出了高校图书馆知识共享服务的
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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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Knowledge Sharing Service Mode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HUANG Le-yan
(Qian Jiang College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Knowledge sharing service has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basic services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study on knowledge sharing service mode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innovation of sharing service mod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mote knowledge sharing. This article
combed out the four modes of knowledge sharing service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instant interaction mode, task-driven mode, resource push mode and media live broadcast mode, analyzed their
present situation, and emphatically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knowledge sharing service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present from the aspects of collection system, talent team and capital construction.
Finally, the article put forward the innovative path of knowledge sharing service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aspects of management system innovation, construction of portal website, establishment of
alliance system and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collection system.
Key words: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nowledge sharing; mode; innovation path
高校图书馆为高校师生提供咨询、检索、导航

日俱增，图书馆的服务模式也在不断的创新和发

等基本服务，同时也要从知识共享角度出发，为用

展。知识共享服务打破时间、空间的桎梏，让高校

户提供更为个性化的服务。现阶段，我国各高校图

师生享受到信息化和数据化的服务，更好地培养高

书馆积极开展知识共享服务，初具规模，形成了多

校师生的信息素养。知识共享服务的开展为学生创

种知识共享服务模式。本文对国内高校图书馆知识

建了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场所，如小组研究学习室、

共享服务模式进行细致的研究分析，以期完善和创

参考咨询服务区等，学生、教师及科研人员在这些

新服务模式，发挥图书馆在知识共享方面的价值。

场所可以进行知识交流和研究。信息时代的来临，

1 我国高校图书馆知识共享服务现状

导致很多的高校图书馆服务项目被边缘化，尤其是

高校图书馆开展知识共享服务工作的重要性与

一些需读者到馆的服务项目，高校图书馆开展团队
知识服务工作很好地解决了图书馆发展过程中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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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危机，提升了高校图书馆的整体竞争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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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高校图书馆知识共享服务模式较多，
主要有即时交互模式、任务驱动模式、资源推送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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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媒体直播模式，在不同的场景之下选择更合适
的服务模式能更好地实现知识的共享（见表 1）。

表 1 国内高校图书馆知识共享服务模式比较分析
共享服务模式

结构形式

优点

缺点
信息碎片化

应用
QQ 群、微信群聊等

即时交互模式 网状结构

简单；应用广泛；流量耗费少；即时快捷；双向流动

任务驱动模式 总线型、Y 型

流量耗费少；双向流动；个性化服务；知识具有结构性 难度较大

电子公告板、虚拟社区、微博、博客等

资源推送模式 星型、总线型

简单；能实现知识的二次转化；知识具有结构性

流量耗费大

微信公众平台，QQ 群文件共享等

媒体直播模式 星型、Y 型

应用广泛；全面系统；知识具有结构性

流量耗费大；难度

视频直播、远程视频系统等

较大；单向流动

1.1 即时交互模式

最常用的服务模式，能充分调动团队内各成员的积

即时交互模式在知识共享服务模式中是最为简

极性，使更多的图书馆用户参与其中。媒体直播模

单的一种，其主要目标是使知识共享主体之间相互

式常常需要在无线局域网络环境中进行，并且常常

了解，即时快捷地满足用户需求，形成良好的共享

以动画、视频等消耗较大流量的形式播放。

氛围，采用横向、纵向的网状服务结构，最大限度

2 我国高校图书馆知识共享服务存在的问题

地覆盖信息消费者和信息生产者，并且为用户搭建

2.1 馆藏体系不健全

即时交流的平台，使用户与馆员、其他用户进行即

对于图书馆来说，馆内的文献储藏量在一定程

时交流，在交流过程中用户既可以是信息的消费者

度上代表了这个图书馆的综合实力，基于此，我国

也可以是信息的生产者，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信息的

很多高校图书馆盲目追求图书馆文献的数量，一定

[2]

