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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资源与服务·

移动新媒体时代图书馆数字阅读环境建设研究
何蛟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图书馆，辽宁 大连 116011
摘要：移动新媒体时代，图书馆数字阅读环境建设以数字化阅读技术平台为关键，数字化馆藏资源
建设是核心，移动新媒体格式资源存储格局是保障。数字阅读环境建设的特点为利用多媒体社交平台，
打造快传快递阅读环境；创新线上活动，开展多样化推送服务；依托互联网技术，开发多元化主题活
动。数字阅读环境建设的策略为更新管理理念，提高数字化建设意识；重视数字资源建设，保障数字阅
读环境；应用移动新媒体技术，重视加强网络导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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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Digital Reading Environment in Mobile New Media Era
HE Jiao
(Library of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11,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mobile new media, the ke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digital reading
environment is the digital reading technology platform,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ollection resources is the
core, and the storage pattern of mobile new media format resources is the guarante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eading environment is characterized by making use of multimedia social platform to create a fast express
reading environment; innovating online activities to carry out diversified push services; relying on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to develop diversified thematic activities. The strategies of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eading
environment is to renew the management concept and improve the consciousness of digital constructio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and to ensure the digital reading environment; to apply mobile
new media technology and to strengthen network reading guidance.
Key words: mobile new media; libraries; digital reading;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阅读是一种重要的获取知识的方式，是提高人

献资源。移动新媒体创新了图书馆阅读环境建设，

文素养的重要方法。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达和普

如何优化图书馆数字阅读环境成为图书情报界的研

及，人们的阅读方式也发生了数字化改变。传统的

究热点。

图书馆资源与环境建设以纸质图书文献为中心，强

1 移动新媒体时代下读者用户的阅读形式

调物理环境的实用性。在移动新媒体环境下，图书

在移动新媒体时代，读者的阅读渠道主要依靠

馆的阅读环境建设工作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向着虚

互联网，呈现出纸质阅读与电子阅读并存的特点。

拟化、网络化转变。图书馆数字阅读环境建设有助

不同于传统纸质文献阅读的单一形式，移动新媒体

于打造相对公平的数字化阅读服务，让每一个读者

时代下读者的阅读形式呈现多元化趋势。随着我国

可以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都能阅读到需要的文

经济建设的不断提高，人们物质生活得到充分保
障，随之而来的是读者用户对阅读资源的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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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高，不仅要求丰富的数字化阅读资源，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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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多元的资源格式。从“纸面”阅读过渡到“界
[1]

面”阅读，改善了读者阅读体验 ，同时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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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图书馆服务。
2.3 移动新媒体格式资源存储格局

数字阅读环境带来了挑战。移动新媒体环境下，图

图书馆数字阅读环境的建设要形成以数字化信

书馆要增加图片、文本、视频等类型的知识资源，

息技术平台为中心，集成互联网、手机、多媒体应

迎合读者的阅读需求，保证知识资源的多元供应，

用等全媒体的储存格局，通过多种方式为读者用户

从资源储备到呈现格式，都向着多元的趋势发展。

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知识资源传播途径。数字阅读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应用手机阅读成为年轻

环境的建设并不拘泥于某一馆或某一局域网，而是

人推崇的阅读方式。根据我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 36

相对开放的、辐射范围广泛的整体环境，读者用户

次调查结果显示，截至 2017 年，我国的手机网民已

可以通过移动新媒体的渠道获取和浏览资源，并能

经达到全部网民的 80%，约有 4.8 亿人之多，手机

够追溯到资源的元数据库，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与

[2]

成为移动多媒体时代上网终端的龙头 。此外，我

有效性。

国三大手机运营商都推出了手机报、手机电子书等

3 移动新媒体时代图书馆数字阅读环境建设的特点

服务，也推动了移动新媒体环境下移动阅读的潮

3.1 利用多媒体社交平台，打造快传快递阅读环境
移动新媒体环境下，多媒体社交平台应运而

流，图书馆数字阅读环境建设势在必行。
2 移动新媒体时代图书馆数字阅读环境建设构成要素

生，如微信、微博、QQ 等，数字图书馆可以充分

移动新媒体时代图书馆数字阅读环境建设构成

利用多媒体社交平台，锁定目标群体，打造快传快

要素有数字化阅读技术平台、数字化馆藏资源建设

递的数字资源阅读。例如，数字图书馆可以节选专

与移动新媒体格式资源存储格局 3 个方面。其中，

业性强的文献内容发布到微信公众号，吸引相关领

数字化阅读技术平台是关键，数字化馆藏资源建设

域的读者用户关注。利用多媒体社交平台进行应用

是核心，移动新媒体格式资源存储格局为保障。

一体化，将数字信息推送给各类各领域的目标读

2.1 数字化阅读技术平台

者，扩大图书馆的数字资源服务范围，营造广泛的

数字化阅读技术平台在移动新媒体时代图书馆

数字阅读环境，使图书馆数字服务充分与移动新媒

数字阅读环境建设中起到关键作用，它包括计算机

体时代融合，提高读者用户对数字资源的认识和了

系统、数据库系统与网络通讯系统。图书馆建设的

解，提升数字图书资源的利用效率。

数据库不局限于某一个图书馆使用，而是依托于广

3.2 创新线上活动，开展多样化推送服务

义上的网络通讯系统进行网络内共享，移动新媒体

移动新媒体时代图书馆数字阅读环境建设的特

时代为图书馆数字资源的交互提供了环境，图书馆

点还体现在创新线上活动，开展多样化推送服务。

既要保持原有的服务功能，又要在移动新媒体平台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图书馆进行了多

