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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简要介绍了媒介融合视域下图书馆的发展趋势及职业能力建设的重要性，从满足多样化
需求、丰富信息化内涵、提高先进化效率及实现人机互动 4 个方面研究了图书馆职业能力的要素构成，
提出了借助网络智能平台丰富馆内资源信息、利用社会力量宣传媒介融合活动、完善馆员的知识结构和
服务体系及完善图书馆职业能力建设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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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Library Professional 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Integration
YANG Mu-rui
(Library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301617,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d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ment trend and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libraries under the vision of media integration, analyzed the elements of library
professional ability from four aspects: meeting diversified needs, enriching information connotation, improving
advanced efficiency, and realizing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path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professional ability from enriching library resource information with the help of network
intelligent platform, publicizing media integration activities with the help of social groups, improving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service system of library staff, and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profession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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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多媒体等技术手段已

显，在馆员和图书馆的内部管理上展现出的专业效

经应用于社会各界，为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提供服

果更加显著。一方面，馆员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不

务。作为网络传播的媒介，其为图书馆的发展也带

断提高自身的经验和技能；另一方面，图书馆的内

来了先进的科技支持。在媒介融合视域下，图书馆

部管理体制也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实现现代化

职业能力建设体系处在丰富和完善的发展阶段，为

改革。其次，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图书馆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机遇，增添了新时代的

多媒体平台借助智能手段满足广大用户多样化的文

色彩与朝气。

化需求。用户随着物质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精神

1 媒介融合视域下图书馆的发展趋势

文化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而图书馆依

媒介融合视域下，图书馆发展呈现出了新的特

靠媒介融合的发展理念，提高了服务大众的效率和

点。首先，图书馆职业能力的专业性体现得更加明

质量，进而更能满足用户的文化诉求。最后，媒介
融合借助技术力量，使图书馆在服务用户及完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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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得图书馆成熟发展与时代趋势同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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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媒介融合视域下图书馆职业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加大对馆内资源的宣传力度，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

2.1 在图书馆服务中合理开发和利用新技术

效率，满足用户个性化需要。

图书馆职业能力的提高得益于新技术的开发及

3.2 资源：丰富信息化内涵

合理利用。图书馆的服务宗旨是为广大用户提供全

媒介融合的发展，使图书馆的科技水平得到了

方位的资讯平台，满足用户的需求。图书馆全方位

提高，让馆内资源、信息、知识实现了“碎片化”

的服务包括依靠技术的先进性，针对广大用户的多

发展。通过微信、QQ、微博、网络论坛等实现资源

样化需求，将计算机、互联网、数字化技术应用于

的传播，能够让用户随时随地地实现资源共享。另

图书馆的纸质图书与电子图书中，随时随地地满足

外，图书馆借助智能手段等方式，丰富馆内信息化

[2]

