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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移动社交网络是当前读者数字化生存的重要环境之一，这对图书馆信息服务提出新要求，同时知识
碎片化等技术应用将再次触碰知识产权底线。本文通过探讨移动社交网络的特征及其对高校图书馆的影响，阐
述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危机管理的基本思想、内容和运行机制，最后结合移动社交新环境下图书馆知识产权内
部管理和外部发展现状分析，运用SWOT组合战略，从危机管理视角提出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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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社交网络环境的成熟和发展，传统信息

结合当前调查和研究[3-5]，移动社交网络新环境主要表

服务行业向移动终端的渗透进一步加强，这对高校图

现出三方面特征：一是基于手机的信息传播方式进一

书馆的服务方式、内容和对象提出新的要求，传统纸

步打破时空限制，实现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均

质文献和数字化信息服务亟须面向移动终端开发新通

能获取所需信息；二是用户群体量大而稳定，用户黏度

道，以文献借阅和数字资源应用为主的服务内容逐渐向

高，并具有按兴趣和学科进行精确分组的趋势；三是网

基于移动社交网络的传递、共享和推送转化，服务范围

络成本低廉，目前移动社交应用完全免费，移动数据费

也从校园馆舍和传统校园网扩展到移动社交平台。移

用逐步降低且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可见，移动社交网

动社交网络新环境下的信息产品和技术创新，为高校图

络新环境为图书馆信息服务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

书馆提供业务拓展机会，但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对数字

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服务方式的突破以及碎片化时代

传播的限制，也给其信息服务带来压力。在图书馆权利

所引发的知识产权问题，也为图书馆行业带来挑战。

空间日益压缩的态势下，知识产权风险可能再次向危机

1.1 自由化获取的改变

转化，影响行业生存与发展。

1 移动社交网络环境对图书馆的影响

移动社交网络的普及，使读者的信息获取渠道发
生快速改变，从传统网络数据库扩展到基于社交功能的

移动社交网络环境指以移动社交网络为载体，以

移动端，信息获取需求由以往的准确、全面、高效，逐渐

移动社交媒体为主要形式的社交应用环境。据We Are

转变为随时随地的自由化获取与交互。获取渠道和需求

Social发布的《2015数字化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月全

的改变，使读者信息获取行为提高移动性和时效性的同

[1]

球活跃社交媒体账户量已达20.8亿 ；eMarketer预测我
[2]

时，也增强了生活学习与信息资讯的关联。这种改变将在

国移动社交网络用户将于2019年达到4.8亿的规模 。移

高校营造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学习任何内容的良好

动社交应用的迅速膨胀带动信息服务的变革和创新，

氛围，但在自由化获取和交互过程中，图书馆基于移动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移动网络社交媒体与图书馆合作创新发展研究”（编号：15BTQ008）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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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信息传播和授权以及读者通过移动社交网络对信息

移动社交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危机管理

2.1 知识产权危机管理思想

进行分享、交互等，均将受到知识产权的重新考验。
高校图书馆是面向师生提供教学科研辅助、面向

1.2 移动化服务的突破

社会提供信息服务的机构，其知识产权危机管理应当
遵循以下思想方针：一是以服务于高校教学、科研为宗

据调查，当前图书馆的移动信息服务实践多限于

旨，坚持积极、正面应对原则，尊重知识产权，合法、合

通过微博和微信进行宣传公告、信息咨询和信息推送

理保护学校权益，保持与外界沟通，加强行业协调互

等，少有基于移动社交的深层次应用

[6 -8]

。结合移动社

助，系统管理知识产权问题；二是按照危机发生规律制

交网络的特征，高校图书馆如何在服务移动化导向下，

定危机管理方案，通过事先制定知识产权制度、开展培

拓展沟通方式、优化信息呈现、提升读者体验，将是馆

训和制定预案，在危机发生时及时调用调整处置和恢

[3]

