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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媒体时代用户对决策信息有着广泛的需求，这将成为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转型的新方向。
高校图书馆应该围绕用户决策需求开展工作，积极创新信息服务机制，努力提高决策支持服务水平。高
校图书馆信息服务应向知识服务、多元化服务、主动服务的方向转变，强化与用户之间的交流，根据用
户需求，调整服务理念与工作方法，提供全方位的决策辅助，形成适应新媒体环境的全新服务模式，提
升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的社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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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formation Services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r Decision Support
LIU Su-qing, PENG Yan, HUI Zhong-yan, ZHANG Gui-rong, ZHANG Xiu-mei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huangdao 066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media era, users have a wide demand for decision-making information, which has
become a new direction of information service transformation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work around users’ decision-making needs, actively innovate information
service mechanism, and strive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decision-making support services. Information services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change to the direction of knowledge services, diversified services,
and active services,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with users, adjust service concepts and working methods
according to user needs, provide all-round decision assistance, form a new service model that adapts to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nd enhance the social competitiveness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decision support;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formation services
决策支持服务是信息机构有步骤、有目的地组

有助于其他用户获得可靠的决策知识。新媒体时代

织信息资源，为用户提供各种备选预案和专业指

信息传播途径发生变化，给传统的信息服务模式带

导，以保障用户决策的科学性。一个管理决策的提

来巨大冲击，促使高校图书馆转变服务思维，寻求

出，需要掌握大量专业、客观的数据，深入分析问

新的服务生长点。高校图书馆拥有丰富的资源，在

题，并提出可行方案。当今社会，能否准确获取与

信息服务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拥有熟练掌握先进

充分利用信息，成为衡量决策者水平的重要依据。

信息技术的人力资源，具备依托大数据挖掘以支持

决策支持作为全新的信息服务模式，在高校图书馆

管理决策的能力，这些都为其开展决策支持服务创

的应用，有助于实现教学目标、改善学习过程，也

造了条件。因此，高校图书馆应以扎实的信息服务
功底，以敏锐开放的眼光，从决策支持角度重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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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信息服务，分析现阶段的逻辑起点与难点，探索
合理的信息服务机制，以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转型发
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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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图书馆开展决策支持服务的意义

社会竞争力。

1.1 决策支持服务的概念

2 面向决策支持的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的逻辑起点

决策是在对大量信息进行采集、挖掘与创新的

高校图书馆与用户之间是相互依赖、互利共生

基础上，结合既往经验获得评判结果的过程。如今

的，只有充分满足用户的需求，培养核心竞争力，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信息资源迅速增长，信息环境

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而高校图书馆要想提升综合

更为复杂，各类机构与组织在决策制定阶段，越来

竞争力，就需要确立基本的范畴作为提升能力的着

越难做出正确的抉择。一些组织机构由于人力有

力点，即逻辑起点，以更好地为面向决策支持的信

限，或者缺乏信息资源整合经验，面对海量数据资

息服务提供指导。

源，很难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自然难以准确分

2.1 由文献服务转为知识服务

[1]

