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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当今互联网信息时代的迅猛发展，“互联网＋”与高校图书馆的融合也逐渐常态化。高
校图书馆要突破传统模式的服务壁垒，实现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精准把握师生读者的需求，完善数字
图书馆资源库，在线上线下开展阅读推广等，已成为未来发展的方向。本文从资源与数据、读者与空
间、途径与平台 3 个方面，探究“互联网＋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创新模式，以满足师生读者日益增长的
个性化、专业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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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ervic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YU Dong1, YU Ping2
(1. Weifang Medical University, Weifang 261053, China; 2.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ifang Medical University,
Weifang 26103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oday's Internet information era,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et +”
and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lso gradually normalized.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service barriers, achieve deep integration with the Internet, accurately grasp
the need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mprove the digital library resources, and carry out reading promotion online
and offline, which has becom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d the service innovation
model of “Internet +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ree aspects of resources and data, readers and
space, channels and platforms to meet the increasing personalization and professional need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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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积极
[1]

联网深度融合，把握师生读者的需求，精准定位，

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从国家层

提供创新性服务。

面提出了“互联网＋”未来的发展趋势。随着移动

1 “互联网＋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创新模式

技术、网络宽带、视频分享等技术的快速普及，

在高校图书馆服务领域，“互联网＋”可以概

“互联网＋”与高校图书馆的融合也逐渐常态化。

括为利用最新信息技术，如移动互联网、大数据、

与此同时，随着混合式学习、碎片化学习、移动学

云计算等，为师生提供个性化、专业化、高效化、

习、泛在学习等新的学习理念思潮的兴起，也为大

便捷化的服务。“互联网＋”为高校图书馆的服务

数据在高校图书馆的应用提供了实践的土壤。“互

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机遇，高校图书馆应不断创新服

联网＋”时代为高校图书馆带来的不仅是技术和硬

务模式，完善服务体系，为广大师生读者提供更智慧

件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服务理念的改变。新形势

的服务。本文从资源与数据、读者与空间、途径与方

下，高校图书馆应突破传统模式的服务壁垒，与互

式 3 个方面入手，探讨新模式的构建（见图 1）。
1.1 资源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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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是高校图书馆的基础，“互联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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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资源的含义不仅包括纸质资源，更应该包括电

求的是碎片化的阅读，更想体验的是创客空间的实

子资源，高校图书馆应越来越重视对数据化资源的

践活动，而线上订阅、线下体验已逐渐成为新的阅

开发。大数据时代，数据与资源同样重要。

读方式。
1.2.1

资源与数据

精准＋碎片化

在纸质阅读与电子阅读并存

的时代，读者更多地关注信息获取的结果，而不是

读者与空间

来源，也就是说在“互联网＋”时代，内容大于形
互联网＋

式。在快节奏的大数据时代，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
获取最有效的信息，节约时间成本，信息的精准度
就显得尤为重要。高校图书馆亦是如此，应当最大

途径与方式

可能地为师生提供精准度高的信息，避免不必要的
图 1 “互联网＋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模式体系架构

浪费。

要实现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读者的阅读需

“互联网＋”与高校图书馆的深度融合，首先要全

求还呈现碎片化的特征。这种碎片化，一方面是时

方位整合数据信息资源，充分挖掘各种信息资源间

间的碎片化，信息社会知识呈现爆炸式增长，让人

显性和隐性的内在联系，并建立完整的数据信息

很难有完整的时间和精力去捧着书本读书，如何利

库。读者不仅可以实现跨库检索，甚至可以跨载体

用碎片时间进行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和竞争力，已

跨平台知识检索，利用移动终端即可读取图书馆中

成为日趋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是读者认知需求的

每一条资源信息，有效促进跨学科、专业与领域的

碎片化，为了不断完善自身在某方面的认知结构，

1.1.1

整合信息资源，建立数据信息库

[2]

有机融合，实现读者利用资源的智慧化 。
数据信息库的完善还要通过对读者信息的收

读者会有选择性地学习知识碎片，从而促使学习者
进入了碎片化时代的微学习。

集，读者阅读服务的需求、模式、习惯和爱好等信

1.2.2

息，是图书馆读者信息大数据构建的依据和有效评

理场所，目的在于开展创意实践活动。其实践活动

[3]

创客空间

所谓创客空间，是真实存在的物

的主体是学生，教师则提供理论、技术等支持。在

估标准 。
云存储平台作为高校图书

创客空间里，学生参与实践活动，实现了对知识的

馆的硬件服务设施，可以为图书馆提供“云存储”

