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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图书馆资源服务模式及其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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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信息环境下，智慧化成为图书馆发展的新趋势，图书馆资源服务模式受多种因素影响开始转变。本
文调研当前智慧图书馆的发展态势，关注其资源类型变化与技术更替，总结智慧图书馆的服务，发现并将整体智
慧图书馆服务体系划分为以资源建设为核心、以新技术应用为导向、以读者需求为中心、以空间再造为趋向的4种
核心服务模式及其典型实施方式。在此基础上，总结目前智慧图书馆发展的不足，并从资源、服务、技术、馆员、
读者五要素提出具有实用价值的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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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大数据市场的迅速扩张，以物联网、云计

1 智慧图书馆服务概述

算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在社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全球“技术革新”背景下，以“智慧地球”概念为

1.1 智慧图书馆的发展态势

推动力，以新兴技术为依托的“智慧化”成为社会发展
热潮，图书馆作为信息资源的“传播枢纽”，在新信息

云环境下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及信息的爆炸式增

生态下也开始迈向智慧图书馆。新信息环境改变了信息

长，使得传统图书馆的服务模式难以继续满足读者的

资源的内容形式、传播手段、利用方式，同时改变了图

信息需求。图书馆力图通过物联网、云环境、大数据、

书馆开展服务的技术手段，从根本上重塑图书馆的资

智能感知等新兴信息技术，将建筑、设备、资源、读者、

源服务模式，图书馆资源服务模式由此开始发生根本

馆员等各要素关联起来，从而高效、快捷地提供人性

性转变。

化、专业化、智慧化的服务与管理，在“数字图书馆”

服务模式的转变，一方面为图书馆的服务发展带
来巨大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图书馆面对新环境下复杂

“复合图书馆”之后，
“智慧图书馆”成为图书馆发展
的新趋势。

的资源和技术，急需系统的理论研究指导其转型实践，

智慧图书馆发展的重要性在云环境生态下逐步凸

减少升级发展的阻碍。目前，国内外尚未有系统研究智

显，如何开展图书馆服务成为国内外图书馆学界关注

慧图书馆服务模式的成果，缺乏图书馆迈向智慧新阶

的热点。2016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发布《2016年美国图

段的转型实施策略，难以有效支撑智慧图书馆的长远

书馆状况报告》，将发展图书馆智慧服务列入重要战

发展。本文针对领域研究空白，调研当前智慧图书馆的

略；随后，新西兰国家图书馆推出“新西兰数字记忆”

服务资源类型和技术手段，总结智慧图书馆服务体系

项目，以新媒体技术分享国家故事；大英图书馆开始

与模式，发现智慧图书馆的典型实施方式。在此基础

尝试利用大数据技术为研究人员提供定制信息获取服

上，总结智慧图书馆发展的不足，并提出实施策略。

务。当前，国外学者已开始研究如何解决智慧图书馆服
务发展的实际问题，思考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等新兴技术，实现图书馆的文化遗产数字化[1]、读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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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挖掘[2]、AR教学系统设计 [3]、机器学习库构建 [4]，解
[5]

决图书馆迈向智慧化服务过程出现的大数据安全 等
[6]

核心问题，并尝试开发智慧建筑 、RFID货架扫描系统
[7]

[8]

展为以文献资源与数据资源为核心，类型涵盖图书、期
刊、专利文献等，以及各类结构化、半结构化、无结构
数据在内的海量资源体系（见图1）。

[9]

机器人 、智能书架、图书定位系统 、智能手表 等图
书馆智慧服务产品。
紧跟全球图书馆发展潮流，近年来，我国图书馆
事业发展迅速。随着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对
于推动图书馆利用新技术开展智慧服务的呼声不断高
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强调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
与科技的融合发展[10]；2016年，文化部等提出图书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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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单位要推进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进程，鼓励依托高
新技术创新文化资源展示方式[11]；2017年，文化部发布

㔃ᶴॆᮠᦞˈྲҖⴞǃ㍒ᕅ
৺᮷᪈ᮠᦞᓃǃᕅ᮷㍒ᕅǃ
ⴞᖅǃݳᮠᦞǃ〠㿴㤳ㅹ

图1 智慧图书馆资源结构

强调要加强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
信息技术促进图书馆数字服务手段升级换代，提升公共
图书馆的现代化服务水平[12]。

