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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与 5G 网络的融合，为图书馆转型升级带来新机遇。图书馆要实现泛在化智慧服
务，有必要转变思维理念，实现“互联网＋”智慧服务；坚持公益，推动智慧服务均等化发展；开拓创
新，满足用户多元化需求。通过建立需求表达机制、分工协作机制和互利共赢机制，建立科学的泛在化
智慧服务，打造基于 5G 网络的泛在化智慧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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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Ubiquitous Intelligent Service Mode of Libr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5G”
ZHAO Xi-bo
(Ji’nan No.2 Library, Ji’nan 271100,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5G networks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libraries. It is necessary for libraries to realize ubiquitous intelligent service by
changing their thinking and concepts to realize “Internet +” intelligent service; adhere to public welfare and
promote the equalization of intelligent services; pioneer and innovate to meet the diverse needs of user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emand expression mechanism, a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a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win-win mechanism, scientific ubiquitous intelligent service is established, and a
5G network-based ubiquitous intelligent service mode is c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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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作为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应

物’三元万物互联” [1] 。图书馆是先进技术应用的

用日益广泛。与 4G 相比有更高的信息传输速率、

高地，在“人工智能＋5G”技术视域下，充分利用

更好的流畅度。从工业互联网、智能家居到智慧城

5G 网络、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全面掌握不同

市建设，5G 将带来更可靠、更安全、更高效的无缝

类型用户的需求，建构智能在线信息服务平台，营

交流互动。大数据借助 5G 的优势可以实现更为精

造泛在化、智慧化的信息服务环境，发挥精准推

准的计算，实现海量数据的智能化处理，并在短时

荐、精准评价、精准服务的优势，全方位提高信息

间内完成。而 5G 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科

服务质量。

技的深度融合，将实现更加便利的人机交互，推动

1 图书馆实现泛在化智慧服务的原则

信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余少华表

5G 技术为图书馆建构泛在化智慧服务平台提供

示，“未来 20 年，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是‘人-网-

了便利。作为文化服务机构，图书馆要坚持公益性
原则，积极转变思维理念，打造基于 5G 网络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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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服务模式，更好地提升用户服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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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转变思维，实现“互联网＋”智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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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技术，挖掘多学科、多领域的有价值信息，保

面对“人工智能＋5G”新技术的挑战，图书馆

障智慧化服务的有效性 [4] 。近年来，国内图书馆正

有必要改变传统思维方式，打破自上而下的管理体

在积极探索智慧服务模式，一些图书馆立足用户个

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信息服务和管理

性化需求开展了创新实践，既让用户拥有全新的体

系统，依托“互联网＋”打造传播范围更广、影响

验，又达到广泛传播知识的目的。

力更大的智慧化服务网络。图书馆首先要建立跨界

2 图书馆泛在化智慧服务模式的构建

合作思维，拓展信息传播渠道，寻求与出版社、新

图书馆依托 5G 网络，综合利用多种技术手

媒体平台等机构的合作，取长补短，合作共赢，提

段，建构泛在化智慧服务平台，实现对用户需求的

[2]

高整体竞争力 。图书馆员要充分利用数据挖掘、

智能感知和科学预测，结合用户群体特征和个体差

云计算等智能技术，不断优化服务模式，还要根据

异，对信息资源进行云存储、分析和利用，并借助

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深入挖掘馆藏资源，塑造全新

智慧服务平台主动推送个性化服务内容，基本流程

的服务点，并由点及面地推广，进而形成产业链。

如图 1 所示。

图书馆也可以与政府部门合作，以政府与社会资本
合作的模式，提高信息资源整合效率，满足公众日
益增长的智慧服务需求。
1.2 坚持公益，推动智慧服务均等化发展
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秉承公平、普
惠的原则，致力于满足公众的基本文化需求，促进
优秀文化资源的长期保存和有效传播。5G 网络环境
下信息来源渠道增多，信息服务机构遍地开花，用
户的需求更加多样化，这无疑影响到图书馆信息服
务中心的地位 [3] 。然而在打造泛在化智慧服务模式
过程中，图书馆依旧要坚持公益性原则，确保智慧