获取、分享和创新，这与高校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取

的功能。高校图书馆结合自身的优势，建立特色型

向具有一致性。一方面，高校图书馆可以利用馆藏

图书馆“云存储”平台，对大数据进行托管，将图

文献、数字技术、创新工具等，探索建立复合型交

书馆变成知识和信息的“银行”，“云存储”平台

流空间，为学生们提供“线下创新场所”；另一方

就像一台 ATM 机，师生对所需的信息随用随取，既

面，高校图书馆可以借助云资源平台建立打造“线

可以实现数据资源的“云存储”，也可以实现数据

上交流平台”，通过“创”课程、“创”数据、

信息的“云访问”。

“创”技术等，实现师生读者的信息交流、智慧碰

1.1.2

“云存储”平台

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是师生，“云存储”平

撞。因此，引入创客空间，也是“互联网＋”时代

台应不断满足师生读者的各种信息需求，例如，文

下的高校图书馆顺应潮流的表现。

献需求、知识需求、数据需求等。同时，师生读者

1.2.3

利用对“云存储”平台的访问，会逐渐形成个性化

的简称，是当前非常流行的产业链，是一种涉及

的读者行为，基于不同读者的行为喜好，云平台会

“线上订阅、线下体验”的新型消费方式，从而实现

利用这些云数据构建个性化的读者信息库。读者信

虚拟与现实的交互，具有移动性、社交性的特征。

息库反过来会对“云存储”平台进行完善，这些大

把 O2O 模式引入高校数字图书馆，可以挖掘潜在读

数据都将是资源信息库构建的重要依据。

者，拓展服务范围，从而提升服务质量和价值[4]。

1.2 读者与空间

O2O 社交网络空间

O2O 是 Online to Offline

O2O 与互联网关系非常紧密，在高校图书馆开

高校图书馆的读者目标群体主要为师生，读者

设 O2O 社交网络，可以构建基于“互联网＋”的线

对于图书馆服务要求的提高是促进图书馆转型的外

上空间和线下空间（见图 2）。线上方面，高校图

部推动力。“互联网＋”时代，师生读者更迫切需

书馆利用微信、微博、社交软件应用程序（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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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与师生读者交流和互动，可以及时了解读者的信

务空间与用户之间的有效互动 [6] 。网络可随身携

息动向，掌握读者的信息需求，细分师生读者群

带，师生的阅读方式从传统的纸质阅读向电子阅读

体，形成具有相同阅读倾向的读者圈，真正做到图

方式转变。手机、平板电脑等便携式、具有高度互

[2]

书馆与读者零距离 ，实现信息资源的最大化价

联功能的移动电子装备，成为用户获取信息的主要

值。线下方面，可以举办读书沙龙、专题研讨、交

渠道。因此，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建设也应逐步

流分享等体验活动，保障线下的服务能为师生读者

重视数字资源的建设，而云阅读平台的搭建，则跨

提供良好的行为体验，树立线下活动品牌，营造泛

出了建设性的一步。

在图书馆环境，从而推动线上、线下空间的共同发

云阅读平台主要包含两大部分，一是线上的阅
读推广，可以建设图书馆网站、构建基于不同行为

展。
方式

途径

目的

主体的读者群，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开展阅
读推广工作。二是移动终端的访问，需要整合信息
资源，建立数字图书馆，师生读者通过手机、平板
电脑等移动终端随时访问。
云阅读平台的构建，表明读者的阅读、信息获
取已不再受到时空的限制，通过读者行为的数据收
集与处理，还可以构建个性化的服务体系，为打造
“互联网＋”时代的阅读推广奠定了基础。
2 小结
“互联网＋”犹如一架桥梁，将图书馆与图书

图 2 基于 O2O 模式的线上、线下空间体系结构

馆之间、图书馆与读者之间实现了有机链接。高校
图书馆作为一个有机的发展体，为满足师生读者日

1.3 途径与平台
高校图书馆借助互联网技术为读者提供平台，

益增长的个性化、专业化需求，必须不断拓展服务

如 MOOC 学习平台、云阅读平台等，师生可以利用

范围，创新服务内涵，而“互联网＋”的出现，对

这些平台实现信息的获取、知识的学习。

于高校图书馆而言，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可预见的

MOOC （ Massive Open

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时代将会有

Online Course，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其课程模

越来越多的智慧图书馆涌现，也会有更个性、更高

式起源于基于互联网的开放课程，是近几年来在教

效的服务模式涌现。

育领域内最热门的议题之一。MOOC 就是一所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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