1.3 智慧图书馆的服务技术创新

社会关注不断加深，推动我国智慧图书馆的建设实
践不断发展，一批国家级图书馆服务建设工程相继开

以“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

展。2011年，国家级支撑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开始以一种基础设施的角色支撑整个社会的发展，图

的实施，建设了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2012

书馆作为重要的社会文化服务机构，在这一潮流的影

年，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推行，以新媒体方式

响下无可避免地将新技术吸纳到图书馆的资源建设与

完成传统文化遗产的新型文献建设；2017年，
“中国阅

服务中，图书馆的服务手段在新时期得到飞跃发展。

读”项目实施，多角度解读国民阅读的大数据；当前，

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

《“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已将

出“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

“公共图书馆互联网服务覆盖”“城市24小时阅读服务

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与相关传统产业的融合。图书

空间”“中华古籍数字资源库”等项目提上发展日程。

馆被纳入其中，开始尽力调整和探索新服务模式，用以
满足读者日益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 [14]。根据Gartner

1.2 智慧图书馆的资源体系变革

发布的《2017年十大战略技术趋势》[15]，以人工智能、
虚拟和增强现实、数字孪生、对话系统、区块链和分布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使得图书馆的信

式分账、物联网、大数据为主的十大战略技术将成为图

息资源在数量、质量、形态、作用等多个方面发生颠覆

书馆未来技术应用的主要发展方向，技术发展与图书

性改变，整体呈现出从文献转向数据的发展态势，图书

馆服务将不断融合。

馆资源体系向实体、数字、数据的进一步融合，资源内
容向海量化、富媒体化和关联化发展。

图书馆的技术发展一直秉承开放兼容的理念，技
术发展带给图书馆挑战的同时，更多的是机遇。当前，

面对这一改变，在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一方面继

大部分战略技术已经开始广泛应用到图书馆服务体系

续丰富传统实体和数字馆藏，建设更为丰富的图书馆

中。本文基于国内外近年来的图书馆技术创新，总结如

文献资源；另一方面，大数据仓储、数据挖掘、数据关

下典型实例（见表1）。

联、语义网、知识图谱等技术，让通过挖掘来实现数据

图书馆的服务手段创新已成为大势所趋，图书馆

价值成为可能，半结构化及非结构化的多源异构数据

界在力图通过新技术融合，改善图书馆服务方式，并最

将能在新技术下被转变为可供图书馆揭示规律、提供

终提高图书馆服务手段，未来图书馆的技术应用会进

[13]

结论和对策的“智慧数据” ，图书馆资源体系由此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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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从广度和深度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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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近年来图书馆服务手段创新实例

智慧图书馆资源服务模式及其实施策略

服务体系（见图2）。
面对全新的图书馆资源环境，单一的服务模式已

时 间

项 目

2010年

清华大学聊天
机器人“小图”

2014年

2015年

2015年

2016年

德国洪堡大学
“图书搬运机器人”

具有学习、推理、判断、

多态的数据类型，智慧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将是由多角

记忆及上下获取

度、多层次的服务模式交融构成的完整服务模式体系。

等功能

模式体系以技术、资源、服务、读者、馆员为5个核心要

知识图谱
数据标签、

高密储存馆藏

激光器、

的“AuRoSS”

超声波、

自主式机器人

RFID

于迭代关键期，除传统的自动化技术外，更多的是纳
入新的智能技术。图书馆可建设包括移动网络、人工

智慧场馆、远程访问、

智能、物联网、感知技术、云计算、数字展示等在内的

个性化定制、场景感知

图书馆技术基础，为图书馆开展智慧服务提供技术支

移动网络、
数据分析

服务层面，系统构建图书馆服务体系。
①技术层。如前文所述，图书馆的服务技术正处

近场感知、

新加坡A*STAR

（智能机器人）

自动传送书刊

GIS导航

馆内定位

图书馆”二期

素，包括技术层、资源层、空间层、服务层和需求层5个

人工智能、

学“机器人管理员”
深圳市盐田区

不能适应图书馆的服务现实，面对复杂的读者需求和

语料库、

射频标签、

“智慧图书馆”

