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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管理的智慧图书馆
功能框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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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论述数据管理与智慧图书馆的关系，从数据管理的角度探索智慧图书馆功能构建的可行性。将智
慧图书馆数据分为资源数据、用户数据、环境数据三类，根据数据类别划分智慧图书馆功能，提出基于数据管理
的智慧图书馆功能框架，并对智慧图书馆功能中数据管理的作用进行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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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管理与智慧图书馆的关系
1.1 智慧图书馆的概念

1.2 智慧图书馆中的数据管理
在智慧图书馆中，馆员可以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
行管理，为用户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服务。通过数据

2003年，芬兰卢奥大学图书馆开展“Smart Library”

管理实现技术与服务、技术与管理的衔接。

服务，随后正式提出“S m a r t L i b r a r y”概 念，指出

（1）环境数据管理。图书馆的环境感知智慧化即

“Smart Library”是一种基于位置感知的移动图书馆

利用物联网的方法，将图书馆与人相连接，利用传感器

服务，可以用于帮助用户更方便快捷地查找图书和其他

等技术收集用户数据和环境数据，进行数据管理，得

[1]

[2]

资料 。2010年，严栋 将“Smart Library”概念引入国

到用户行为习惯、馆内环境变化等信息，并且根据这些

内，我国正式开启对智慧图书馆的研究。2012年，王世

信息调整馆内环境 [5]。王世伟[6] 提出，绿色发展将成为

伟[3]对智慧图书馆的相关问题进行梳理，重新定义智慧

未来图书馆的发展战略，绿色发展可以从自然、环保和

图书馆，指出智慧图书馆是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安全等要素予以观察。对环境数据进行管理，可以有效

的信息技术为基础，以高效、便利为主要特征，以绿色

调控图书馆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减少资源浪费。因此，

发展和数字惠民为本质追求，是现代图书馆科学发展

对图书馆环境数据进行有效管理将是建设智慧图书馆

的理念与实践。智慧图书馆的概念和内涵逐渐充实与

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完善。从最初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的搜索引擎集成

（2）用户数据管理。智慧图书馆的主要特征是为

系统，逐渐演变为智能建筑与智能数字图书馆系统的

用户提供高效、便捷、个性化的服务，所以用户数据的

有机结合，随着智慧城市、智慧社会的兴起，智慧图书

管理对于智慧图书馆的服务具有指引作用。智慧图书

馆的建设以智慧城市、智慧社会的理念为指导，在图书

馆在智慧化技术应用基础上，不仅满足用户的大众化

馆中进一步实现智慧的社会化发展，为用户提供高效

需求，而且通过对用户行为、兴趣数据的管理，建立用

[4]

智慧化的服务及舒适的信息交流空间 。

户行为模型，从而满足用户多样化的个性需求并促进
图书馆服务的智慧化发展。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图书馆书目数据社会化应用研究”（编号：15BTQ018）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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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源数据管理。图书馆的资源数据不仅包括

在LED照明灯的配件中安装各种传感器，利用区域热

各种纸质资源、电子资源，也包括科研数据和业务数据

图、噪声仪表盘等监控图书馆环境的变化[9]。对丹麦技

等。传统图书馆资源存在利用途径单一、利用效率低等

术大学图书馆的智慧功能与相应的数据进行整理，可

问题。智慧图书馆的资源管理，不仅要充分利用资源，

将智慧图书馆数据分为环境数据、用户数据、资源数据

还需要对资源进行深度挖掘，探究数据层面间的关联。

三种。利用智能LED照明灯、各类传感器收集环境数

智慧图书馆业务数据的管理，不仅可以优化图书馆的

据，从而实现对于馆内温度、湿度的智能调节；将图书

业务流程，提高图书馆工作效率，而且能够对图书馆的

馆服务集成到移动设备上，利用移动设备实时收集用

[7]

发展决策和战略规划提供支持 。

户数据，分析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开放数据仓
储中的资源数据，供用户使用。

1.3 数据管理与智慧图书馆的关系

丹麦技术大学图书馆在对智慧图书馆运行过程规
划时，提出一种数据管理模型，数据管理过程包括在

数据管理指为实现数据和信息资产价值的获取、

整个室内生活实验室的范围内收集智慧图书馆整体生

控制、保护、交付及提升，对政策、实践和项目进行的计

存环境数据，并将这些数据进行记录、分析，根据分析

[8]