图 1 图书馆泛在化智慧服务基本流程

2.1 智能感知用户需求

服务的均等化、交互式发展，切实体现图书馆的社

5G 时代信息传输速度更快，信息数量急剧增

会价值。一方面，图书馆可以与出版社、实体书店

长，从浩如烟海的数据资源中准确找到用户所需的

等经营主体合作，拓展线下营销渠道，结合市场需

信息是体现图书馆智慧服务价值的关键。图书馆拥

求开发文化创意产品，拓展智慧服务的衍生产业，

有庞大的馆藏资源体系，要提高信息检索、分析、

在促进全民阅读转型方面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图

整合的精准度，需要依托射频识别（RFID）、神经

书馆可以与其他公益性机构合作，共同开展公益性

网络、大数据等技术，提高信息服务系统的智能化

讲座、图书展览等阅读推广活动，在立足公共文化

水平 [5] ，对用户信息进行智能感知，结合用户的个

事业发展基础上，追求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保障

性化差异，以用户数据建模的方式勾勒用户画像，

图书馆智慧服务的均等化、普惠式发展。

进而准确分析不同用户的需求，科学预测用户的行

1.3 开拓创新，满足用户多元化需求

为轨迹。图书馆可以此分析结果为依据，合理布局

图书馆需要适应瞬息万变的信息环境，开拓创

馆藏资源，合理设计馆内服务空间，适时优化信息

新，依托智能化技术提高服务系统的智能感知能

服务流程，确保用户服务的精准化与个性化。

力，实现对用户需求的智慧化感知，以深度智慧完

2.2 信息资源云存储

善信息服务模式，切实满足用户的立体多元化需

图书馆物理存储空间受到内外部多重因素的影

求，实现泛在化智慧服务。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

响，尤其是纸质资源存储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精

构，图书馆在服务内容定位方面，不仅要立足馆藏

力，不利于信息资源的高效传递与共享。馆藏资源

建设实际，也要结合 5G 时代的发展趋势，充分利

建设是提供智慧化服务的基础，图书馆要获得大规

用政策、用户、馆藏等资源，融合多种技术、主

模、系统化、可高效流通的信息资源，有必要引入

体、业态等创新内容形式。图书馆在服务内容选择

云计算技术，建立专门的云存储中心。具体而言，

上要精准分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主动借助人工

对馆藏纸质文献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结合本馆特

• 40 •

Chinese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pr. 2021

Vol. 45

No. 2

色从中提取特色化数据，分门别类建立专业数据

自身诉求，做到求同存异，基于多方协商保障整体

库。对于互联网资源，则可以借助网络爬虫、数据

系统的有序运作。需求表达包含协作参与者的个体

挖掘等技术进行采集分析，并将其传输至云存储中

需求和对用户需求的感知两部分，其中图书馆与出

心。在使用过程中，图书馆借助智慧服务平台，对

版社、基金会等其他机构的合作，要积极听取外部

本馆资源和云端资源进行集成融合，实现大规模数

建议，尽量满足协作主体的需求，这是保障参与主

据的统一调度，保障信息流通的便捷高效性。

体发挥作用的关键，也是驱动多主体共同进步的动

2.3 提供智慧化特色服务

力。同时图书馆要允许用户自由表达观点，有效感

图书馆传统的信息服务模式，多以提供信息咨

知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通过数据建模的方式建构

询、文献借阅等服务为主，其门户网站也多以信息

精准用户画像，从而准确分析用户的习惯特点，实

展示为主，缺少与用户之间的深度交互，无法全方

现用户服务的精准定位。在多元主体协同的基础

位掌握用户的个性化需求。5G 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

上，以建立专门管理小组的方式，促进多元主体需

流更加便利，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引入，让图书馆

求的准确表达，真实传达各主体的意愿，营造更好

服务系统更加智能化，促使图书馆改变单一的服务

的发展环境，让整个协作团体更有凝聚力。

模式，更加注重对用户信息的智能感知，由此为用

3.2 分工协作机制

户提供更加智慧化的服务。图书馆可以利用情境感

图书馆泛在化智慧服务模式的建立，在全面智

知、简易信息聚合等技术，精准识别用户需求，主

能感知各参与主体需求基础上，还需要建立相应的

[6]

