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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在介绍公共产品理论和准公共产品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区域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的四
项基本原则，包括合理性原则、共享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和成本效益控制性原则。然后从区域图书馆联
盟、馆藏资源优化体系、特色馆藏机制角度总结了区域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策略，最后提出区域图书馆
应借助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等，提升馆藏资源服务效率、管理效率，推进馆藏资源
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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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on Resources of Regional Libraries Based on Public Goods Theory
LI Jia-yu
(City College Library of Donggu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ongguan 523419,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de a thorough study on the basis of introducing public goods theory and the
connotation of quasi-public goods, it analyzed the four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of the collection resources of
regional libraries, including the principles of rationality, sharing, integrity and cost-effectiveness. Then it
summarized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collection resources of regional libr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liance of regional libraries, optimization system of collection resources and characteristic collection
mechanism. Finally, it proposed that regional libraries should use big data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ollection resource services and
management, promoted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collection resources.
Key words: public goods theory; regional libraries; collection resources; construction strategy
在科学技术的带动下，区域图书馆馆藏资源形

给人们生活带来益处的产品，具有效能不可分割

态发生了改变，根据公共产品理论的观点，笔者认

性、非排他性与消费的非竞争性的特点，这在人类

为区域图书馆馆藏资源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

社会整体发展角度强调了公共产品的公共服务属

之间的准公共产品，应该以公共产品理论作为基础

性，即为全部社会成员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给社

理论，寻求强化区域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的有效方

会成员带来益处。相对于公共产品，私人产品是为

法，帮助区域图书馆实现馆藏资源最大化利用。

私人生产、私人占有，以服务私利为目的，具有私

1 公共产品理论与准公共产品的内涵

己性、有偿使用的特点[1]。

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使物质资源不断丰富，

基于上述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区别，准公共

人类也越来越倾向物质资源享受，依赖物质产品为

产品应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是兼具公共

自身生活提供便利。在公共产品视角下，人类社会

属性、私人属性的混合型商品 [2] 。因此，很难对准

发展过程中的物质资源产品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

公共产品进行准确定义。从公共经济学角度看，准

品两大类。公共产品是指能为人们提供公共服务并

公共产品具有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
点，当社会群体在消费准公共产品达到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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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准公共产品会出现边际成本上升的现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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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准公共产品人人共享则可能出现资源浪费和产
[3]

品效能使用不足的情况，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 。
区域图书馆馆藏资源的本质属性是准公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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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制定详细的资源采购计划，合理配置实体资源与
数字资源。
2.2 共享性原则

品。在知识服务方面，区域图书馆的服务能力是有

面对爆发式增长的数字资源，区域图书馆应确

限的，任何区域图书馆都不可能为用户无限制地提

保信息资源共享。这就要求区域图书馆以共享性原

供服务，由此，也造成区域图书馆的产品和服务具

则为指导，通过建立区域图书馆联盟，推动馆藏资

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特点。每一位社会读者都

源共享，使更多读者能够均等地使用图书馆馆藏资

有享受区域图书馆服务的机会，一旦超出区域图书

源。区域图书馆组成图书馆联盟具有自身的优势，

馆的服务效能限度，则转变为排他性和竞争性，造

同时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为区域图书馆实现资源

成其他读者无法均等地享受区域图书馆的服务与资

共享奠定了基础，能最大程度地突破时空的限制，

[4]

源 。此外，区域图书馆的重要职能是为读者提供

推动馆藏资源交流共享，促进区域图书馆资源空间

知识资源，并根据读者的需求为读者提供具体的信

和服务空间的拓展。从宏观上看，区域图书馆馆藏

息咨询服务，这说明区域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与其面

资源共享呈现出区域性的特点，事实上，在信息技

向用户提供的多种服务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无

术的带动下，区域图书馆馆藏资源共享可依靠互联

论是从馆藏资源角度看，还是从知识服务角度探

网更有效地进行。一方面，互联网能将区域内多个

寻，区域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在一定用户群体中都存

图书馆串联起来，区域内各类图书馆都可以借助共

在着非排他性、非竞争性与其适用范围之外的排他

享网络高效传输文献资源；另一方面，互联网系统

性、竞争性的区别。由此，区域图书馆馆藏资源具

能与图书馆内各类电子设备、数字设备连接，区域

有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属性特点，是介乎二者之

内各类图书馆随时可以借助数字共享网络实现馆藏

间的准公共产品。

资源交互，用户可随时借助移动终端或图书馆的电

2 基于公共产品理论的区域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原则

子设备及时查询需要的馆藏资源。

在公共产品理论视角下，区域图书馆馆藏资源

2.3 整体性原则

的本质属性是准公共产品，这也就决定了区域图书

从区域图书馆馆藏资源的整体发展来看，区域

馆馆藏资源建设要遵循合理性、共享性、整体性和

图书馆馆藏资源在兼顾各学科基础服务的基础上呈

成本效益控制性四项基本原则，以保障最大程度地

离散式分布。为了使读者能高效使用区域图书馆馆

发挥馆藏资源的效能。

藏资源这一特殊的准公共产品，区域内不同图书馆

2.1 合理性原则

在推进馆藏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上，需要完善馆藏

近年来，在科学技术的引导下，区域图书馆的

资源体系以保障馆藏资源内容的完整。因此，区域

服务理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人为本”