划、执行和监督 。在数据管理的生命周期中，需要理

结果对图书馆的各种功能进行智能调整的同时，将分

解用户的信息需求，获取数据、存储数据，保证数据质

析结果作为知识输出。由此可以看出，在丹麦技术大学

量和隐私，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利用数据的目的。本文的

图书馆建设的智慧图书馆中，数据管理对智慧图书馆

数据管理是对数据生命周期的管理，包括数据收集、

功能实现的重要作用。

数据整理、数据分析、结果应用、新数据采集的全流
程。数据管理过程将数据与智慧图书馆功能连接，形

2.2 深圳市盐田区图书馆

成完整的循环。在现有功能实现过程中进行数据收集，
并且在智慧图书馆数据处理平台进行数据整理、数据

目前，我国在智慧图书馆建设方面颇有成就，如国

分析等，最终将数据分析结果应用到智慧图书馆中，再

内首家智慧图书馆——盐田区图书馆。盐田区图书馆的

从功能实现过程中进行新一轮的数据采集，从而形成

智慧化主要体现在：第一，在图书馆管理方面，建立图书

一个完整的数据管理流程。在此流程中，不是每一个功

馆智慧化平台，集成智慧资源系统、智慧感知系统、智慧

能的实现都会应用到完整的数据管理流程，数据生命

服务系统和智慧管理系统[10]；第二，智慧化的环境调节，

周期也可能会成为连接两个功能项目的桥梁。

可以根据馆内情况自动调节温度、通风、光照等；第三，
智慧化的硬件设施，提供智能座椅、智能书桌，用户可根

2 智慧图书馆数据管理典型案例分析

据个人需要自助调节相应设备；第四，利用智能腕带和移
动APP来了解用户需求，利用智能书架定位书籍，为用户

2.1 丹麦技术大学图书馆

提供个性化服务[11]。对盐田区图书馆的智慧功能与相应
的数据进行整理，可将其数据分为环境数据、用户数据、

丹麦技术大学图书馆的智慧图书馆项目作为其智

资源数据三种。如利用智慧腕带、移动APP、智慧化硬件

慧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将图书馆建成世界最

设施等收集用户数据，分析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

大的室内生活实验室。丹麦技术大学图书馆的智慧化

利用智慧资源系统、智能书架等获得图书馆资源数据，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为用户提供舒适空间，以

调整图书馆资源配置；利用传感器、监控器监测馆内环

用户为中心，重视个性化服务，且在安全、环境等方面

境数据，对温度、通风、光照等进行智慧化环境调节。

为用户提供智慧服务；第二，将图书馆服务集成到移动
设备上，用户可通过移动设备申请各项服务，以及调节

3 基于数据管理的智慧图书馆功能框架

温度、光照等；第三，智慧图书馆提供开放数据仓库，
供用户使用；第四，确保图书馆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

3.1 智慧图书馆功能框架概述

发展。2017年，丹麦技术大学图书馆引入一批LED照明
灯，用户可通过移动设备调节光的强度和颜色，并计划

以数据管理为基础，构建智慧图书馆的功能框架
2018年第4期（总第1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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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所示。根据对智慧图书馆的现状分析，将智慧图