动提供个性化服务内容 。也可以利用智能手机等

规章制度，保障各项工作的合理分配，发挥每个主

终端设备，让用户足不出户就能够随时享受图书馆

体的效能，确保智慧化服务落到实处。图书馆要与

提供的服务，体现信息服务泛在化的特点。图书馆

其他参与者协商，以签署协议的方式，明确共同的

从馆藏资源中挖掘特色内容，制作成小视频、音频

发展目标，结合市场需求共同制定服务方案。一方

等产品，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便于用

面，要根据不同参与主体的优势特点，对相应的权

户随时查阅浏览，打造融合智慧化展示和智慧化推

责义务进行分配，让整个系统呈现多元扁平化管理

送的新服务模式。

结构，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并进。另一方面，在整体

3 图书馆泛在化智慧服务的保障机制

系统框架下要赋予各参与主体相应的自治权，保障

图书馆寻求与数据运营商、出版社、公益团体

个体的独立性，让参与者可以结合自身特点适时调

等机构的合作，共同建立泛在化智慧服务体系，实

整内部规章制度，充分调动其积极性，让整个团体

现从无序到有序、从独立运营到注重协同效益的转

能够保持高度协调的姿态。

变，需要建立完善的服务保障机制。通过建立需求

3.3 互利共赢机制

表达机制、分工协作机制和互利共赢机制（见

图书馆泛在化智慧服务模式的实现，并不是简

图 2），对多个主体进行有效约束，维护多元主体

单地与外部建立链接，而是在全面掌握用户需求和

有序稳定的平衡状态，使各主体效能在整体系统环

智能分析基础上，寻求合适的合作伙伴，建立多主

境下得到充分发挥。

体互利共赢的服务联盟，让高质量信息服务无处不
在。不同主体之间并非简单的合作关系，而是呈现

图书馆

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状态，彼此之间信息共享、相
需求表达机制

分工协作机制

互利共赢机制

自由发言

规章制度

互信互助

智慧感知

合理分配

资源共享

满足需求

适度激励

相互监督

图 2 图书馆泛在化智慧服务的保障机制

3.1 需求表达机制
图书馆通过跨界合作建立泛在化智慧服务模
式，要给予多元参与主体话语权，让其能合理表达

互尊重、相互监督，促进整体从无序到有序，更好
地发挥 5G 时代的高新技术优势，打造更为广泛的
智慧服务网络体系。管理学家认为管理必须有效，
而这种有效的表现之一就是组织成员的工作成果对
整体机构的贡献。因此，图书馆可以根据各参与主
体的贡献大小，对资源和权限进行合理分配，辅以
科学的评价反馈机制，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让
整个系统充满活力。
（下转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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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高职院校图书馆不仅要引导学生“走进来”，

https://www.un.org/zh/observances/book-and-copyright-day.

更要主动“走出去”，深入科室和班级进行调研和

[2] 人 民 日 报 .中 宣 部 等 十 一 部 门 联 合 倡 议 积 极 开 展 全 民 阅 读 活

访谈，了解师生的个性化诉求，避免在阅读推广过

动 [EB/OL].(2006-04-19)[2020-04-23].http://www.gov.cn/jrzg/2006-

程中出现主观化和想当然倾向。

04/19/content_257317.htm.

高职院校要注重新媒体阅读推广，充分利用新
媒体使用人数多、传播速度快及互动方便快捷等优
势，让更多的读者及时接收到相关讯息。还应深入
开展移动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让更多的读者体会
到移动阅读的便利，利用应用程序进行馆藏查询、
读者荐购、书刊阅读等操作，随时随地享受阅读的
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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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云,高志鹏,黄涛.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策略探析[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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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有资源和优势，科学规范地开展各项工作，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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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推进服务模式的创新升级，让越来越多的读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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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人工智能＋5G”视域下，社会信息生态高度
发达，信息来源更加多样化，图书馆要充分利用多
种新技术，在寻求对外协作基础上，打造能够智能
感知用户需求、智能处理复杂数据的智慧化服务系
统，为用户带来前所未有的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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