员亟须突破的重要课题。为此，魏笑笑 提出高校图书

复方案，并对危机管理进行记录和评价；三是实施行之

馆应在移动社交环境下开展广播式信息推送，提供在

有效的危机管理策略，具体包括增强校园知识产权危

线咨询和个性化专题服务，从而面向区域拓展深层次

机意识、培育知识产权文化、健全知识产权制度，做好

服务。然而在移动化服务的突破和延伸过程中，必须厘

善后恢复工作等；四是开展图书馆知识产权危机管理

清知识产权问题：一是读者随时随地、低成本、快速获

系统建设，构建知识产权危机预警系统、知识产权危机

取原文信息的需求，与日益高涨的数字版权费用的矛

协作防范系统和知识产权应急处理系统等，并融入学

盾；二是读者信息的快速识别、精确分组，与读者隐私

校危机管理体系。

的矛盾。

2.2 知识产权危机管理内容

1.3 碎片化时代的挑战

危机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培养危机意识、组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新型媒介的发展，信息碎片

建职能部门、构建危机预警和处置系统、实施危机事后

化、阅读碎片化、用户碎片化正呈现不可阻挡的趋势，

恢复等多方面内容。高校图书馆危机管理应以所在高

而移动社交网络是形成“碎片化时代”的重要推手。知

校为依托，融入学校危机管理体系。在刘兹恒等[12]提出

识和阅读的碎片化推动图书馆服务的创新，基于移动

的图书馆危机管理一般内容模型基础上，本文认为高

社交网络的服务项目更是层出不穷。因此，如何突破时

校图书馆知识产权危机管理应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危

间和空间的局限，满足多元化读者的个性化、碎片化信

机意识培养，具体包括以高校师生为主要实施对象，

息需求，成为当前行业研究的热点。从当前图书馆在碎

由图书馆组织开展系列知识产权宣传和危机管理培训

片化时代的工作创新及实践看

[9-11]

，在图书馆传统馆藏

活动，增强师生之间、部门之间的业务交流，培养危机

的“碎片化”和跨越馆舍的“泛在化”服务等方面，都

协作意识；二是危机日常管理，具体包括组建图书馆危

将面临知识产权的挑战。

机管理部门，开展危机调查和评估，构建危机预警系统
等；三是危机事件处置，具体包括由图书馆主管领导负

2 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危机管理概述

责，组建危机应对小组，对危机事件进行调查和评估，
确认危机级别，启动或调整危机处理预案，对危机态势

对于当前存在的知识产权问题，图书馆通常采取

进行跟踪、监控、处置，并保持与外界的沟通；四是危

临时应对策略，解决途径较单一，尤其缺乏系统的管理

机记录、危机恢复、媒体沟通等基础工作，具体包括组

思想。借鉴刘兹恒等

[12]

对图书馆危机管理的定义，可将

其理解为对图书馆运行中出现的知识产权风险因素和

建危机恢复小组，对危机管理行为进行记录、评价，协
助学校做好媒体管理工作等。

知识产权危机事件，从发生到消亡全程全面监控处理
的图书馆管理理论与实践。下文将应用图书馆危机管理

2.3 知识产权危机管理机制

理论，具体探讨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危机管理的思想、
内容和机制。

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危机管理机制应以危机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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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处置和恢复为中心，以危机管理意识培养、危机管

机构，在当前移动社交网络环境下，应从信息组织和知

理组织、危机管理策略和危机管理基础工作为主要构

识服务的角度，将馆藏资源根据移动社交网络特征和

造。其功能和运行机制可描述为：通过组建危机日常管

读者自由化获取需求进行重构。从知识产权管理角度

理部门、危机应急小组和恢复小组构成图书馆危机管

看，高校图书馆将自有资源转化为适于移动社交传播和

理组织，为危机管理提供人力保障；通过塑造知识产

获取的形态，在知识、人才和业务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权文化、开展危机管理培训和行业交流等提升知识产
权危机管理意识，为危机管理提供思想保障；通过开展

