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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高校图书馆的“四大要素”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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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时代图书馆的背景下，针对高校图书馆“四大要素”，即人才的知识化、资源的科学化、
设备的智能化与服务的人性化展开论述。人才队伍建设是图书馆发展的第一要素，也是图书馆发展的关
键；资源建设是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的基础；现代化设备的建设是图书馆提高服务质量的保障；人性化服
务体系的建设是图书馆发展的方向。通过对“四大要素”的不断建设，从而推动高校图书馆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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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onstruction of “Four Elements”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LEI Tian-feng
(Library of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450046,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his article expounded the “four elements” targeting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amely the knowledge of talents, the science of resources, the intelligence of
equipment and the humanization of services. Building of talent team is the first element of library development
and the key to library development, resource construction is the basis for libraries to carry out information
services,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equipment is the guarantee for libraries to improve the service qua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ized service system is the direction of library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ontinuous
construction of the “four element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uld b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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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等学校转型发展的持续深入开展，其办

1 高校图书馆的“四大要素”建设

学思路从扩大办学规模的外延式发展转向学科建设

高校图书馆的“四大要素”建设，即通过优化

与科学研究的内涵式发展，越来越重视科研产出与

资源建设思路，创新信息服务体系，实现人才的知

学科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强调学科贡献与知识创新

识化、资源的科学化、设备的智能化与服务的人性

的核心竞争力。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

化，达到提升图书馆整体信息服务水平的目的。

心，为充分发挥信息保障作用，必须抓住高等学校

1.1 人才知识化

转型发展的关键契机，积极进取，开拓创新，优化

人才是高校图书馆的工作基础，是图书馆发展

资源建设思路，创新信息服务体系，从人才、资

的关键因素。人才的知识化，是高校图书馆为应对

源、设备与服务方面入手，做好人才的知识化、资

信息环境的变化，利用多种途径加强馆员的知识储

源的科学化、设备的智能化与服务的人性化工作，

备，提升馆员的知识层次，促进馆员的知识创新，

提升图书馆的整体信息服务水平，为高等学校的学

帮助馆员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使馆员成为图书馆

科建设与科学研究提供信息保障，助力高等学校成

事业的内行和专家。馆员是图书馆工作的主体，馆

功转型。

员知识是信息服务的源泉，因此实现人才的知识化
对提高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作者：雷天锋，E-mail: ltf@hactcm.edu.cn

馆员知识包含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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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网络与计算机知识、图书情报知识、信息服务

构建科学的知识结构，为馆员的能力提升和职业发

技能、外语知识、医学知识等，隐性知识则是指工

展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

作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技巧，包括馆员的职业认

2.1.1

同、对职业的理解和定位、沟通交流技巧、信息检

人才特征，建立科学有效的人才管理机制，形成有

索技巧等，图书馆人才的知识化可以从显性知识和

利于人才成长的梯队制度。人才梯队管理制度可以

[1]

隐性知识两方面进行培养 。

有效预防人才断层问题，为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1.2 资源科学化

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

制定人才梯队管理制度

结合高校图书馆的

资源科学化，即高校图书馆根据工作任务、读

首先，人才梯队制度的层级设计。馆员可按学

者需求、经费等因素，确定信息资源的收藏范围、

历分为博士、硕士、本科及本科以下，也可按职称

收藏重点、补充原则和采访标准，制定建设框架，

分为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初级职称，或者按承担

优化配置，降低信息服务成本，提高信息服务效

的工作内容将馆员分为图书情报专家、专业技术人

能，增强信息服务能力。实现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

员、一般工作人员和辅助工作人员 [4] 。高校图书馆

科学化，需要处理好实体馆藏与虚拟馆藏、基础馆

需要统筹规划，做好人才梯队的层级设计。

藏与特色馆藏、印刷型资源与数字资源、图书与报

其次，人才梯队制度的层次配比。分析人才梯

纸期刊的关系，其总体目标是既满足现阶段的工作

队各层馆员承担的业务类型和业务数量，探讨各层

需求，又要适应图书馆未来的发展方向。

馆员是否存在交叉流动的可能，制定合理的人才梯

1.3 设备智能化

队层次配比。

设备智能化，即从高校图书馆的整体布局出

最后，人才梯队制度的贯彻实施。采取“走出

发，实现图书馆业务模块的专业化、计算机化，并

去，引进来，传帮带”的思路，做好人才梯队管理

兼顾图书馆硬件的自动化与网络化，形成一个高度

制度实施工作。“走出去”，在现有馆员中发现优

[2]

