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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阐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概念及特点的基础上，就图书馆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作用进
行了分析，包括强化各参与主体协同性、增强企业与政府主导作用、提供创新资源与服务等内容；探究
了影响图书馆学科服务团队的因素，包括学科馆员服务意识、服务素质、学科服务任务协调等问题；最
后从加强学科服务团队素质建设、完善管理体系、设置学科服务评价反馈机制、构建学科服务平台等角
度，归纳出图书馆学科服务团队效能的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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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ffectiveness Improvement Path of Library Subject Service Team Based 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SONG Jian-xin
(Fengnan District Library of Tangshan City,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explaining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this article analysed the role of libraries i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collaboration of participants, enhancing the leading role of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s, providing innovative resources and services, and explored the elements affecting
library subject service team, including subject librarians’ service consciousness, service quality, subject service
task coordination and so on. Finally, it summarized effectiveness improvement path of library subject service
team from the aspects of strengthening the quality construction of subject service team, improving management
system, setting up feedback mechanism of subject service evaluation, and constructing subject servic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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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图书馆在推动社会

效益分配，实现科学技术创新。但从目前产学研协

产业升级、科学研究、学术交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

同创新情况看，还存在创新力不足和各参与主体无

重要的作用。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科研机构、

法有效协同的问题。图书馆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提

高校、企业、政府部门在科学技术的引领下开展了

高学科服务团队效能，可更好地为科学技术创新提

各种科学技术创新活动，有效地推动了科学技术进

供支持，提高学科服务质量

步。图书馆以协同理念为基础，在保障科研机构、

1 产学研协同创新

企业、文化服务机构科学信息共享的同时，制定分

1.1 概念

工细致的合作契约，共同攻克科学技术难题，开展

协同理念最早由德国学者 Heman Hawking 于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他指出：“系统中各个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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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要素能够相互配合推进系统整体效率提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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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协同。” [1] 在不同的学术层面，协同创新有着

现流通，保障各参与主体能够直接获得资源支持[3]。

不同的解释。从社会角度来看，产学研协同创新是

此外，图书馆应为各参与主体提供智力服务，发挥

将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图书馆等机构全面组织起

引领和指导作用，提高参与主体的协同性。

来，以科学技术创新、知识深度挖掘、科技成果共

2.2 增强企业、政府在协同创新中的主导作用

享作为主要目标，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的过程。从

图书馆是重要的社会服务机构，承担着社会教

图书馆角度来看，协同创新是图书馆实现各创新要

育、科学技术支持、信息服务、知识服务等职能。

素共享，并保障各个要素能协同一致，实现创新。

作为为科研机构、企业及政府提供智力支持的部

1.2 特点

门，图书馆智力服务水平的高低及学科服务团队效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参与主体包括科研机构、图

能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协同创新水平，政府能否在第

书馆、政府部门、高校、企业等，并与中介机构、

一时间获得决策支持，企业能否快速获得知识资源

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寻求科学技术信息及资金的支

和市场情报，与图书馆服务密切相关 [4] 。图书馆拥

持，使科学技术成果能及时转换为生产力，生产出

有海量优质的信息资源，为政府部门、企业提供智

优质产品推向市场。产学研协同创新需要多种参与

力支持和信息情报，根据协同创新需求不断调整馆

力量，是涉及多个领域、多方面因素的复杂系统。

藏资源结构，保障知识服务的专业品质。企业和科

产学研协同创新不仅要保障各参与主体分工合

研机构参与协同创新依赖图书馆高品质的资源，而

作，也要保障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相适应。产学研

图书馆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增强企业和政府的作用，

协同创新的特点有：⑴多元化的参与主体，不仅包

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主导作用，促进政府和企业承

括产、学、研等基本参与主体，也包括政府、金融

担起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主要职责，提高创新水平。

机构、信息咨询机构、用户等。⑵科学技术成果共

2.3 提供多种创新资源与服务

享，各参与主体通过信息资源共享，及时获取各类

图书馆除了满足社会读者文献借阅、知识服务

科学技术成果，获得知识资源支撑，全面提高技术

需求外，一直为企业、政府提供知识及智力支持，

创新力。⑶信息双向沟通，参与主体间实现有效的

并在长期的服务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信息资源。同

双向信息沟通，促进彼此沟通联系，形成密切的合

时，图书馆在发展过程中还成立了学科馆员队伍，

作关系，实现长期的沟通交流。⑷知识资源的开放

拥有大量具备专业信息服务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在

性，各参与主体通过有效的信息交流，及时获取信

计算机应用、情报获取及分析方面拥有明显优势，

[2]