慧图书馆功能分为环境功能项、用户功能项和资源功

书馆数据分为三部分，分别是环境数据、用户数据及资

能项三个部分。环境方面，主要有安保系统及环境调

源数据。环境数据主要包括安全监控数据、人口流动

节两部分；用户方面，主要有室内导航、内外互联、信息

数据、资源利用数据及室内环境数据；用户数据包括用

发布、资源检索、自助借还及监督评价六部分；资源方

户行为数据、用户兴趣数据；资源数据包括电子资源数

面，包括资源采购、资源管理、馆藏分布、科研业务及业

据、纸质资源数据、科学数据及业务数据。据此，将智

务管理五部分。
⭘ᡧ

ᇔሬ㡚

ཆӂ㚄

ؑਁᐳ

䍴ⓀỰ㍒

ⴁⶓ䇴ԧ
䍴Ⓚ䟷䍝

ᮠᦞ᭦䳶

iBeacon定位

ॿ਼᧘㦀

䍴Ⓚ㇑⨶

ॿ਼᧘㦀㇇⌅

ᆹ؍㌫㔏

Ոॆሬ㡚
䐟㓯

㠚ُࣙ䘈

࠶᷀
ራ┿⍎
ՈॆᯩṸ

⭘ᡧ㹼Ѫᮠᦞ

⭘ᡧޤ䏓ᮠᦞ
࠶᷀

䍴Ⓚ
࡙⭘ᮠᦞ

ъ࣑
ᮠᦞ

࠶᷀

࠶᷀

✝⛩亴⍻
ߣㆆ৲㘳
Ոॆъ࣑
⍱〻

ਚᱟ䗃ࠪ

ਟ㿶ॆ࠶᷀

Րᝏಘǃᩴۿཤ

ъ࣑㇑⨶

ᇔ
⧟ຳᮠᦞ

、ᆖ
ᮠᦞ

࠶᷀ Ոॆ侶㯿
ᐳተ

、⹄ъ࣑

࠶᷀

䍴Ⓚᮠᦞ

ᇎᰦ
䈳ᮤ

㓨䍘
䍴Ⓚᮠᦞ
⧟ຳᮠᦞ

⧟ຳ䈳㢲

Ӫਓ
⍱ࣘᮠᦞ

䍴Ⓚ

⭥ᆀ
䍴Ⓚᮠᦞ

⭘ᡧᮠᦞ

侶㯿࠶ᐳ

࠶᷀

⧟ຳ

ᆹޘ
ⴁ᧗ᮠᦞ

、ᆖ䟷䍝
儈᭸㇑⨶

䍴Ⓚᮠᦞॆ
ᮠᦞ᭦䳶

ᮠᦞ᭦䳶
ؑޜᔰ

图1 基于数据管理的智慧图书馆功能框架

对智慧图书馆的功能及数据进行分类后，利用数

数据与功能之间不止存在单一的循环关系。一个功能的

据的生命周期进行功能与数据的连接，形成循环关系。

实现需要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数据进行分析，在图书馆

智慧图书馆在运行中会产生大量数据，这些数据来源

的资源功能项下，要优化智慧图书馆的馆藏结构，需要

不同、格式不同、差异巨大。因此，在对这些数据进行

综合用户数据及馆藏资源数据。一个数据管理的生命

存储的同时还需要进行数据转化、整合等，通过对整理

周期中可能连接两个或多个功能项目，收集数据的功能

后数据的分类、分析及加工处理，发现数据中隐藏的规

项目与使用该分析结果的功能项目并不相同。如用户数

律、数据间关联，并利用这些规律和关联关系调整智慧

据管理功能中的监督评价功能收集的数据，经过分析

图书馆的相应功能，对图书馆进行实时、高效的管理；

处理，可以应用到环境、资源、用户的多个功能中。在智

也可以将数据分析结果进行知识输出，以达到信息公

慧图书馆的功能体系中，并不是单一的连接数据及功能

开、数据共享的目的。

的循环，而是各种数据的共同作用，是数据与功能、功

在基于数据管理的智慧图书馆功能体系构建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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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智慧图书馆功能体系框架分析

