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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众创理念的图书馆空间功能再造与转型研究
李雪岗
晋中学院图书馆，山西 晋中 030619
摘要：为顺应众创时代发展潮流，图书馆有必要对空间功能进行再造，促进服务转型升级。文章阐
述了众创时代对图书馆空间功能的新需求，包括具备信息资源整合功能、信息交互分享功能及提供仿真
实践服务；从空间布局、空间功能维度、用户使用空间分析 3 个方面探究了基于众创理念的图书馆空间
功能再造的方法，并介绍了图书馆数字众创空间的组成要素及其功能；最后提出了众创时代图书馆空间
功能再造与转型发展的方向，即打造众创服务品牌、分步推进空间改造和提升馆员整体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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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Library Spatial Func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Mass Creation
LI Xue-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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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onform to the trend of the times, it is necessary for libraries to reconstruct their
spatial functions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services. This article expounded the new
demand for library space function in the era of mass creation, including the func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integration, information exchange sharing function and provision of simulation practice services; the
reconstruction method of library space func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mass creation was explor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space layout, space function dimension, and user space analysis, and the elements and functions
of library digital mass-creation space were introduced; finally, it put forward the direction of re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library space in the era of mass creation, that was, building a mass-creation service brand,
step-by-step promotion of space transformation, and improving the overall quality of libra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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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范围内加快传播，跨界融合成为常态。图书馆作为

新”，鼓励公众参与到创新创业活动中，以激发全

信息服务中心，在为创新创业提供服务支持方面发

民族的创业精神和创新活力。2015 年 3 月，国务院

挥着重要作用。众创时代的到来，使得图书馆开始

颁发《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

关注创客群体，并投身到众创空间建设中 [2] 。然而

意见》 [1] ，激发了各地建设众创空间的热情。众创

现阶段很多图书馆对众创空间的定位不清晰，建设

理念旨在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推动技术革新与社会

过程中仅关注硬件设施，忽视了空间环境和软件服

进步。伴随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创新创业从精

务方面的内容。这不仅限制了众创空间功能的发

英走向大众，众创理念成为一种价值导向，在全球

挥，也无法为创客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因此，
图书馆要结合众创空间建设需求，充分借鉴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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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技术，构建能够满足创客多元化需求的服务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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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重塑图书馆的空间功能、服务与价值。

众创时代的用户需求，对空间功能进行再造，是实

1 众创时代对图书馆空间服务功能的新需求

现服务转型升级的必要途径。

1.1 具备信息资源整合功能

2.1 多元化的空间布局

通过分析与众创空间相关的研究成果，结合创

图书馆空间布局的变化，与服务功能的变化密

客的信息服务需求，要求图书馆的空间设计应该具

不可分。传统的图书馆空间主要注重藏书，各项业

备信息资源整合功能。这是因为创新创业活动涉及

务也是以文献资源为基础开展，这样的空间布局，

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图书馆需要针对不同用户

已经无法适应多样化的用户需求，以用户为导向将

的需求，对创新创业项目所涉及的信息进行全方位

是空间功能再造的方向 [6] 。例如，同济大学图书馆

的检索、整理和深入挖掘，以知识聚合的方式形成

制定的“十三五”规划中，提出根据新型服务内

清单，以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图书馆有必要建

容，空间组织布局应该“动静分区”，注重功能多

立线上众创服务平台，方便对网络资源进行系统采

样化 [7] 。因此，图书馆对空间的布局规划，要做到

集、整理，并根据不同创客的需求进行精准匹配。

不同的区域互不干扰，动静分开，必要时采用隔音

根据不同的学科、项目，设置不同的检索点，方便

材料和设备，创造安静的阅读环境。考虑不同用户

用户进行信息分类检索，进而提高信息检索与利用

的使用习惯，可将自助阅览设备放在用户活动较多

[3]

的准确率 。

的区域，在阅览区配置检索机、自助借还机等，设

1.2 具备信息交互分享功能

计合理的人流路径，方便发布信息和开展宣传推广

众创时代用户对信息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尤其
是创客对图书馆服务具有多层次、跨学科的需求，