析问题并作出科学的决策 。这就有必要借助信息

随着移动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很多用户已经

服务机构的力量，由专业咨询人员提供可靠的决策

不再满足于获取简单的文献服务，而是希望获得更

支持，围绕决策提出的问题，多方信息采集、调研

多有价值的知识。高校图书馆也不再局限于文献管

与分析，形成可供决策者选择的意见与方案，进而

理，而是引入多种现代化技术，开发全新的信息服

保障决策的规范性、科学性。

务系统，以满足用户的一站式信息获取需求 [3] 。在

1.2 决策支持信息系统的形成

这样的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的工作模式发生变化，

高校图书馆决策支持服务的开展，就是围绕用

实现了文献管理的数字化，极大简化了文献管理流

户提出的问题进行信息资源采集分析，选择合适的

程，提高了文献流通效率。然而要想为用户提供高

信息梳理方法，形成满足决策需要的信息产品。在

层次的内容，就需要由文献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变，

这个过程中，涉及信息提供者、信息资源、信息使

通过对馆藏资源的整合提炼，让更核心的知识得以

用者、技术手段等多种因素，并在信息加工、传递

利用。现阶段很多图书馆开始推行知识服务，这些

的循环往复中，形成了完整的信息服务系统。该系

服务方式依托互联网运行，逐步得到公众的认可，

统中的信息来源广泛，高校图书馆作为信息提供

将进一步提升馆藏资源利用率。

者，需要拓展信息获取渠道，掌握多样化的信息处

2.2 由单一服务转为多元化服务

理方法，通过信息对比、整理、过滤与挖掘，将原

高校图书馆的传统服务包括图书借阅、文献检

始低层级的信息转化为较高层次的智力资源，从中

索等，由于模式单一，无法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

提炼出准确可行的结论性信息，为信息利用者提供

求。新媒体环境下用户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多，高校

决策支持。而系统的良性运转，需要良好的组织设

图书馆试图打破单一型服务，努力拓展服务方向，

计与统筹规划，也需要信息提供者、信息利用者之

让服务内容与方式更加丰富 [4] 。面对不同的用户群

间的密切交互，以有效反馈发挥决策信息的作用。

体与用户的个性化需求，高校图书馆需要制定有针

1.3 开展决策支持服务的意义

对性的服务方案，提供更多个性化服务内容，如个

知识经济时代信息资源的利用价值日益彰显，

性化定制、信息咨询、科技查新等，以更好地为广

越来越多机构开始重视信息组织与挖掘，期望从中

大师生、科研用户等提供服务。除了提供线下服

获得有价值的知识，以为科学管理与决策提供依

务，高校图书馆也可利用数字电视、微信等新媒体

据。而信息资源的海量增长，信息环境的日益复

工具，引入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不断创新在

杂，增加了决策者筛选决策信息的难度，也对他们

线服务模式，这不仅是拓展服务外延的需求，也是

的正确决策带来巨大干扰。高校图书馆作为信息存

适应信息时代趋势的必然方向。

储、咨询、服务机构，本身是社会决策体系的一部

2.3 由被动服务转为主动服务

[2]

分，在决策支持服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开展面

新媒体时代更多用户倾向于借助移动网络获取

向决策支持的信息服务，是高校图书馆改变传统服

信息，到馆阅读的用户逐渐减少，高校图书馆作为

务理念，发挥自身资源、人力与技术优势，针对用

师生获取信息主渠道的优势在逐步丧失。这些变化

户需求提供全方位知识保障的必要措施。决策支持

迫使高校图书馆转变服务方向，改变等待用户上门

服务也有助于图书馆优化信息服务模式，以数字

的僵化模式，积极挖掘与分析用户需求，进而掌握

化、智能化服务辅助决策，进一步提升信息服务的

信息服务的主动权 [5] 。现代信息管理系统与先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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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馆际资源共享不足

分析不同用户的特征与需求，进而主动为他们推送

面向决策支持的信息服务，本身对信息来源、

感兴趣的内容。如今高校图书馆常见的主动服务模

规模与处理手段存在较高的要求，需要高校图书馆

式包括新书推荐、文献速递等，能够主动为不同类

多方获取信息，获得更加完善、可靠的情报资源，

型用户推送最新信息，或者根据用户建议调整服务

以更好地辅助科学决策。目前我国部分高校图书馆

内容，节省了用户获取服务的时间，也有助于提升

通过校际合作的方式，促进文献传递和资源共享，

用户黏度。

在学术交流合作中取长补短，节约了资源采集经

3 面向决策支持的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的难点

费，也拓展了信息渠道 [7] 。区域内也可以学科专业

我国高校图书馆虽然在决策支持服务方面具备

为主题，有计划地整合馆际间的数据资源，也可与

优势，但实践探索的时间并不长，普及率不高，还

政府机构或民间组织协作，充分吸纳社会上的学术

需要克服数字化发展缓慢、服务方式滞后等多方面

资源，实现资源共建共享 [8] 。馆际资源共享是建立

的难题。

在平等、信任的基础上的，需要主导者、参与者在

3.1 数字化发展缓慢

利益权衡中遵守契约精神，共同开展信息资源整合

高校图书馆作为广大师生获取知识的殿堂，作

工作。由于部分高校图书馆长期沿袭封闭的办馆模

为辅助教学、科研的重要机构，在信息服务方面积

式，或者不愿意牺牲部分利益，不愿意共享特色文

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根据新媒体时代的发展趋势，

献，这就导致区域图书馆联盟建设困难重重，馆际

不断探索全新的信息服务模式。然而，统计表明很

资源的共享程度也不高。

[6]