对基于数据管理的智慧图书馆功能框架进行深度分析
（见表1）。

本部分从环境数据、用户数据、资源数据三方面
表1 智慧图书馆功能框架分析
数据分类

安全监控数据

人口流动数据
环境数据
资源利用数据

室内环境数据

数据管理内容

收集工具

监控视频的

智能监控摄像头

半结构化数据
人员流动轨迹、

传感器、智能手机

数量数据
用电量、用水量、

资源流量监控系统

网络流量
实时监测温度、

用户导航行为数据

达成目标

基于多点关联分析的

监控、保障馆内安

智能处理方法

全、进行风险评估

基于轨迹行为特征的

实时监控馆内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判定算法

情况，进行风险预警

短期网络流量预测模型等

湿度、光照变化实时调节

光照在人体舒适范围内

蓝牙定位系统、

基于iBeacon和手机MEMS相

馆内导航、图书馆导览、

智能手机

融合的精确的室内定位方法

括检索方式、检

统一检索平台

索步骤等）

行为数据统计分析（关联分
析法、聚类分析法等）和

蓝牙定位系统、

括阅读时间、阅

统一检索平台、

收集用户访问日志、借阅

时产生的兴趣数据

蓝牙定位系统

信息，根据兴趣进行用户

统一检索平台

阅读领域等）

分类，用户兴趣深度挖掘
（关联规则数据挖掘）
文本信息数据化，对评价

用户监督评价

电子资源数据

纸质资源数据

图书馆监督反馈系统

根据用户阅读兴趣
进行用户分类，提供
精准的个性化服务
收集用户主观意见，帮

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反馈到

助监督图书馆各方面状

相应的图书馆功能系统

况，及时反馈，及时整改

电子的图书、期刊、

科学采购、高效管理，

学位论文等

图书、报纸、期刊等

图书馆用户服务

惯，用于协同推荐

用户在阅览资源

（包括阅读内容、

用于协同推荐，指导

挖掘用户阅读行为习

用户行为建模

统一检索平台

读方式等）

用户兴趣数据

消息推送、用户轨迹记录
挖掘用户检索行为习惯，

阅读行为数据（包

用户数据

把握网络安全态势
控制馆内温度、湿度、

检索行为数据（包
用户行为数据

预测网络流量、

设定用户舒适数据，依照温度、

传感器

湿度、光照数据

分析方法

图书馆资源管理系统

文献内容数据化、深度聚

提供知识服务

合、广度关联，进行聚类

科学采购、高效管理、

分析和关联数据分析等

优化馆藏布局，
提供知识服务

资源数据
科学数据

业务数据

开放科学数据、

利用关联分析法、时序数据

预测科学热点，为科学研

图书馆科学数据

挖掘法等进行预测分析

究提供决策参考

采购、流通等数据

图书馆业务系统

3.2.1 基于环境数据管理的智慧图书馆功能

统计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等

优化业务流程，
提高工作效率

传感器、智能手机等设备进行实时监控。第一，在安全
监控数据方面，数据管理的主要内容是监控视频的半

智慧图书馆的环境数据包括安全监控数据、人口

结构化数据，使用智能监控摄像头对馆内情况进行记

流动数据、资源利用数据及室内环境数据，对馆内的监

录；同时，使用基于多点关联分析的智能处理方法对多

控主要依靠各种智能监控设备，利用智能监控摄像头、

个智能摄像头的识别结果进行协同关联分析，挖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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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独立的异常行为数据间的深层关联，以达到突发事
件预测并实时报警的目的

[12]

据和时间数据，结合用户检索和阅读数据，利用关联分

。第二，在人口流动数据方

析法、聚类分析法等，深度挖掘数据间关系，建立用户

面，数据管理的主要内容是馆内人员流动轨迹、数量数

数据模型。不仅可以用于协同推荐服务，在图书馆资源

据，由于传感器对处于流动状态下的轨迹监测会产生

检索、信息发布等方面进行指导，也可以为图书馆的资

较大误差，所以可采用以智能手机监控为主，传感器辅

源采购和资源管理提供意见，优化图书馆资源结构。此

助检测的方法对人口流动的轨迹和数量进行监控。通

外，智慧图书馆还需要发挥知识中转站的功能，将图书

过对智能手机移动轨迹的检测，形成个人轨迹数据，使

馆资源与外界资源连接，将分析整理后的外部信息推

用基于轨迹行为特征的人口流动判定算法进行分析，

荐给用户，提高检索质量。

实时监控馆内人口流动情况，进行风险预警

[13]