内 容

人工智能、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

南京大学“智慧
2017年

关键技术

撑。②资源层。传统的文献资源转向数据资源，面向多
激光器扫描图书馆
书架，生成表单

超高频RFID、
互联网、
物联网、

自动化盘点、检查
错架、实时更新图书

人工智能

位置信息、读者导览

源异构的海量资源，图书馆需要更多的资源整合、交
换、共享和挖掘。这一背景下，图书馆可根据通用或自
建的数据标准及规范，采集和整合相关资源，完成数据
建库和数据关联。同时，图书馆根据自身的不同定位与
读者、图书馆联盟、高校等不同对象展开数据交换和数
据共享，由此形成各类云数据中心。③空间层。由于资
源类型的转变和服务手段的变化，提供读者服务的图

2 智慧图书馆资源服务模式及其实施
方式

书馆空间也需要重新设计。智慧时代的图书馆服务空
间，进一步转向线下物理空间和线上虚拟空间的深度
融合，最终实现线上线下空间的实时对接，无缝集成。

图书馆是不断生长的有机体，资源是图书馆开展服

④服务层。在传统基础文献服务的基础上，图书馆架构

务的基础，资源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变革，智慧技术手段

其服务平台和软件系统，形成智慧资源服务系统，提供

的不断引入，共同改变了图书馆的服务实践，智慧图书

给读者新技术服务、需求对接、资源建设、空间再造等

馆的服务体系也由此需要重新构建。体系中，各服务模

服务内容。⑤需求层。该层构成智慧图书馆服务体系的

式间应用集成、深度融合，从而保证能够为广大读者提

最末端，需求与图书馆服务双向交互，服务的最终目的

供专业化、泛在化、智慧化的服务。本文基于智慧图书

仍是为满足用户需求，而新信息环境下，读者对资源、

馆的资源变化和技术手段演进，探索图书馆服务模式

技术的新需求进一步驱动图书馆服务变革，形成图书

架构及其实施方式，力图对图书馆把握技术变革、适应

馆服务发展的根本内因。

智慧环境、满足读者需求提供参考。

图书馆服务模式体系的形成，实际上是图书馆服务
功能演化实现和能力提升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图书馆在

2.1 服务体系总体思路及层次

内部要素的不断调整下，会受到如技术环境、政策推动和
社会意识等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技术环境是服务模式

图书馆服务的资源基础从文献转向数据，使得图

演化的主要外部动力，在整体技术环境的改变下，图书馆

书馆能够不断吸纳新技术，重构服务体系。本文以大数

也须紧跟潮流、适应时代需求，技术环境影响着图书馆服

据环境为背景，多类图书馆服务资源为基础，图书馆创

务功能的提升演化，进而影响模式的改变。政策推动是图

新服务手段为依托，资源、服务、技术、馆员和读者为

书馆服务发展的关键外部因素，图书馆在转型中需要上

核心五要素，创新图书馆服务模式，基于“技术-资源-

层建筑的指导，政策一方面要提供图书馆服务转型升级

空间-服务-读者需求端”的逻辑体系，构建智慧图书馆

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要提供服务转型升级的方向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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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智慧图书馆服务体系

实现图书馆服务的协同统一。社会意识是图书馆服务提

新信息环境下，图书馆的服务体系发生变革，结合

升的核心外部因素，社会意识的变化将为图书馆提供驱

新一代技术手段，在内外部因素的协同下，拓展和创新

动力和牵引力，同时，社会意识的变化直接关系到图书馆

了图书馆的服务方式，形成智慧时代下公共图书馆发展

的读者需求，直接为图书馆服务创新指出变革的方向。

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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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典型服务模式及实施方式

智慧图书馆资源服务模式及其实施策略

富使得图书馆必须依靠资源质量、资源创新来吸引读
者，图书馆的服务定位由文献信息中心转向数据信息中

基于图书馆服务体系，本文总结智慧图书馆的核
心服务模式及当前典型实施形式，将智慧图书馆服务

心、公共文化中心，依靠特色资源展开特色化服务，吸
引读者成为图书馆的主要服务模式之一。

体系划分为资源、技术、读者、空间4个核心导向，资源

在资源建设的革新模式趋势下，智慧图书馆最终呈

与技术是图书馆服务模式变革的核心动力，读者需求

现的读者资源应更为关注服务对象对资源服务的需求。

则是图书馆服务模式创新的根本方向，在三者的基础

面向普通读者，未来主要是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与文

上，延伸出智慧图书馆服务变革的关键——空间重构。

化精准扶贫服务。智慧时代的图书馆，需要推进公共数

本文力图以这4个核心导向简化复杂的智慧图书馆服务

字文化服务，重新定义知识素养和知识能力，承担图书

体系，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探讨当前智慧图书馆服

馆从“识字”教育转向信息素养教育。目前，在新时代图

务模式的发展前沿。

书馆建设上，通过建设统一云服务，以“群众点菜”的
模式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对接，促进公共文化服务