集成的计算机网络系统 。设备的智能化包括建筑

秀人才，为馆员制定职业发展规划，为馆员提供学

设施的智能化、计算机网络的智能化、图书馆业务

习提升通道。“引进来”，对于急需的并且无法在

系统的智能化等。

短时间内培养成的高层次人才，考虑通过多种渠道

建筑设施智能化主要包括消防自动化、中央空

从外部引进。“传帮带”，鼓励人才梯队中的高层次

调系统、防盗报警、门禁系统、电视广播系统、能

人才利用灵活机动的方式，传授、帮助、带领全体馆

源系统、变配电系统及照明控制系统、电梯管理

员提高业务能力，达到提高馆员整体素质的目的。

等；计算机网络智能化是指利用程控交换机、网络

2.1.2

信息点、结构化综合布线、网络集成控制、多媒体

要开拓创新、敢于尝试、不怕失败，用新思路、新

通信、可视会议管理、互联网服务等构建计算机网

方法制定兼具实用性和前瞻性的学习计划。综合各

络系统；业务系统智能化可以实现自助借还、座位

种学习形式的优势，采用多形式、多沟通的工作思

预约管理、无线射频识别（RFID）图书管理、图书馆

路，为馆员提供入职培训、内部交流、馆际交流、

集成管理、移动图书馆、微信平台、多媒体等功能。

同行交流、国际学术交流等学习途径，满足馆员继

1.4 服务人性化

续教育和业务提高的需求。

建立长效学习机制

在实际工作中，图书馆

服务人性化，即高校图书馆坚持“以人为本”

同行交流是一种经实践检验非常有效的学习方

的理念，根据读者的信息使用习惯和信息内容偏

法。图书馆的同行专家一般长期在图书情报领域工

好，为读者提供优质的信息服务，给读者以人文关

作，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能够处理实际工

怀，提升读者的服务满意度，提高图书馆信息服务

作中的疑难问题，同时他们具备较高的专业理论水

效益。图书馆服务的人性化是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

平，熟悉行业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整体布局，对行业内

内容，实现信息服务的人性化可以帮助图书馆赢得

前沿的研究话题非常敏感，能够迅速把握行业热点。

[3]

读者认可，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

以河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我

2 实现“四大要素”的策略

馆”）为例，我馆定期邀请同行专家为全体馆员进

2.1 提高图书馆馆员的知识素养

行业务培训。据不完全统计，郑州大学王国强教

实现馆员的知识化，要求高校图书馆帮助馆员

授、李敏教授、中原工学院张怀涛教授曾受邀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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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内容涵盖《图书馆学论文写作方法、选

化馆藏资源结构体系，发挥有限经费预算的作用，

题、结构和语言》《信息组织的规则和方法》《图书

为信息服务提供资源保障。

馆员的读书与治学》，这为提高馆员的专业素质、

2.3 加快推进图书馆智能化建设

完善馆员的知识结构、培养馆员的学习兴趣、提高

图书馆的转型发展，需要智能化设备的技术支

馆员的工作技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撑。设备的智能化，即图书馆制定科学的智能化设

2.2 丰富、完善图书馆文献资源

备采购与管理计划，并组织实施。

资源的科学化，即高校图书馆在理清馆藏资源

2.3.1

智能化设备的管理

图书馆智能化设备一般

建设情况的前提下，根据图书馆的长远发展规划，

包括自助借还书设备、查询机、电脑、液晶电视、

制定资源建设的目标，制定可持续的资源建设方

门禁系统、电子大屏显示系统、排座机、阅报机、

案，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实现资源科学配置。

电子图书借阅机等，图书馆在引进智能化设备后，

首先，理清馆藏资源现状。高校图书馆信息资

需要长期跟踪调查设备的使用情况，可以采用内部

源类型多样，按资源形态划分为实体馆藏和虚拟馆

调查与外部调查相结合、线上调查和线下调查相结

藏，按载体类型划分为纸质资源、电子资源、光

合的方法，了解设备的性能、出现故障的频率、用

盘、网络资源，按内容划分为图书、期刊、报纸、

户使用次数及设备投入使用后是否达到预期效果，

音频、视频，按存放位置划分为样本书库资源、密

有哪些需要改进的问题，形成规范的设备维护与使

集书库资源、流通书库资源、阅览书库资源、网络

用情况调查分析表，为设备的智能化工作提供决策

资源、电子资源。清楚把握馆藏资源情况，包括图

依据[6]。

书、期刊、报纸、数据库、电子资源的数量及存放

2.3.2

[5]

位置，做到馆藏资源整体布局心中有数 。

智能化设备的引进

图书馆组织智能化设备

领域的专家，制定引进智能化设备的长期计划和短

其次，做好馆藏资源的评价工作。在掌握馆藏

期计划并组织实施。目前，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资源总体布局的前提下，制定科学的信息资源评价