活动。
2.2 区分空间功能维度

也迫切希望获取个性化定制服务。图书馆要想打造

图书馆结合创新创业人员的需求进行空间功能

众创空间，首先要能够根据用户数据，对其个性化

再造，目的在于为用户营造便捷、舒适、共享的空

需求进行深入分析，能够根据不同创客的特点，主

间环境，为开展丰富多彩的服务提供支持。从便利

动为其推送个性化内容，具备个性化定制功能，能

性的角度看，图书馆不同空间的设施设备应是可移

够及时对用户需求进行响应。为促进不同创客之间

动、易于组合的，能够适应不同用户的需求 [8] 。图

的信息交互，图书馆还要打造信息交互场所，以合

书馆要将空间作为服务载体，不同区域的空间面

理的空间布局强化信息交互、分享功能，如提供多

积、设备的摆放、色彩的搭配等，要根据用户的使

样化的信息交流工具，开展多样化的馆内活动等。

用习惯、停留时间等合理规划。例如，北京大学图

馆员也可以组建在线讨论小组，鼓励用户之间分享

书馆的空间建设目标，就是通过提供丰富资源、优

[4]

心得、交流创意，方便他人学习和借鉴 。

质服务、智慧空间，为教学、科研、信息服务等提

1.3 提供仿真实践服务

供支持 [9] 。围绕基于众创的全新服务职能，图书馆

图书馆在打造众创空间的过程中，应该为用户

的空间规划，要注重对各类资源的合理利用，打造

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提供便利，通过提供仿真实践场

提供检索、咨询等一站式服务的场所，从不同层次

所，促进创意成果的转化。图书馆有必要与科研院

展现空间功能，让空间服务更趋数字化、智能化。

所、企业等合作，对高校实验室资源等进行整合，

2.3 用户使用空间分析

为创客开展实践模拟提供条件，鼓励广大创客集思

传统图书馆的空间布局，主要围绕馆藏资源进

广益，将所学知识融入创意活动中。由于众创活动

行划分，如期刊阅览室、电子阅览室、科技文献阅

涉及知识产权保护、技术研发等众多环节，图书馆

览室等。面对广大创客的新需求，图书馆要紧跟众

有必要开展相关的信息咨询服务，为创业人士答疑

创时代的趋势，以空间功能再造增加特色服务项

[5]

解惑 。馆员要结合众创发展趋势，将信息服务与

目，实现空间服务的个性化和多元化。在促进业务

用户创业素养提升结合起来，启发用户的创新思

转型的过程中，图书馆要努力打造众创空间，除了

维，帮助用户更好地开展各项活动。

保留传统的藏书功能，还要以创客的需求为导向，

2 基于众创理念的图书馆空间功能再造的方法

设置咨询空间、创客空间、讨论空间等。图书馆有

空间是图书馆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也是展现

必要重新布局业务空间和用户空间，采用仓储式藏

馆藏资源、体现价值导向的重要内容。图书馆结合

书方式，压缩藏书空间，设置文献保障、情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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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创新体验和学习等业务空间，对用户使用密集