2.2.1 以资源建设为核心的图书馆服务模式

均等化、便利化。同时，因地制宜、因人施策，根据特定
服务环节和读者对象，开展精准服务，致力于提高读者

信息资源是图书馆开展服务的基础，当前，图书馆

的信息素养和专业技能。

已经形成以“数据”为主要表现形式，兼顾实体馆藏、

面向专业人员，智慧图书馆未来的资源服务方式主

数字资源、数据资源类型，兼容结构化、半结构化、非

要是智库服务，基于数据仓库、云存储、数据挖掘、知识

结构化数据状态，采用新技术，最终达到丰富、融合、

管理等新技术，将基于服务目标，采集、组织、建设相

共享状态的资源体系。匹配资源体系变化，发现服务资

关资源，展开情报分析、大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知识

源的建设模式呈现4种转变趋势。①资源采集方式自动

挖掘等服务，最终提供智慧层面的建议、决策和预测结

化。面对“云时代”的海量信息，单纯依靠资源采购、

果[16]。当前我国一批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已经开展

被动获取传统资源的采集方式已无法适应图书馆服务

了丰富的智库资源建设，并为目标读者展开服务，提供

要求，智慧图书馆需要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等自动采集

信息咨询、专利查新、科研立项、领导决策等服务。

技术，完成针对读者需求的多源异构资源的自动采集，
整合融汇从而形成智慧服务的资源基础。②资源存储

2.2.2 以新技术应用为导向的图书馆服务模式

数字化和云端化。云计算具有海量的存储性能、高速
的计算性能、可靠的安全性能、强大的共享性能及无

技术是图书馆发展的关键因素，图书馆从纸质时

限的扩展性能，使得图书馆资源可被存储在云端，大幅

代到智慧时代，技术始终是其向前迈进的核心动力。

降低图书馆资源存储的软硬件压力。③资源建设主体

在图书馆的漫长发 展 过 程中，新技 术无论以何种方

多元化。更加强调“读者参与”，图书馆资源建设开始

式颠覆图书馆建设与服务的基础，最终都将呈现图书

趋向“图书馆-读者共同体”协同模式，读者与馆员间、

馆与技术融合发展的态势。当前，图书馆核心技术发

读者群体间有机联动，主动或被动地将需求传达给图

生转变，语义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出

书馆，开始兼具资源创造者和利用者的角色，前所未有

现，深刻影响了图书馆的服务理念和组织架构，图书

地扩大数字图书馆的资源范畴。④资源加工深度化。

馆一方面不断吸纳新技术，扩展新的服务技术领域以

在资源的深度加工上，智慧图书馆已经从信息的知识

便更好地服务读者；另一方面，继续传承或深化已有

解构加工深入到知识建构加工，不仅要将资源分解出

的核心技术，保证核心服务业务的承续。新技术在图

知识单元，更要融合词表工具和数据聚类、挖掘技术，

书馆普及较快，如大数据分析、云计算、虚拟现实等，

在知识间建立语义关联和融合，重新对知识进行建构，

已经在图书馆得到广泛应用，创新出智能统计、读者

挖掘新知识。

云空间、数字展示等服务内容，最受瞩目的是人工智能

长期的资源建设中，图书馆逐渐暴露出“买多建

技术。

少”、重复建设的问题，各个图书馆资源相似度高，难

人工智能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是以强大

以吸引读者。智慧图书馆下，信息获取渠道的极大丰

的计算能力、高速的网络带宽及大规模的数据集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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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理论、方法、技术和应
用系统的综合性科学

[17]

荐信息、资源定制、位置信息、图书检索等所需服务。

。图书馆可以借助人工智能的

发展理念和技术形态，充分实现人与人、人与物及物与

2.2.4 以空间再造为趋向的图书馆服务模式

物之间的智慧互联，通过采用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模
式，实现深度挖掘图书馆内外部数据资源的智慧化服