双向流动 。主要应用于团队之间的互动交流。

程度上忽视了文献建设的质量，造成了馆藏体系不

1.2 任务驱动模式

科学、不灵活的现状。一般来说，各个高校都有其

任务驱动模式存在一定的难度，其目标是为了

重点学科，为了进一步发展其重点学科，提升重点

满足各类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常采用“Y 型”服务

学科排名，很多院校会着重开展重点学科的文献采

结构。任务驱动模式仅能在很小的范围内产生影

访，将大部分的建设资金都投入到重点学科的馆藏

响，当高校图书馆用户有个性化的服务需求时，往

体系建设中来，直接造成了其他学科和专业的文献

往采用此种服务模式。此外，这种服务模式对于信

资源不足，这种“长短腿”的馆藏体系不仅在结构

息资源的要求不高，既能实现隐性知识的共享，也

上不合理，同时也严重阻碍了其他学科的发展[5]。

能实现显性知识的共享[3]。

2.2 专业队伍缺乏

1.3 资源推送模式

在开展知识共享服务过程中，专业的服务队伍

资源推送模式在高校团队知识服务共享模式中

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不仅要求工作人员对馆藏资

的影响范围最大，其目标是实现知识的储存、大范

源的分布了如指掌，同时要求其能熟练操作各类专

围的传播和共享，满足大众需求，辅助科学研究。

业的设备、软件等。而就目前阶段而言，大多数高

资源推送模式在大多数的知识主体中都能轻易实现

校图书馆在开展团队知识共享服务之前，并没有对

共享，并且能通过消息的逐级传播实现信息的二次

管理人员及基层馆员进行系统培训，即使有少数的

[4]

转化 。该模式常见于图书馆团队发布各类信息，

高校图书馆制定了培训计划，也是零星的、不系统

信息仅能从信息生产者流向信息消费者，常以文

的。由于馆员专业素质的缺乏，使得高校师生难以

字、视频及大型文件的形式出现，往往会耗费大量

在图书馆内得到应有的团队知识共享服务。此外，

的流量。此外，这种模式仅对显性信息有效。

高校图书馆知识共享服务才刚刚起步，需要一批具

1.4 媒体直播模式

有专业素质的工作人员对此项服务进行推广，而专

媒体直播模式是在互联网技术的基础上衍生出
的一种团队知识服务模式，其目标是开展系统全面

业服务队伍的缺乏令团队知识共享服务难以起步。
2.3 资金投入不足

的知识共享，利用各类视频、直播进行学习交流，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云计算技术的不断普及，图

提升服务。现阶段在高校图书馆内的应用相当广

书馆正处于不断的建设、变革中，一站式、电子阅

泛，是高校图书馆开展各类培训、讲座及内部交流

览室、全开架预览等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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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用户在短时间内迅速增长，但随之也出现了

强各高校图书馆的交流和合作，但联盟建设并不是

相应的问题。图书馆不断的建设和变革需要极大的

一蹴而就的，高校图书馆在未来的发展中，必将不

资金投入，而仅仅依赖高校每年用于图书馆建设的

断加强联盟体系的建设 [8] ，在相关技术的支撑之

拨款是远远不够的。高校图书馆知识共享服务正处

下，对联盟内各成员馆的文献进行整合，保证深层

于起步阶段，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此外，高校

次共享联盟数据，实现联盟内的知识共享，让更多

图书馆知识共享服务的开展，要求馆内服务人员的

的用户享受到知识共享服务所带来的快捷。

数量和层次都有相应的增加，但由于资金的缺乏，

3.4 构建馆藏体系，确定优势专业

很多需要掌握文献共建共享技术技能的岗位都处于

每个高校都有其优势专业，而高校图书馆在馆

空缺状态。

藏资源分布上也会侧重于优势专业资源。科学合理

3 我国高校图书馆知识共享服务的创新路径

的馆藏体系对于高校的发展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

3.1 管理制度创新，推进知识共享进行

用，也能对优势专业的发展有所推动，但仅仅重视

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是保证图书馆开展各项服

优势专业的资源建设，对于图书馆的长期稳定发展

务的基础。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的其他各项服务

是极为不利的，馆藏体系的建设重点在于资源的合

制度都比较完善，但针对知识共享服务的相关制度

理分布，为了谋求更加长远的发展，高校图书馆应

却较少。知识共享服务已经是当今图书馆的基础服

逐步实现馆藏资源体系的合理分布。一般来说，高

务之一，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中，高校图书馆知识共

校都有优势专业、新兴专业和普通专业，高校图书

享将不断地适应社会的发展，推进知识共享的进

馆要在保证优势资源文献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加强

行，创新知识共享的管理制度，例如，对图书馆内

对普通专业和新兴专业文献的建设，实现信息资源

的知识贡献者进行物质和精神奖励，将知识共享项

的合理分布。此外，高校也要考虑普及类读物及畅

目纳入到员工绩效考核中。各个高校图书馆有其自

销书的采购，不断完善馆藏体系的科学合理。

身独特之处，未来更多的图书馆将充分利用自身的

4 结语

优势资源，开展各项知识共享活动，举办兄弟馆联
[6]

分析和研究知识共享服务模式，是为了高校图

谊活动，促进知识共享的进行 。科学合理的管理

书馆能够更好地创新，希望能充分发挥我国高校图

制度充分地调动了馆员的工作积极性，实现从被动

书馆的职能，进一步深化知识共享服务。

知识分享到主动知识共享的转变，同时也让用户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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