3.1.1 知识资源丰富

危机预警和评估、构建危机协作网络和建立健全危机
管理制度等实施危机管理策略，为危机管理提供制度

高校图书馆除蕴藏大量纸质文献外，还采购许多

保障；通过实施媒体管理、媒体沟通和危机记录管理

专业数据库和电子文献，并通过学科导航、自建数据

等基础工作，为危机管理提供业务保障，有效地预防知

库、定题报告等方式对现有资源进行二次加工。现有馆

识产权危机事件的发生，合理处置危机事件并控制影

藏纸质文献和电子资源，均是通过正规渠道采购并已

响范围，保障危机事件的善后恢复（见图1）。

获得授权的合法资源；学科导航、自建数据库和定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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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还是基于碎片化技术提供移动化服务，这些资源
都享有合法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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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馆员多为图书情报、计算机等专业技术
人员，读者多为在校大学生和教师，对知识产权有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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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专业人才聚集

的认知度，由于基于真实社交的强关系链，使用户黏度
非常高且具有按学科精确分组的趋势。丰富的人才优势
和稳定的读者群体，为移动化服务的拓展、创新以及危
机管理组织提供便利，高校图书馆具备开发移动化服
务、实施资源“碎片化”和实施危机管理策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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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业务团队精干

图1 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危机管理机制

作为高校基础文化设施，图书馆从硬件配备到软

3 移动社交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管理
分析

件设置，学校都给予大力支持。在不断变化的网络环境
下，高校图书馆积累丰富的业务管理和拓展经验，业务
流程日渐规范，执行能力持续提高，在移动社交网络环

对当前存在的知识产权风险，从图书馆管理角度

境下陆续开发“移动图书馆”“微信图书馆”等众多移

可归纳为内部管理风险、外部服务风险和法制环境风

动化服务项目，馆员团队也成为高校教师队伍不可或缺

[13]

险 。本文进一步分析高校图书馆内部知识产权资源、

的重要组成部分。

知识产权管理能力方面的优势和不足，同时认清移动
社交网络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机会与挑战。

3.1 知识产权管理内部优势

3.2 知识产权管理内部劣势
近年来，基于文献借阅和传递的传统服务方式遭
遇发展瓶颈，图书馆传统文献借阅量逐年降低[14-15]，除

高校图书馆作为重要的信息服务和教学科研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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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阅读带来的冲击外，图书馆自身管理和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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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不前也是导致这种局面的重要因素，成为新环境

移动社交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危机管理

3.3.1 社交环境成熟

下高校图书馆必须思考和反省的重要问题。
在传统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多限定在

3.2.1 管理制度不全

校园局域网内传播和应用，然而随着移动社交网络引
发的传播方式和范围的变化，从技术原理和技术发展

传统环境下，图书馆规章制度制定得十分全面，然

动因上考虑，已经没有继续限定在校园内提供服务的可

而移动社交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冲突对于包括图书

能。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和相关法制的完善，移动社

馆在内的信息服务机构而言还是新生事物，少有图书馆

交媒体等网络传播行为逐渐规范，移动网络服务标准

专门针对读者自由化获取行为和移动化信息服务机制

开始形成，以随时随地自由化获取为代表的数字版权

来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和危机应对策略，而现有制度

传播环境正在逐渐成熟，移动用户群体及其应用基于

设置不全，条款阐述模糊不清，具体操作办法容易产生

社交网络不断扩大。因此，社交环境的成熟为高校图书

[16]