传统图书馆将空间与实体资源、文献服务结合在一

务模式。当前图书馆主要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开展“智

起，图书馆空间构造以文献服务为中心，预留大量文献

慧虚拟馆员”服务，通过人工智能引擎，形成学习语料

存储与流通区域，而随着智慧时代的到来，图书馆资源

库与行业知识智能，实现智能咨询、聊天、检索等功

更多地转向数据资源，剥离实体资源后，图书馆服务更

能。国内外对于人工智能在图书馆的应用已有长足进

多转向除单纯文献服务以外的多类型文化服务，将读者

展，在我国，2016年3月发布的《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

吸引到图书馆，发挥图书馆作为空间的作用，是智慧时

和2017年3月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均涉及人工智

代图书馆服务功能的关键；将空间新定位与新兴数字技

能，2017年5月，由南京大学主办的“智慧图书馆”二期

术结合，探讨空间的新延伸，是图书馆在智慧时代服务

（智能机器人）正式发布，主推具备智能盘点和咨询服

体系的核心。目前，国内外大量的图书馆都在空间重构

务功能的机器人“图宝”，标志着国内图书馆在人工智

方面展开实践，图书馆的空间重构尝试从最初的共享空

能上的进一步迈进。未来的人工智能将会在资源内容

间到学习共享空间、研究型空间，再到目前广受关注的

服务上进一步深化，如实现自然语言检索、语义分析、

创客空间、城市阅读空间等，智慧图书馆将以技术为依

综合识别等功能。

托，在传统空间服务的基础上，将线上虚拟空间与线下
物理空间进一步融合，发挥图书馆作为信息共享空间与

2.2.3 以读者需求为中心的图书馆服务模式

创新社区的作用。
（1）在线上空间方面，云图书馆是典型的服务方

智慧环境下，
“以读者为中心”的理念得到加强，

式，在国内外图书馆移动服务建设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

以读者为中心是图书馆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也是未来

位置。运用云计算、云服务、物联网等技术，将分布式存

图书馆发展的核心战略。图书馆在力图突破时空限制

储、按需使用等方式纳入移动图书馆资源服务体系架构

外，更多地关注如何将读者与资源、空间关联起来，以

中，使其具有传统移动图书馆并不具有的动态性、灵活

读者为中心实现基于资源、技术、空间的读者服务，最

性和可扩展性，提升图书馆服务效能。云图书馆基于读

大程度地满足读者需求。为实现以读者为中心的图书

者客户端，提供数字图书馆的一切服务，并实现资源的

馆服务元素间的关联，强化与读者间的交互成为图书

云端获取。同时，其具备动态交互性，可进一步采集读

馆的必然选择，智慧图书馆背景下，读者精准资源建

者情境信息，基于读者画像开展个性化推送服务，满足

设、读者交互的服务模式成为主要服务方式，借助各类

读者的个性化定制需求。

分析、交互技术，图书馆力争实现对读者的全面信息采

（2）在线下空间方面，文化体验空间是图书馆扩展

集和需求挖掘，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这类服务模

空间功能，丰富资源展示渠道，创新服务方式的集中体

式主要体现在深度个性化服务中。

现。传统的图书馆资源展示方式始终要与“书”联系在

智慧图书馆的个性化服务在现有服务基础上，进

一起，随着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多点触控、大屏

一步转向“大数据+小数据”的服务方式。大数据包含

展示等技术的出现，智慧图书馆拥有更加创新的资源展

图书馆资源、业务、活动等各类关联数据，是图书馆展

示方式，得以脱离书本的既定形式，借助展厅展示资源

开个性化服务的基础；而小数据是以单独个体为中心，

内容。通过对图书馆资源的挖掘，数字展厅既可以展示

围绕不同个体采集相关思想、行为、个性、爱好等动静

如古籍等珍贵资源的仿真模型，也可以展现原创的图书

[18]