息，使人才、技术、资源获取渠道不断拓展 。

图书馆全面发挥自身优势可更好地为科技创新服

2 图书馆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作用

务。与图书馆专业学科馆员队伍合作可以为企业、

图书馆是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重要参与主体，

政府及部分科研机构提供各类创新资源及服务 [5] 。

在科技文化服务、科学知识宣传、社会教育方面发

而企业所需要的市场信息、行业情报、知识产权、

挥着重要的作用。图书馆是为企业、科研机构提供

技术方案都可以从图书馆获取。政府面临公共事务

智力、知识支持的重要机构，不仅具有丰富的馆藏

决策及科学技术创新时可以寻求图书馆帮助，以获

资源，而且可以为科学技术创新提供服务。

得更多参考意见。

2.1 强化各参与主体的协同性

3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产学研协同创新可以看作

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图书馆学科服务团队效能

影响因素

多个创新主体根据市场经济发展需求通过加强沟通

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团

合作进行技术及产品创新的组织过程。由于科研机

队效能受到学科馆员服务意识、学科服务任务协

构、企业、高校在长期科学研究中都是独立的单

调、学科服务素质等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不仅影响

位，在技术储备及信息资源建设方面存在重复的现

到图书馆学科服务质量，而且影响到图书馆专业学

象，造成资源浪费，在维持各参与主体协同性方面

科服务体系建设。因此，分析产学研协同背景下影

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图书馆在发挥自身智力支持的

响图书馆学科服务团队效能的主要因素，对发挥图

同时，需要根据市场需求，对各参与主体拥有的信

书馆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息资源、技术资源、智力资源进行全面整合，建立

3.1 学科馆员服务意识

统一的资源管理机制，使各种资源在各参与主体间实

许多图书馆作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参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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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对自身服务模式、发展战略作出调整，为满足企

功能发挥的基础条件。图书馆积极参与到产学研协

业、政府、部分科研机构的知识服务需求建立了学

同创新中，并为各个参与主体提供学科服务，要加

科服务团队。就目前情况来看，图书馆学科服务团

强学科服务团队素质建设，通过深化学科服务团队

队中的学科馆员专业化学科服务意识较缺乏，没有

专业技能培养，提高服务效能。一方面图书馆要充

根据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及普通用户的学科需求

分发挥自身的信息资源优势，加强学科馆员的理论

提供针对性服务，导致服务效果不理想。一方面是

知识学习，提高其知识技能水平；另一方面，图书

学科馆员对用户的学科需求缺乏精确定位，不清楚

馆要不断吸纳具备专业学科服务能力的高素质复合

用户的具体学科服务需求是什么。另一方面是学科

型人才加入到学科服务团队中，以此来提高学科服

馆员学科服务意识缺乏，这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

务团队学科服务素养，促进服务效能提升。

服务方式不能帮助用户及时解决学科服务问题，不

4.2 完善学科服务团队管理体系

能给用户带来良好的学科服务体验。
3.2 学科服务任务协调

图书馆积极参与到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发挥学
科服务团队的学科服务功能，就要完善学科服务团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高校图书馆是重要

队管理体系，制定科学标准的管理制度，以提升服

的科学服务机构，承担着较多的学术科研辅助任

务质量。学科服务管理制度是图书馆学科服务工作

务。虽然图书馆建立了专业化的学科服务团队，但

开展的基础，是图书馆服务职能发挥的重要保障。

学科馆员人数较少，面临较多的科研、学术项目

因此，图书馆通过加强管理制度建设、健全学科服

时，图书馆需要尽可能安排专业学科馆员辅助科研

务团队管理体系，使学科服务工作更加标准规范，

项目，这也就导致图书馆在面临相同学科的多个学

服务模式更符合用户意愿，使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科服务任务时，会缺乏人手，无法向具有相同学科

例如，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基于信息资源优势，根

服务需求的用户提供服务，无形中降低了图书馆学

据企业、医疗科研机构和用户的服务需求，出台了

科服务效率。

管理规范，用于规范图书馆学科馆员服务行为，使

3.3 学科馆员学科服务素质

学科馆员的服务方式更符合用户学科知识获取的需

图书馆积极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离不开人力资

求，为用户提供良好的学科服务体验，推动医学研

源的支撑，而学科馆员作为图书馆科研服务、学术

究部门科学技术创新[6]。

交流、知识服务的重要支撑，决定着图书馆学科服

4.3 设置学科服务评价反馈机制

务质量。实际情况是学科馆员受到技术能力的限制

为了增强图书馆学科服务团队的主动性，使服

及图书馆传统服务意识的影响，在学科服务能力方

务效能提升，图书馆要根据自身学科服务现状设置

面还存在不足，对于一些交叉学科领域或细分领域

学科服务评价反馈机制，使科研部门、用户、企

的专业学术问题不能及时解答，导致用户粘性降

业、政府针对图书馆提供的学科服务及时作出评价

低。因此，强化学科馆员的职业培训，为学科馆员

和反馈，根据用户反馈结果调整服务模式，逐步实

提供在职教育的机会，成为图书馆提升学科服务效

现学科服务渠道拓展，以更人性化、便捷化、高效

能的重要途径。

化的服务手段为用户提供学科服务，使产学研协同

4

创新的各参与主体得到有效的学术支持，为政府部

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图书馆学科服务团队效能

提升路径

门提供决策信息，为企业提供情报支持和信息资

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图书馆学科服务团队效

源，为科研机构提供科学技术数据和专业学科文

能提升要从强化学科服务团队素质建设、完善学科

献，帮助其解决科研创新中的技术问题，推动图书

服务团队管理体系、设置学科服务评价反馈机制、

馆学科团队服务效能提升。

构建专业学科服务平台等角度入手，为产学研协同

4.4 构建专业学科服务平台

创新中各参与主体提供高质量的学术服务，推动科

学科服务模式的创新，是图书馆学科服务体系

学技术创新。

构建的关键步骤。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图书馆

4.1 加强学科服务团队素质建设

要结合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构建一体化学科服务

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图书馆学科服务团队的

平台，借助信息网络面向用户、政府部门、企业及

学科服务素质与知识技能水平，是图书馆学科服务

部分科研机构线上提供学术服务。在学术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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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图书馆既要突出专业学科优势，提高服务

提升创新力，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

质量，提供高质量学术信息；也要根据用户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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