图书馆要做到实体馆藏与数字馆藏协调并重。具体

“读者至上”成为区域图书馆发展建设的根本理

而言，区域图书馆要在坚持自身优势和特色的基础

念，使区域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向着人性化、科学

上，重视馆藏资源服务的普遍性和实效性，为区域

化的方向转变。随着区域图书馆发展形态的改变，

读者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馆藏资源服务。区域图

在公共产品理论视角下，区域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

书馆不仅要根据主流学科发展趋势配备文献资源，

更加遵循合理性原则。所谓合理性原则，一是指馆

也要兼顾小众化读者的需求配备特殊学科或小众学

藏资源建设的全面性，由于区域图书馆的服务对象

科的资源，根据读者需求及时调整馆藏资源建设策

是区域内的广大读者，馆藏资源要覆盖多个学科领

略，使馆藏资源建设模式始终符合读者的阅读需

域，要做到种类齐全、数量丰富、服务全面、利用

求，才能发挥出馆藏资源的实际价值，使馆藏资源

[5]

程度高 ；二是指馆藏资源建设经费投入的合理

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

性，区域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

2.4 成本效益控制性原则

府财政部门，因此用于强化馆藏资源建设的经费是

区域图书馆应在控制馆藏资源采购成本、使用

有限的，如何规划利用资金，最大程度加强馆藏资

成本的基础上为用户提供高效的知识服务，坚持成

源建设，并使区域内的每一位读者都能使用资源，

本效益控制性原则，使用合理的成本实现馆藏资源

就需要以合理性原则为指导，根据区域内读者的需

建设效益的最大化，最大程度满足读者的需求。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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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区域图书馆要合理分析读者的需求变化，合

4

理评价馆藏资源的使用情况，调整文献资源采购数

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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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共产品理论的区域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的

量，并根据馆藏资源的具体使用情况建立成本效益评

笔者认为，区域图书馆馆藏资源作为准公共产

价体系，使馆藏资源的使用效能最大程度发挥出来。

品，应借助现代技术工具，如大数据技术、人工智

3 基于公共产品理论的区域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策略

能技术、物联网技术等，强化馆藏资源结构，从推

笔者认为，应从建立区域图书馆联盟、建立区

动馆藏资源深度利用、对馆藏资源实行智能化管

域图书馆馆藏资源优化体系、构建区域图书馆特色

理、推进馆藏资源深度共享等角度，使区域图书馆

馆藏机制 3 个方面推动区域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

具备更强的资源处理能力，从而为用户提供更高效

3.1 建立区域图书馆联盟，推动馆藏资源共享

的服务。

随着纸质文献采购价格的不断攀升，区域图书
馆有限的采购经费已经无法满足纸质文献的采购，

4.1

大数据技术的全面引入，馆藏资源服务效率进

一步提升

只有通过建立区域图书馆联盟，加强区域内各类型

大数据技术主要针对互联网空间大量结构化、

图书馆的馆际交流，才能弥补馆藏资源建设不足的

半结构化、异构化的信息数据进行抓取、清洗和预

现状。建立区域图书馆联盟最核心的环节是依靠信

处理，借助数据处理框架、数据库及清洗工具从互

息技术建立馆藏资源共享体系，实现不同种类图书

联网海量信息中提取出有价值的数据，将其存储到

馆之间馆藏资源的高度共享，使区域内各类图书馆

特定数据库中，以保障数据的时效性和高价值性，

实现网上检索、联机编目和馆际互借等功能，以较

使区域图书馆的馆藏资源更丰富。同时，经过大数

[6]

低的成本丰富馆藏资源，使馆藏资源深度共享 。

据技术提取出的数据资源能使用户的资源服务体验

3.2

大幅度提升，使用户能及时通过区域图书馆系统获

建立区域图书馆馆藏资源优化体系，推动馆藏

资源高效利用
尽管网络资源为区域图书馆馆藏资源的进一步
丰富提供了有利条件，但能否保障区域内图书馆的

取知识资源。
4.2

智能管理系统全面建设，馆藏资源管理效率进

一步提升

馆藏资源覆盖各个学科领域是区域图书馆建设面临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化智能管

的难题。面对互联网信息环境下馆藏资源流通形式

理系统将会更广泛地应用于区域图书馆馆藏资源建

的变化，应建立区域图书馆馆藏资源优化体系，结

设中。通过建立智慧型区域图书馆，对各学科、各

合信息网络的功能优势，全面提高馆藏资源利用效

类型馆藏资源实现智能化管理。区域图书馆要紧随

率。区域图书馆也应根据自身的实际发展情况，积

时代发展趋势，将智能管理系统应用到馆藏资源建

极调整馆藏资源优化配置方案，制定科学的馆藏资

设中，通过设置馆藏资源分类机制、馆藏资源管理

源采购策略，进而实现在馆藏资源体系建设中，纸

标准体系、数据管理仓储、智能管理模块等方法，

质文献资源与电子文献资源优化互补，使图书馆馆

使馆藏资源全面融入到智能管理系统中。同时，区

藏资源结构得到全面优化，馆藏资源利用效率得到

域图书馆可以将智能管理系统接入到区域图书馆联

全面提升。

盟，将区域图书馆联盟设置为总系统，智能管理系

3.3

统可以设定成总系统下的子系统，依靠“总-分”模

构建区域图书馆特色馆藏机制，推动特色馆藏

资源建设
随着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区域图书馆全面强化自

式对区域图书馆联盟及各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实现智
能管理，保障馆藏资源得到高效利用。