态情境信息 。在传统个性化服务基础上，智慧图书馆

馆文化故事、业务流程、讲座活动。同时，图书馆可以根

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移动终端，获取读者特征和周围

据对象特征嵌入不同的技术，如基于地面触摸感知的少

环境，将庞大且复杂的图书馆应用微小化，转化为移动

儿展厅、基于大屏显示的青少年教育展厅、基于虚拟仿

服务，方便地实现“大数据+小数据”的服务，形成读者

真的盲人展厅，实现静态空间与动态空间、实体空间与

档案，从而开展读者个性化服务，为读者提供个性化推

虚拟空间、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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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书馆智慧服务实施策略

智慧图书馆资源服务模式及其实施策略

和资源，不断延伸服务，形成服务体系，从而避免过度追
逐技术。当前，智慧图书馆的服务尚未有统一的定义，图

当前，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智慧

书馆服务的内容可以随时更新、调整，并加以创新，不同

图书馆的发展仍存在诸多障碍，难以有效地组织图书

的图书馆也可以各有侧重，有不同的发展方式。智慧图

馆现有资源开展高效的服务建设工作。本文从资源、

书馆的服务创新也要结合所在馆的实际情况，建立在广

服务、技术、馆员和读者五个方面，提出智慧图书馆服

泛的读者调研和科研论证基础上，兼顾稳定和创新。

务的实施策略，力图为解决图书馆实际发展问题提供
借鉴。

3.1 资源建设实施策略

3.2.2 重构服务流程，以“读者中心”为导向
当前图书馆服务主要以文献为中心，以线性单向
式服务为主。随着图书馆资源和依托技术的变化，图书

3.1.1 重视联盟合作，避免资源重复建设

馆的服务流程将趋向以“读者为中心”，围绕读者开展
服务，更多地转向以读者为圆心的发散式。服务流程不

面向泛在的的信息环境，单个图书馆的建设能力

再单向，而是动态交互的。面对新信息环境，图书馆的

更为弱化，无法匹配资源的增长速度。当前，图书馆的

服务流程需要予以调整，新增服务线路，同时剔除和弱

资源建设已经暴露出重复建设的弊端，大量图书馆购

化低效率服务。图书馆在服务流程的重构中，可考虑以

置相同资源，经费多用在无创新性的资源建设上，难以

“读者为中心”，在读者的需求导向下，自行组建知识

集中力量完善资源体系。新信息环境下，智慧图书馆更

服务，更多地关注本馆读者需求。

需要依靠相互合作，改变各自为阵的局面，共建信息资
源，各有侧重，融合彼此的资源、技术、人才，形成互补

3.3 技术应用实施策略

的信息服务主体联盟，共同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

3.3.1 加快面向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建设
3.1.2 构建特色资源，突出馆藏特色
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互联网与数字化技术的
图书馆的建设目前陷入“千篇一律”的瓶颈，注重

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在各类图书馆中得到广泛实施，

资源的全面，而忽略资源的特色。图书馆已不再是读者

极大便利了图书馆的文献管理与读者服务。步入智慧时

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作为信息传播媒介的作用不断弱

代，随着数字资源占比的不断扩张，现有的图书馆集成

化，面对海量的信息资源，图书馆为吸引读者，需要建

管理系统已暴露出不足，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将成为

设针对自身馆藏资源和服务定位的特色资源。图书馆可

图书馆服务更新迭代的必然途径。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

以关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丰富文化资源，了解读

台能够协同管理多模态数据，支持图书馆全流程业务

者需求，从学科、领域、类型、语种等方面，形成图书馆

的智能化，并实现与其他系统的互操作性[19]。图书馆应

的特色资源体系，并在这一基础上不断发展，进一步丰

结合自身实力，加快步入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以应

富资源和服务，打造图书馆品牌。

对新一代图书馆的资源管理与服务需求。

3.2 服务创新实施策略

3.3.2 定制技术引进规划，避免技术滥用

3.2.1 立足服务模式规划，加速服务模式创新

在技术应用上，图书馆需要紧跟技术发展潮流，合
理规划技术引入。技术更新迭代，带来图书馆资源和服

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已经从资源、技术、形式等方面

务的全面升级。图书馆技术升级是必然趋势，但图书馆

发生巨大转变，全新的服务模式已逐步出现。各个图书

正处于复合图书馆转向智慧图书馆的过渡阶段，图书

馆在迈向智慧化的过程中，要结合自身服务能力，做好服

馆的技术设备、系统、人才等尚未适应智慧图书馆的

务模式的转变规划，以传统服务模式为基础，通过技术

要求。图书馆在引进新技术的同时，要系统考察本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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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探讨设备、系统、人员的兼容性，制定合理的规划