用户多样化诉求 。另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了

内涵，为广大用户提供全新的阅读服务平台 [3] 。一

图书馆传统形式与新形式的融合发展，更新了图书

方面资源信息的传递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实现了便

馆职业能力建设的体系，为图书馆的服务领域增添

捷化发展；另一方面，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通过

了新的内涵和要素。

多种途径、多种方式，让图书馆的资源更加的丰富

2.2 资源信息共享惠及广大用户群体

与多样。

图书馆利用先进技术方式和智能手段，以信息

3.3 技术：提高先进化效率

知识为核心内容进行资源的智能化、有效性的处

图书馆职业能力的完善与发展需要借助技术提

理，更新馆内的传统资源，实现资源信息的智能整

高先进化的效率，进而满足用户需求的职业能力和

合，借助媒介融合平台实现共建共享，让图书馆的

资源信息的丰富发展。通过技术手段的先进性，让

丰富资源服务于广大用户，让用户共享发展成果。

图书馆搭建一个全方位、多渠道的智能服务平台，

通过媒介融合，优化馆内资源的配置，积极改善内

整合多种媒介融合的作用与效果，开展有益于广大

部管理的不合理性，让传统资源、时效性资源等依

用户的阅读平台、交流平台、资源共享平台。这样

托智能手段传递给广大用户，让资源真正地实现共

不仅有利于图书馆实现服务社会的最佳效果，而且

建共享。

有利于提高新时代追梦人的文明素养。

2.3 馆员专业知识和技术操作实力提升加快

3.4 人员：实现人机互动

无论是数字图书馆、智慧图书馆，还是传统图

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

书馆，都需要借助媒介融合的手段实现自身的变

下去实现。首先，技术的作用不容忽视，其次馆员

革。与此同时，借助媒介融合的作用，图书馆在激

结构的合理性也不能轻视。馆员与先进技术的完美

烈的市场竞争中迅速成长，馆员也在技术革命的推

结合，实现人机互动，才能让图书馆职业能力得到

动下，积极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与能力。媒介融合

进一步的展现。馆员通过技术手段，如网络平台、

一方面让馆员紧跟时代的步伐，优化自身的知识结

云端计算等方式让馆内资源的获取与传递更加方

构，认真学习专业知识理论，充实理论素养；另一

便。另外，信息技术不断地更新变革，促使馆员要

方面，有助于图书馆进一步实现人机协同的发展目

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实现全面发展。

标，让馆员技术性操作能力得到巨大的提升。

4 媒介融合视域下图书馆职业能力建设的路径

3 媒介融合视域下图书馆职业能力的构成要素

4.1 借助网络智能平台丰富馆内资源信息

3.1 用户：满足多样化需求

媒介融合视域下，图书馆职业能力体系建设

用户是图书馆实现服务功能的主体。在一定程

中，关键的一步在于借助网络智能平台丰富馆内资

度上，图书馆职业能力建设与为广大用户服务的满

源信息。一方面，搭建网络平台，设立线上线下服

意程度有密切的相关性。媒介融合的应用，扩宽了

务，线上开通网络智能服务，线下开通用户答疑解

用户获取资源、信息和知识的渠道，不仅是传统的

惑平台 [4] ；另外，依靠技术创新能力，整合多方资

纸质资源，而且也有线上的、实时的资源，开创了

源，如政府、企业、高校等为图书馆提供丰富的时

双向甚至是多向的互动模式。图书馆在实现资源共

效资源、信息和知识，图书馆在接收多方资源后，

建共享的过程中，满足了用户多样化的需求。在媒

整合、深化处理，成立信息资源库，为用户提供精

介融合的大背景下，图书馆需要针对用户的个性、

准化服务；另一方面，利用技术应用完善基础设

兴趣爱好、专业特点开展有效性、及时性的服务，

施，提高内部的管理水平，内部结构调整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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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配备专职化，从而让图书馆内部管理机制更加

使用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人性化，旨在进一步满足广大用户的精神文化需

4.4 完善图书馆职业能力建设

求。让用户体验的效果更加显著，让图书馆的作用

在媒介融合视域下，构建图书馆职业能力平

发挥最佳的效果。

台，并在应用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进而让图书馆向

4.2 利用社会力量宣传媒介融合活动

成熟化的方向发展。图书馆职业能力由资源、技

图书馆职业能力建设水平需要不断地得到提

术、用户及馆员 4 个部分构成。资源要进行整合筛

升，借助媒介融合手段，实现图书馆职业能力的完

选、深化加工处理，形成精准化的资源信息系统，

善成为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图书

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 [7] ；要利用技术手段的先进

馆需要利用社会力量宣传媒介融合活动。如利用网

性，实现智能化发展，搭建智慧化平台，进而有效

络平台优势将图书馆内部的信息知识资源通过线上

利用资源，实现信息的合理化配置；由于用户个

传播的形式进行宣传和推广，利用社会团体的力量

性、背景、专业的不同等，导致需求的多样化，需

收集信息资源，让图书馆利用智能平台、虚拟云端

要借助图书馆的相关职能实现用户需求的满足；馆

计算系统等进行信息资源数据的分析和深化处理，

员的专业能力、自身素养的高低也决定着图书馆的

[5]

让广大用户多样化的需求得到进一步的满足 。利

发展。通过对资源、技术、用户和馆员的调整和改

用技术手段解决馆内资源配置问题及提高资源的利

革，从而完善图书馆的职业能力建设。

用效率。馆员不仅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媒介融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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