多图书馆在数字化建设方面还存在阻碍 。一方

4 面向决策支持的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的路径

面，高校图书馆收集了大量纸质文献资源，这些文

高校图书馆要想提高信息服务职能，克服现阶

献的出版周期长，存储管理条件要求高，很难保障

段存在的难题，发挥决策支持在信息服务增值方面

信息资源的及时更新，也难以保障所有馆藏的数字

的作用，就需要强化与用户之间的交流分享，积极

化管理。另一方面，对馆藏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

调整服务理念与工作方法，充分运用新技术，形成

本身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引入新技术与新设备，由于

适应新媒体环境的全新服务模式。

经费、人力等方面的限制，导致很多图书馆数字化

4.1 更新服务理念与机制

建设滞后。即便是直接采购电子资源，也需要专业

作为公益性信息服务机构，面对新媒体时代用

人士进行维护管理，这本身是一笔巨大的开支，需

户对信息服务的新需求，高校图书馆有必要转变服

要图书馆综合考虑投入与产出效益，以合理的馆藏

务理念，积极应对大数据带来的挑战，认清高校师

建设规划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

生对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发生的变化，发挥自身优

3.2 服务模式粗浅滞后

势，改善主动服务意识淡薄、决策服务水平低下的

我国很多高校图书馆虽然开展了面向决策支持

现状，积极参与到市场化竞争中，时刻以用户需求

的信息服务，但多为提供阅读指导、文献检索等传

为中心，建立更为完善合理的服务机制。面对竞争

统服务方式，这些服务模式相对单一，仅是对文献

激烈的信息服务环境，高校图书馆需要牢记“用户

资源的简单加工处理，难以获得深层次的内容，也

至上”的理念，主动了解用户的个性化需求，采用

无法保障获得决策信息的完整性。在信息资源采集

会议交流、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掌握用户的兴

整理方面，由于很多高校图书馆倾向于外购数据

趣所在。同时要充分发挥馆藏资源优势，加大文献

库，或与出版商合作获取信息，这种采访方式虽然

资源建设力度，根据本馆特色构建决策知识库 [9] 。

可以获得丰富的信息源，但资源建设重复雷同的发

高校图书馆也要推进内部机制改革，组建专门的决

生率高，容易导致提供给用户的决策信息同质化。

策支持服务团队，定期组织开展业务培训活动，努

此外，高校图书馆为满足用户决策需求，虽然引入

力提高馆员的信息整合与知识挖掘水平，以优质高

了先进信息处理技术，但尚未建立长效用户反馈机

效的信息服务提升用户体验。

制，并不重视对用户反馈建议的收集，这本身就中

4.2 引入先进理念和技术

断了与用户的有效交互，导致馆员无法及时调整决
策支持服务模式，也丧失了创新服务手段的动力。

高校图书馆开展面向决策支持的信息服务，需
要可靠的信息技术作为支撑，以满足大数据处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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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知识挖掘的需求。为此，高校图书馆有必要摒

为用户决策提供专业信息支持的新型模式，也是适

弃落后的信息处理手段，将知识地图、语义分析、

应新媒体时代新需求的必然选择。该服务的特点决

数据挖掘等技术应用于信息服务中，全面提高信息

定了高校图书馆必须转变理念，引入新技术与新方

资源处理水平，为用户提供最为适宜的决策信息产

法，围绕用户需求组织开展各项工作。但是目前国

品。例如，为了获得更为完善的决策支持信息，高

内高校图书馆的实施情况并不乐观，很多图书馆依

校图书馆可以借助数据仓储、联机检索等技术，构

然沿用传统服务手段，缺乏对决策支持服务的深入

建可以统一处理大规模数据的在线环境，通过联机

研究。高校图书馆不应该固步自封，而是要开展广

分析、数据挖掘等方式，迅速找到可以辅助决策的

泛深入的合作，在信息交互中创新服务机制，发掘

隐性信息，形成全新的决策支持数据生成模式。此

更多有价值的知识，让面向决策支持的信息服务更

外，高校图书馆要利用其在人才、资源方面的优

为完善成熟。

势，根据不同用户的实际需求，强化与其他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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