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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视角下的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研究进展
姚修敏，杨帆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00
摘要：本文运用文献调研的方法梳理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的研究现状，从数字资源保存问题、
信息资源共享理论下的数字资源建设、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高校图书馆数字信息建设综合管理等
方面总结当前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的研究进展和主要研究成果，发现当前高校图书馆在数字资源建
设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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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in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YAO Xiu-min, YANG Fan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mployed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search to sort out the research status of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in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ummarized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gress and main research results of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in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aspects of research on the preserva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the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under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in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research on digital resources in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iscovered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in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posed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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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信息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图书馆对于

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现状进行全面梳理，为图书馆

信息传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校的学科建

数字资源的发展提供依据。

设需要规范的数字资源体系支持，在数字时代下，

1 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高校图书馆更应加强馆藏数字资源的建设和发展，

1.1 数字资源保存问题研究

从而更好地为本校的教学和科研服务。目前国外关

对数字资源进行有效地保护是开展数字资源传

于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的研究中，以数字资源工

播的基本保障。关于数字资源的保存，李曙英 [1] 针

程、数字资源绩效服务评价及数字资源评价模型为

对当前我国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数字版权的问题，

主，研究内容涵盖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及实践应用

提出传播伦理与融媒功能要相互制约，渠道建设与

等方面。我国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研究主要通过高

数字技术相契合。图书馆数字资源的保存会使著作

校承担的联合项目及工程来具体开展。本文对高校

权问题变得复杂，针对这一问题，朱如龙 [2] 指出，
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在数字复制、技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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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型资源建设和超链接服务等方面存在较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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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权风险，应通过法律途径、合同授权和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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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人为本，尽量满足更多用户的需求。资源整

等策略应对著作权问题。狄冬梅 依托“郑州大学

合离不开平台的搭建，冯悦[17]认为高校图书馆数字

文献资源数据中心”项目，以资源为中心，从数字

信息建设应注重信息共享，提供数字资源信息的嵌

资源长期保存的技术保障、组织管理、资源融合及

入式服务并建立开放获取平台。

用户运营 4 个维度构建了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模型。

1.4 高校图书馆数字信息建设综合管理研究

1.2 信息资源共享理论下的数字资源建设研究

陈美[18]从扩充自建数字资源的体量和科学管理

孙艳玲等 [4] 通过调查分析宁夏高职院校图书馆

数据 2 个方面提出基本路径。刘磊等[19]强调，信息

数字资源的建设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图书馆数

生态下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字资源建设应成立数字资源共建共享协调小组，自

田明伟等[20]从数据库商的角度提出推进数字资源建

建特色数据库。庞萍 [5] 以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为

设的对策，为学校采购数据库提供相关的建议。万

例，通过对数字资源建设嵌入相关服务，从而进行

伦宇[21]认为当前高校图书馆应加快技术推进，适应

阅读推广，满足用户的需求。唐琼等 [6] 以中山大学

信息时代的发展。董利军[22]从信息化的时代背景出

研究生为观察视角，对数字资源建设支付意愿进行

发，提出当前图书馆资源建设与服务的相应措施，

调查，分析其影响因素，探讨数字资源建设中存在

高校图书馆应加强数字技术的存储，促进信息的传

[7]

的问题。段晓林 对高校图书馆民国文献数字资源

播。栾荣[23]通过对成人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进

的建设现状进行了梳理，指出国内高校自建的民国

行分析，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出创新策略，进一步

文献数字资源开放获取程度较低，应逐步放开资源

提升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史少凡等[24]以大数据时代

权限，谋求资源的共建共享。肖珑 [8] 在中国高等教

为背景，提出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应与信息技术相

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项目建设 20 周年之际，

结合，创新发展路径，促进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

论述当前高校图书馆在数字资源建设中的挑战，强

杨文建[25]从移动需求的角度探讨了图书馆数字资源

调了信息共建共享的重要性。孙克雨等 [9] 在共情教

建设，提出应通过自建资源、建立图书馆联盟等措

学语境下对高校数字图书馆资源进行了定向输出机

施加强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提供读者多样化的服

制研究，提出应开辟新的数字资源建设和利用途

务。陆康[26]通过梳理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现状，认

径，为我国数字资源建设提供参考。孙波等[10]对当前

为应提高数字资源利用率，注重图书馆需求，加强

“双一流”背景下吉林省高校图书馆人文社科数字

技术支撑。文炜[27]对民办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进行

资源建设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图书馆可持续发展

了调研，认为其数字资源种类缺乏统一标准，利用

[11]

通过文献调研梳理了当前我国数字

率较低，提出应借助国家力量，自建资源体系，促

资源建设的研究进展，提出应加强实践的发展，拓

进资源建设。王洪波等[28]探讨了公共图书馆和高校

宽国际视角。周玲元等[12]通过对 39 所“985”高校

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建设现状，通过研究辽宁地区的

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进行调查，提出应优化现有的

图书馆数字资源，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根本的解

战略。贾聪聪

以贵阳花溪高

决方案。卢扬等[29]通过建立数字资源评价指标，并

校聚集区为例，梳理了聚集区 9 所高校图书馆现有

对其赋予权重，对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进行定量评

的数字资源，提出建立图书馆联盟的措施，发挥地

价，基于结构方程分析数字资源的影响因素。定量

数字资源，加大资源共享。赖永忠

[13]

域优势，加强资源共建共享。黄钰新

[14]

通过对海南

分析揭示了数字资源的数据分析结构，能更直观地

省 14 所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进行研究，运用态势分

反映高校图书馆在数字资源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

析法（SWOT）提出数字资源建设的发展策略。

题。徐畅等[30]从应用技术大学联盟的视角对其 40 所

1.3 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研究

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进行了调查，提出建立图书馆

在对数字阅读与图书馆信息资源建

联盟、加强特色数据库建设等举措。程焕文等[31]以

设的研究中提出，图书馆应贯彻“虚实并重”的资

信息时代为背景，指出当前高校图书馆在数字资源

源建设基本方针，开发网络资源并引导数字阅读，

建设中存在资源浪费、资源同化严重等问题，不能

积极推进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关于网络资源的

只注重数字资源建设，还应注重纸质资源建设。林

肖希明等

[15]

指出，图书馆应将资源整合与提升

晓华[32]以 Web2.0 环境为视角，通过调查石油类院校

人的思想素质相统一，网络信息资源的整合应专业

图书馆，分析其数字资源的建设现状，构建数字资

整合，乔慧琴

[16]

源建设框架流程，给出相应的措施。
2 小结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保护
方面，着重强调数字资源的著作权、信息网络传播
权问题，相关学者从法律角度、技术层面等对其进
行解析。在数字资源的合理使用方面，学者们应加
强探讨强化数字版权意识，使数字资源得到充分的
保护。在数字资源共享方面，高校图书馆应建立数
字资源共享机制，加强资源的共建共享。在技术方
面，无论是数字信息化关键技术的研发还是云计算
技术的应用，都要强调以用户需求为核心。关于数
字信息资源的评价，不少学者认为应建立健全的数
字信息资源评价机制，以促进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
的发展。在现有的研究中，理论研究趋于成熟，实
践研究有待加强。高校图书馆在数字资源建设中还
应加强国际视角，注重区域间的合作，真正促进我
国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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