机器人、大数据分析平台、人脸识别技术正在逐渐

标准，评价信息资源的结构和质量。以制定纸质图

应用到图书馆领域，这不仅拓宽了信息服务的形

书的评价标准为例，可以参照《中国图书馆分类

式，也提高了馆员的工作效率。

法》的分类标准，结合图书的内容与外在特征，制

2.4 整体推进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设

定图书的评价分析标准。需要说明的是，图书的内

服务的人性化，即图书馆坚持“以人为本”的

容特征涉及图书的知识性、科学性、政治性等因

办馆理念，根据读者的信息使用习惯和信息内容偏

素，图书的外在特征涉及图书的版面设计、纸张质

好，调整信息服务内容和形式，给读者以人文关

量、印刷质量、保存情况等因素。做好信息资源的

怀，提高信息服务的满意度。

评价标准后，再以评价标准为尺度，开展信息资源

2.4.1

的结构与质量评价工作，形成信息资源结构质量评

求，我馆自 2018 年起开展文献信息服务进院系活

价报告。

动，主动向师生介绍文献信息资源服务项目，认真

关注读者需求，提供精准服务

关注读者需

最后，信息资源建设目标、方案的设计和实施

听取读者的意见和建议，既宣传了信息服务，了解

阶段。经过前期的评价工作，高校图书馆已经对现

了读者的信息需求，也为优化信息服务工作开拓了

有资源的整体布局、资源结构与资源质量有了清晰

广阔的思路。

的认识，分清优势资源、待完善的资源、劣势资

分析读者需求，图书馆可以利用信息行为分析

源。接下来的工作是组织相关领域专家，结合图书

软件和数据挖掘技术，对用户数据进行条件运算，

馆的发展规划，综合馆藏资源的连续性、完整性、

分析用户的阅读习惯，挖掘用户的信息偏好，预测

专业性要求，经过反复讨论、认真求证，设计长远

用户的信息行为，形成用户信息行为画像，最终建

的资源建设目标、任务和计划，制定可持续的资源

立用户信息需求数据库，准确描述用户的信息需

建设方案，并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

求，为精准信息服务提供依据。

开展资源的科学化工作，可以有效地预防高校

开展信息素养教育，推出图书推荐栏目，开展

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中存在的突击采购、资源重

定题服务与专题服务，建立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的

复、重数量轻质量、重中文轻外文等问题，逐步优

文献信息导航，追踪重点课题的研究成果与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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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重点课题的文献综述与书单，提高用户的整体

境需要所有读者的共同努力。人性化的管理制度能

信息素养，帮助个人及科研团队快速获取行业趋

够拉近读者与图书馆之间的距离，帮助图书馆打造文

势，满足教学科研的多样化需求，为建设教学科研

明和谐借阅环境，为更好地开展信息服务打下基础。

型大学打下坚实的资源基础。

3 小结
利用微信公

高校图书馆的“四大要素”建设是一个长期的

众号的留言功能，提供线上交流平台。在河南中医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图书馆要始终坚持“以

药大学开展的一项调查中显示，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人为本”的办馆理念，增加信息资源的黏合度，从

的重要性高居榜首，截止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关

人才建设、资源建设、设备建设、服务建设入手，

注人数约 16 543 人，这表明超过 70%的师生关注了

不断创新信息服务体系，优化馆藏资源建设思路，

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微信留言功能开通后，后台

提高智能化建设水平，提升信息保障水平，最终实

每天收到少则几十条多则一百余条的读者留言，图

现高校图书馆人才的知识化、资源的科学化、设备

书馆及时为读者解答问题，收到了良好反馈。微信

的智能化与服务的人性化，为读者提供更深、更

留言既解答了读者问题，也拉近了读者与图书馆之

专、更细的一站式信息服务，为高等学校的学科建

间的距离，这是在宽敞明亮的借阅环境、丰富的信

设与科学研究开展更好的文献信息服务。

2.4.2

重视读者反馈，提供交流平台

[7]

息资源之外，来自图书馆的人文关怀 。
除留言功能外，图书馆整合多种在线交流技
术，利用音频视频的实时交流、迅速反馈优势，打
造开放式互动氛围，通过设置常见问题解答、学习兴
趣交流区、考研专题讨论区对交流通道精准化分类，
为读者提供更方便、更高效、更精准的交流保障。
2.4.3

阅读环境与管理制度的人性化

合理布局阅

读空间和室内光源。提供充足的阅览座位，适当摆
放绿植，引进智能化管理设备，增加多功能厅、休
闲吧和视听室，张贴指引标志，提供饮用水，发放
储物箱，营造宽敞明亮、干净整洁、轻松舒适的阅
读环境，让读者感受到读书的快乐。
建立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引导管理思路从强势

参考文献
[1] 熊瑛.抓住“双一流”发展契机,提升图书馆智能化服务水平——以中
南大学图书馆为例[J].出版广角,2018(13):56-59.
[2] 王晓湘.面向科研服务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图书馆转型发展的战略地
图[J].现代情报,2017,37(4):108-113.
[3] 张二帅.试论智能化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以郑州图书馆
为例[J].创新科技,2017(4):76-78.
[4] 刘宛珍.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现状调查与分析——以河南省
新建本科院校为例[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5,35(2):49-52.
[5] 郭伟.高校图书馆与校资料室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初探——以天津师范
大学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4(5):69-71.
[6] 郭春凤.新时代智慧图书馆建设路径研究[J].图书馆学刊,2019(11):
22-25.

化管理向人性化管理转变，图书馆的规章制度是为

[7] 刘凡儒,王全红,李艳茹.高校图书馆“文学经典”文献资源建设研

了保障所有读者的信息权利，制度不会因一人而

究——以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学刊,2016(6):5-8.

立，也不会因一人而废，每一位到馆的读者都必须

（收稿日期：2020-02-03）

严格遵守制度。图书馆是公共场合，良好的借阅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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