。第三，

智慧图书馆可以通过传感器、监控设备等高科技

在资源利用数据方面，建设资源流量监控系统实时监

设备对用户的行为数据进行监控，但不能直接获取用户

测图书馆的用电量、用水量及网络流量。监测用电量、

的主观想法。所以，设置完善的用户监督评价机制对图

用水量可监控能源使用情况，确保水、电设备安全；监

书馆的发展非常必要，监督评价功能是用户主观意见

控网络流量，使用短期网络流量预测模型分析图书馆

反馈的重要途径。这些用户监督评价数据会让图书馆

的网络流量，可达到预测网络流量、感知网络安全态势

直观地了解到用户的真实感受，成为对所有智慧图书馆

[14]

和合理规划网络资源的目的 。第四，在室内环境数据

功能进行评估、优化的重要依据。

方面，依靠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对馆内温度、湿度和光照
实时监测，根据用户喜好自动调节室内环境，满足用户

3.2.3 基于资源数据管理的智慧图书馆功能

对馆内空间舒适度的要求。随着物联网技术的不断发
展，图书馆对于用户和环境的感知将更加透彻，智慧图

图书馆服务不能仅限于文献层面，需要更多地深入

书馆对室内环境数据的分析将更加贴近用户需求，真

到知识层面并以需求为导向，充分利用各种信息分析工

正实现人与图书馆的互联互通。

具加强对数字知识内容的挖掘和揭示 [16]。智慧图书馆
可以利用各种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进行文献内容数字

3.2.2 基于用户数据管理的智慧图书馆功能

化的工作，形成纸质资源数据和电子资源数据。挖掘数
据间的关联关系，结合用户兴趣数据及基本业务数据

用户行为数据可分为用户导航行为数据、用户检

进行共同分析，结果可作为图书馆进行资源采购和资源

索行为数据及用户阅读行为数据。在用户导航行为数

管理的重要依据。除此之外，将纸质资源数据与用户行

据方面，利用蓝牙定位系统和智能手机辅助，进行精确

为数据共同进行分析计算，建立用户的阅读习惯模型，

的室内定位，实现馆内导航、图书馆导览、消息推送及

结合馆藏资源种类，可以得出最适合本馆场地、最符合

用户轨迹记录等功能

[15]

。基于数据管理的室内导航服

本馆用户阅读习惯的馆藏结构。系统需要随时监控数

务将会收集用户的导航请求，并且记录用户的行动轨

据并及时给予反馈，在用户数据及资源数据发生明显

迹。分析用户导航请求得到用户兴趣数据，利用用户兴

改变时，对馆藏分布进行重新调整和计算。

趣数据有针对性的进行资源采购、资源管理等工作；分

科学数据是图书馆资源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

析用户行动轨迹数据，不断完善导航路线；将用户兴趣

图书馆产生的科学数据及图书馆采集的世界范围内的

数据、用户行动轨迹数据与资源数据相结合，进行共同

开放科学数据等。智慧图书馆对科学数据进行分析，可

分析，依据分析结果对馆藏资源分布进行调整。

以为研究者提供针对性的科学信息，还可以进行科学趋

在用户检索和阅读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可以分为检

势研究、热点分析等工作。图书馆采集科学数据，利用

索行为数据、阅读行为数据、检索兴趣数据和阅读兴趣

关联分析法、时序数据挖掘法等进行预测分析，为科学

数据四种。线上的检索阅读数据需要依靠图书馆的统

研究提供决策参考。此外，在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还

一检索平台进行收集，收集内容包括用户检索内容、下

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建立以研究者为中心的知识关联网

载内容、检索步骤、用户访问日志、用户借阅信息等；线

络，为科学家的合作研究提供便利[7]。智慧图书馆不仅

下的检索阅读数据可以依靠蓝牙定位系统检测用户的

是知识交流中心，还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后盾，以海量

位置，以及用户在某个区域停留时间。依据用户轨迹数

的科学数据、先进的科学技术、沟通世界的能力，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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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发展提供帮助。智慧图书馆的业务数据管理是传统图
书馆的常规性工作，业务数据主要包括采购、流通等工
作数据，智慧图书馆可以利用图书馆统一的业务系统进
行自动化的业务数据统计分析，对财务状况、资源采购
进行规划和监控，不断优化业务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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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ta management and smart library, and analyzes the case of data management in the smart library. It
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function of smart library from the angle of data management. The smart library data is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resourc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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