争议 ，从而成为引发知识产权危机的重要内部动因。

馆化解和协调知识产权冲突打下良好基础。

3.2.2 法律意识淡漠

3.3.2 合法需求增大

虽然移动社交网络打破了传播的时空限制，但由于

在资源共享的技术瓶颈被不断打破的趋势下，图

高校图书馆长期身居“象牙塔”内，馆员和读者对于外

书馆基于内容分享、用户交互和情景感知等应用的深

界纠纷的感触不深，缺乏危机意识。这导致图书馆和读

层次移动化服务不再是空想，而知识产权问题可能是

者知识产权意识淡漠，在冲突发生时易陷入相对封闭

当前移动社交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必须突破的最后一道

和被动的局面。

屏障。碎片化已成为移动社交网络传播的主要信息形
态，移动社交网络环境下的信息安全和移动支付也日益

3.2.3 信息沟通不畅

完善和普及，这些都推动人们对于通过正规渠道来获
得合法信息的需求迅速增长，为高校图书馆解决知识

加强信息披露以及与公众沟通，争取谅解和支持是
危机管理的基本对策

[17]

产权症结、规范信息服务行为提供较好的外部氛围。

，因此国外通常把危机管理又

称作危机沟通管理。作为危机管理的基础工作，媒体沟

3.3.3 新型应用增多

通一直是图书馆知识产权管理的短板。在传统环境下，
图书馆与公众关系相对简单，发生媒体聚焦新闻事件
的频次和概率较低，在众多事件

[18-20]

随着移动社交网络应用的不断深入，商业社会围

发生时，图书馆常

绕用户自由化获取和知识“碎片化”推送的新型应用项

手忙脚乱。而在当今移动社交网络环境下，为满足读者

目不断推陈出新（如各行各业的手机App和微信公众平

更广泛的个性化、碎片化信息需求，一些图书馆开始提

台），为目标用户提供精准的移动化服务早已不再是高

供跨越馆舍和基于校园局域网的泛在化社会服务，在拓

校图书馆的专利。基于移动社交网络环境的新型应用

宽服务范围触碰知识产权底线的同时，若缺少必要的

实践为知识产权管理提供丰富的经验，因此无论是图

信息沟通渠道，将更易使图书馆陷入危机。

书馆自主开发移动化服务项目，还是与商业机构合作开
发新型应用，在面对知识产权问题时图书馆不再是“孤

3.3 知识产权管理外部机会
移动社交网络环境下，用户群体的巨量增长和用

军奋战”。

3.4 知识产权管理外部威胁

户黏度的大幅提升，为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的拓展提
供良好的发 展契机。对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管理而

移动社交网络环境下的信息需求、信息组织和信息

言，移动社交网络环境的成熟与发展从外部释放出积

形态变革，为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拓展和延伸提供发

极信号。

展机遇，同时日益严苛的法制环境、庞杂的碎片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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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外部商业社会的竞争，给图书馆知识产权管理带

产权争议。

来压力。

3.4.3 市场竞争加剧
3.4.1 法制环境严苛
移动网络的低成本和高效益，使许多服务商看好基
“合理使用”等知识产权限制条款为图书馆提供

于移动社交网络的信息服务市场，期望抢占先机。一些

一定保障，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赋予图书馆

数据库供应商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在与图书馆签订的许

以数字化形式传播作品的权利，这为网络环境下图书馆

可合同中，处处设置限制、预留升值机会 [22]。如图书馆

信息服务提供法律依据。然而，由于现有法规条款规定

与数据库供应商现有的合作协议大多基于传统网络环

[21]