身馆藏资源建设，区域图书馆应在馆藏资源建设过

4.3 物联网系统的全面建设，馆藏资源的深度共享

程中充分认识到建设特色馆藏资源的重要性。通过

物联网是伴随信息技术发展产生的一种全新的

构建区域图书馆特色馆藏机制，推动特色馆藏资源

网络形态，即不同的电子设备、数字设备使用特定

建设，使特色馆藏资源成为区域图书馆的亮点。区

的网络系统进行连接，实现功能同步。基于公共产

域图书馆通过自建特色馆藏资源知识库，不仅能够

品理论的区域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要将物联网系统

增加区域读者的黏性，还能依靠特色馆藏全面提高

引进来，一方面使用物联网系统将区域内各类图书

资源利用效率，有效节约资源采购经费，形成特色

馆融入到物联网体系中，实现资源共享，促进区域

馆藏资源配置优势。

内各类图书馆强化馆藏资源体系，使馆藏资源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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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配置；另一方面，要借助物联网系统推进区域

种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同时，区域图书馆能形成更

图书馆电子资源、数据库资源深度共享，将区域图

加科学的馆藏资源体系，电子资源及数据库资源得

书馆内的电子设备、数字设备、传感器设备连接到

到优化配置及更加高效的利用。

一起，建立集成化的智能控制平台，对各类设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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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玲.美国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品质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16.

理论的观点思路，结合现代移动互联网技术、大数

[6] 张美薇.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之区域图书馆联盟研究[J].科技

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能全面强化区域图书馆

情报开发与经济,2014,24(14):60-61.

馆藏资源建设，在保持区域图书馆强大生命力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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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使其馆藏资源深度共享、高效交互，满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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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获得更多新的知识。

挖掘、聚类分析等技术，实现对学术文献资源的深

5 小结

度分析，从中提取有价值的知识。关联数据的应用

图书馆为达成提供高水平知识服务满足用户个

涉及本体技术，可以将海量孤立的信息联系起来，

性化需求的目标，需要借助智能工具或技术，构建

并以资源描述框架（RDF）链接的方式发现实体资

知识挖掘系统，建立知识库，从海量学术文献资源

源之间的关联映射，并将关联数据分类纳入本地知

中发现隐含的知识，对大规模数据进行处理调用，

识库中。在系统查询页面，用户可以直接输入检索

根据不同用户在特定情境下的知识需求，推送具有

词获取所需的学术文献，系统会自动调取与之相关

针对性的知识服务产品，促进馆藏学术文献资源的

的数据，借助语义描述、逻辑推理等方式获取显性

深层次开发。

知识，便于用户更好地浏览和利用。

参考文献

4.3 知识展示模块

[1] 潘杏仙,康琳,宛凤英.智慧图书馆个性用户分析及培育思路构想[J].

图书馆开展知识挖掘的目的，是获得更有价值
的知识，让更多的用户受益。知识展示模块的功能
在于评估知识挖掘模式，并以可视化的方式将提取
的知识推送给用户，提高图书馆知识服务的质量。
该模块主要针对数字化资源进行展示，其中的查询
解析器可以标注用户输入的检索词，便于系统对用
户需求进行识别，自动选择适宜的关联算法，对海
量学术文献资源进行整合处理，对馆藏文献中的知
识元进行标引，对知识元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推
理，抽取关联知识库中有用的知识，并通过查询引
擎将结果推送给用户。依托知识挖掘系统强大的知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16,34(2):5-8,23.
[2] 肖洪,赵洪,毋晓霞.基于知识挖掘与协同融合的情报研究方法[J].情
报理论与实践,2018,41(10):15-19.
[3] 赵 淑 媛. 浅析 数 字 档 案信 息资 源 的 知 识挖 掘技 术 [J]. 兰 台世界 ,
2017(A01):36-37.
[4] 刘海涛,赵卫东.基于知识模式挖掘的流程知识推荐系统[J].计算机
集成制造系统,2017,23(2):396-403.
[5] 柳益君,何胜,熊太纯,等.大数据挖掘视角下的图书馆智慧服务——模
型、技术和服务[J].现代情报,2017,37(11):81-86.
[6] 王凯,孙济庆,李楠.面向学术文献的知识挖掘方法研究[J].现代情
报,2017,37(5):47-51,110.

识挖掘能力，图书馆可以提供科技查新、决策支

（收稿日期：2019-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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