据用户提出的问题，深入分析用户的需求，及时更

的空间进行科学规划，突出用户空间的信息传播、

新线上数据库资源，并为用户提供与学科教育相结

研究支持、学习指导等功能，保障整个空间布局与

合的个性化学习内容。另一方面，馆员会全程参与

服务业务有机结合。

用户的创新创业活动，在创新创业准备阶段，提供

3 基于众创理念的图书馆数字众创空间建设研究

文献检索、科技查新、网络资源采集等服务，在创

图书馆数字众创空间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结

新创业过程中主动提供情报信息支持，在创业后期

合创新创业人员的实际需求，打造线上交互平台，

则提供专利申请、对接企业等服务。例如，嘉兴市

方便广大用户交流创业经验、获取专家指导、转化

图书馆在数字众创空间设置创业支持模块，在网站

创新成果等，进而更好地优化图书馆的空间功能。

首页展示各项服务的详情，提供科研立项、引文检

数字众创空间的设计框架如图 1 所示。

索、资源使用培训、竞争情报等服务，并安排专人
数字图书馆

在线解答创客的疑问[12]。
3.3 创客协作中心

信息交互中心

数字众创空间

服务定制中心

在线学术中心

作为信息中心和新技术应用的先行者，图书馆

讨论分享中心

如何帮助用户获取更多知识，如何指导用户掌握最

专家咨询入口

新技术，并将所学知识转化为技能，是众创时代需

创业辅助服务

要思考的问题。近年来，图书馆创客空间的发展势

嵌入信息服务

头迅猛，旨在鼓励协同合作、创新创作、分享交
流。而创客协作中心包括协同创作和协同创新两部

协同创作空间

分，是方便创客自主开展实践活动、提升协作效益

协同创新空间

的线上空间[13]。用户可以根据需要注册登录，在线

创客协作中心

图 1 图书馆数字众创空间的设计框架

上开展项目研讨、协同创作等活动，或者在线管理
创新创业全过程，如实记录创业团队中每个成员的

3.1 信息交互中心
图书馆数字众创空间的建设，是为用户打造线

活跃度、贡献情况等，形成可以存档的记录文件。

上众创服务平台，建立完善的配套制度，包括平台

来自不同地区的协创成员，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

管理、运营、宣传制度和用户服务规章，形成完善

随时针对项目进行线上研讨和分工创作，成员可以

的线上知识服务体系，提供可靠的创新创业服务，

提出建议，对创作内容进行修改完善，这样不仅增

并为创客之间的信息传播、分享提供便利。图书馆

加了学术氛围，也有利于创新成果的转化。

可以根据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根据创客的信息需

4 众创时代图书馆空间功能再造与转型发展的方向

求，建立针对不同学科的专题数字图书馆，如生物

众创时代图书馆的空间功能再造和转型发展，

制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对不同的学科资源进

要在掌握用户需求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筹划，提升馆

行聚类分析，设置文献检索、市场情报、产业热点

员的信息素养和服务意识，丰富服务形式与内容，

等功能模块，进而满足创新创业者的一站式资源需

努力打造众创服务品牌。

求。图书馆可以建立在线学术中心，方便用户之间

4.1 打造众创服务品牌

开展学术交流，并提供数据分析、数字出版等数字
[10]

国外图书馆众创空间建设起步较早，也得到广

。例如，美国布朗大学图书馆建立数字学

大用户的认可。我国图书馆众创空间建设虽然取得

术空间，开发新的学术形式，开展数字存储、管

一定成效，但是大部分用户并不接纳，甚至不了解

化服务

理、分析和可视化等服务

[11]

。

3.2 服务定制中心

其用途。为此，图书馆要结合众创发展趋势，加大
对众创空间的宣传推广力度，以科学的空间功能再

图书馆线上众创空间的打造，能够为用户提供

造方案，让用户对创新创业服务有更清晰的认识，

更加便捷的个性化定制服务，方便用户开展线上学

进而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空间服务。图书馆可以采用

习和仿真实践。一方面，借助个性化学习定制服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方式，强化用户对众创空间

务，用户可以获取最新的创新创业资讯，获得相关

的认知，让用户知道图书馆不仅可以提供馆藏资源

数据库资源、微视频、学术文献等。图书馆员会根

服务，也可以提供面向众创的空间服务，进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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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黏度，打造服务品牌。例如，长春图书馆根

关注对核心空间的深层次开发，将开放、共享的众

据用户的服务需求，打造“第三文化空间”这一服

创理念融入空间服务中，铸造图书馆丰富的文化内

务品牌，开展多样化的品牌活动，丰富了读者的阅

涵，提高图书馆空间的吸引力，在众创活动中更好

[14]

读生活，也提高了图书馆的服务水平

。

4.2 分步推进空间改造

地发挥图书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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