上进行创新，打造广泛的、互联的信息交流空间，

种多样的线上活动，如为读者交流搭建平台、数字

拓展数字资源的服务功能，呈现出互动性与立体性

资源碎片化阅读、网站主页签到阅读等。移动新媒

[3]

的特征 ，推动数字化资源的广泛阅读。

体时代进一步创新与丰富了线上推广服务，例如推

2.2 数字化馆藏资源建设

出图书馆应用程序（APP）供手机用户下载，手机

数字化馆藏资源是移动新媒体时代图书馆数字

用户可以通过 APP 进行资源查询与获取、我的图书

阅读环境建设中的核心要素，其数量与质量直接影

馆、热点信息、在线问答、资源互借等操作，这种

响着数字阅读环境的建设水平。图书馆数字化资源

主动的、灵活的推送服务方式，可以更深入地促进

主要是应用数字化处理技术，对馆藏资源进行规范

读者与数字图书馆之间良好有效互动，建设积极的

化整合，这个环节主要是通过标准通用标记语言

数字阅读环境。从当前的一些图书馆开展的数字资

（Standard Generalized Markup Language, SGML）来

源推送服务情况来看，多样的活动主题与推送服务

实现的，以确保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与移动新媒体平

方式获取了更多的点击量，促使图书馆资源高频率

台格式相匹配。除此之外，数字化馆藏资源建设还

更新，优化了数字阅读环境建设[5]。

要重视信息的深度开发，强调资源的挖掘与关联，

3.3 依托互联网技术，开发多元化主题活动

既要从数量上满足读者用户的需求，还要在质量上
[4]

进行集中开发，提高数字化馆藏资源的利用效率 ，

主题活动的多元化也是移动新媒体环境下图书
馆数字阅读环境建设的一个突出特点。读者用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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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数字图书馆的服务不能拘泥于

性；最后，图书馆的数字资源还要对网络上的信息

单一的专业领域和单一的形式，根据对读者用户需

进行收集，有序地归类整合到数据库中，对数据资

求的调查，图书馆可以打造出多种主题的阅读环

源进行深度挖掘和关联，形成新的知识体系[6]。

境，如针对中小学生读者，图书馆可以开发科幻、

4.3 应用移动新媒体技术，重视加强网络导读工作

生物、环境等阅读主题，让他们在家长的监督下，

网络导读是图书馆资源服务工作的延伸，是应

参与到线上阅读活动中来。针对专业性较强的读者

用移动新媒体技术的具体表现，图书馆为了打造完

用户，则可以开展相应领域的专业图书阅读会，以

善的数字阅读环境，需要设置网络导航、网络培训

提升读者的专业素养及工作技能。依托互联网技

等服务板块。传统的网络导航、培训等服务是通过

术，图书馆数字资源格式丰富多样，可以开展多种

图书馆主页完成的，移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导读

主题、多样形式的数字资源服务，打造题材广泛、

工作可以通过移动终端设备完成，例如数字图书馆

紧跟社会潮流的阅读环境，吸引更多的读者参与。

微信公众号、APP 等都具有导航的操作。除此之

4 移动新媒体时代图书馆数字阅读环境的建设策略

外，图书馆的网络导读工作还包括思想道德教育、

4.1 更新管理理念，提高数字化建设意识

网络培训技能等。同时，读者用户还可以通过微信

移动新媒体时代是数字化的时代，图书馆应该

公众号、微博账号、APP 向图书馆提出意见或建

依托互联网，强化数字化资源建设，领导全民读者

议，加强图书馆的个性化建设。

进行数字阅读。尤其是要重视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

5 小结

积极引导，提高他们的数字化建设意识，使图书馆

移动新媒体时代新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各

传统服务与数字化服务并行，跟上数据大爆炸的趋

界的革新，也为图书馆数字阅读环境建设带来了新

势。移动新媒体环境为图书馆发展提供了机遇，同

的发展机遇。图书馆应该抓住新媒体环境数字阅读

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图书馆要主动更新管理理

的新特点，采取适当的手段和方法，为读者构建良

念，打造良好的数字阅读环境，采用新技术和新设

好的数字阅读环境，促进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提升。

备，积极发挥图书馆文化阵地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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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还要增加影音视频格式的资源，增加资源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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