过于简略，对个别模糊性词汇也未作出进一步解释 ，

境的约定，关于移动端资源接口通常缺乏明确条款，使

图书馆权利空间还有被日益压缩的趋势。如为支持读者

基于移动社交网络的图书馆服务无法顺利获得授权。此

的碎片化阅读，一些图书馆开展基于现有馆藏的知识片

外，专业信息机构开始实施知识资源垄断。如一些国际

段聚类和聚合呈现，在“碎片化”过程中，为便于按主题

专利数据库均由少数供应商或代理商掌握[23]，高额的版

进行聚集和展示，图书馆需要对现有资源进行编辑和复

权费进一步限制图书馆移动化服务的突破。

制，这必将受到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规范和约束。

4 移动社交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危机
管理策略

3.4.2 非法资源泛滥
在网络带来海量有效信息的同时，垃圾信息以碎片

在移动社交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在满足读者自

化的形式散布。非法信息资源泛滥给高校图书馆带来

由获取需求、开拓移动化服务和顺应碎片化时代发展的

困扰，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将非法信息纳入正常信息范

过程中都可能遭遇知识产权问题。结合上述分析，运用

围，通过移动化服务平台将碎片化非法信息传播给读

SWOT战略组合方法[24]，从危机管理视角提出新环境下

者，或将读者个人信息外泄，从而在更大范围引发知识

的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管理策略（见表1）。

表1 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危机管理SWOT战略组合
S1知识资源丰富
O1社交环境成熟
O2合法需求增大
O3新型应用增多

T1法制环境严苛
T2非法资源泛滥
T3市场竞争加剧

S2专业人才聚集

S3业务团队精干

W1管理制度不全

W2法律意识淡漠 W3信息沟通不畅

SO策略：依托丰富资源，顺应环境趋势，加强基于移

WO策略：学习外部社交服务经验，建立健全知识产权

动社交的资源呈现和风险自评；依靠环境成熟和合法

管理制度；通过塑造文化，提升知识产权意识；寻求外

需求增大，加强风险记录；借助服务市场和业务团队，

部合作，增强管理交流，提高馆员的沟通与危机应对

组建版权管理机构

能力

ST策略：面对严苛的法制环境、非法资源泛滥和竞争

WT策略：推动知识产权管理组织建设，组建危机应对

加剧的信息市场，依托人才优势，加强媒体沟通与管

小组，积极开展危机管理培训，有效实施危机的预防

理；利用高素质业务团队，加强业务整改，探索知识产

和处置；积极组织和参与行业交流，形成危机协作网

权危机的处置与恢复

络，构建知识产权协作机制

（1）开展资源预警评估，加强风险记录管控。为

善“版权声明”等措施逐步规范图书馆和读者在移动

顺应移动社交网络发展趋势，高校图书馆应将馆藏资

社交网络中的信息传播和利用行为，加强风险事件的

源进行选择性数字化

[25]

，以纳入移动社交服务体系为

记录和管理工作。此外，还应借助外部社交服务兴旺和

导向进行资源组织、整合和呈现，同时结合外部移动社

馆员团队精干的优势，尝试组建版权管理部门和专职

交服务经验对现有资源进行知识产权预警评估、划分

管理机构 [26]，对图书馆在移动社交环境下的信息服务

风险等级。在以数字版权为代表的外部社交服务环境

进行有效管控。

逐渐成熟以及合法信息需求日益增大的趋势下，通过完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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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培养版权意识促进交

王根

移动社交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危机管理

流。高校图书馆应充分学习外部社交服务的版权管理

管理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外部存在的机会与威胁，最后

经验，加强自身管理制度建设，并抓住读者对从正规渠

应用SWOT组合战略，从危机管理视角提出高校图书馆

道获取合法信息需求增大的契机，建立和实施移动社

知识产权管理策略。危机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为有效

交网络服务中的读者知识产权规范。可参照银行客户风

地指导高校图书馆规避移动社交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

险评级流程，在移动化服务中增加对读者的版权风险

权风险，未来还需要在知识产权资源整合、知识产权风

警示。积极参与校园知识产权宣传，努力塑造与外界环

险评估和预警、知识产权危机处置以及恢复预案制定

境同步并具图书馆特色的知识产权文化。如在图书馆

等方面继续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4·23读书节”中增加基于移动社交网络应用的版权宣
传活动。此外，还应积极寻求与外界管理人才、法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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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ual Property Crisis Management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under the Mobile Social Network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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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bile social network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environments of current readers to survive digitally, it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of the librar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fragmentation etc, which will touch the bottom lin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once agai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bile social network and its inﬂuence on university library, expounds the basic concept, content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isis management in university library.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external development of library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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