长、检索频率、荐购内容等信息，了解读者的动态和静

以最低成本解决技术引入中的数据迁移、系统并存、人

态的情境信息，从而保证图书馆有能力根据馆藏优势

员适应等问题，避免盲目引入高新技术却可能处于闲置

开发针对读者的个性化服务产品，主动对其推送个性

的尴尬局面。

化服务信息。

3.4 馆员提升实施策略

3.5.2 线上线下交互并存，提供公共服务体验空间

3.4.1 馆员结构优化升级，提升馆员综合信息素养

智慧图书馆已经突破传统的图书馆时空限制，由
单纯的信息传播机构转向公共文化服务体验的空间，

技术在图书馆的不断深入，改变了图书馆服务流

以线上线下无缝衔接的新模态满足读者的公共文化服

程，要求图书馆培养相应的技术馆员以满足服务。面对服

务需求。图书馆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

务需求，一方面，图书馆需要进行馆员结构调整，优化各

上通过数字图书馆、数字门户、移动图书馆、云图书馆

业务领域人员配比，促进图书馆业务的开展，完成馆员结

等，实现资源的广泛开放；线下将资源结合技术，开展

构升级；另一方面，对现有馆员加强培训，推动馆员掌握

如数字展厅、创客空间、教育讲座等活动，完成公共服

新技术，传播以读者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保证馆员具有

务体验空间的建设，满足读者的多重信息需求。

较高的信息素养以适应图书馆变化。

3.4.2 培养馆员知识服务能力，关注知识的深度
挖掘

4 结语
智慧图书馆的服务模式总体以新资源格局为基础，
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技术，构

当前图书馆的服务已经完成从单纯的文献服务到

建感知全面、互联泛在、应用智能的图书馆服务体系，实

知识解构服务的转变，采用主题词表、书目等工具，分

现资源、技术、读者三者间的双向多元信息传递，全面提

解复杂信息，提炼关键特征传达给读者的服务模式已

升图书馆的资源建设、业务管理及读者服务能力。

经较为普遍。随着智慧图书馆的不断深入，图书馆的知

本文总结智慧图书馆的资源变化和技术革新，构

识服务将从知识解构转向知识建构。图书馆员将帮助

建图书馆资源服务模式，并从资源、服务、技术、馆员、

读者筛选资源信息，完成思考过程，直接提取海量信息

读者五要素提出图书馆的实施策略，力图为图书馆实

中的知识，并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展现给读者。这要求图

践提供借鉴。本文在提炼图书馆智慧服务模式时，较全

书馆在培养馆员时，关注知识挖掘服务能力，进一步将

面地考虑了资源、技术、读者、空间四个层面，提出其典

图书馆馆员的角色转向信息咨询专家，脱离图书馆日常

型服务形式。但图书馆的实际服务实践中需要考虑更多

事务，开展创造性工作。

复杂的因素（如知识产权、政策环境等），也需要考虑
更丰富的服务形式，这是未来需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3.5 读者交互实施策略

在瞬息万变的新信息时代，智慧图书馆的范畴不
断扩展，这也代表了未来图书馆发展方向的无限可能。

3.5.1 重视读者培养，建立动态的读者档案

未来的图书馆会面对更完善的技术环境、更复杂的资
源来源，创建更丰富的服务类型。图书馆在实践中，需

当前图书馆正处于从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的过渡

要更加关注“以读者为中心”，结合本馆需求完成从

期，培养读者的意识尚未普及，读者档案建设处于起步

复合图书馆到智慧图书馆的过渡，灵活应对障碍，与读

时期。未来读者的档案将在图书馆服务发展中发挥越

者协同建设智慧图书馆。

来越重要的作用，图书馆应及早抓住转型机遇，较早关
注读者数据，重视读者的培养，与读者形成良好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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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Library Resource Service Model and Its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RAN CongJing HE MengTing
(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
Abstract: Under the new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the smart library has become a new trend of library development. The library resource service model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and the library resource service model has begun to chang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Smart Library,
focuses on its resource types and technological status, summarizes the service model of the smart library, and divided the overall smart library service system
into four kinds of core service models, including resource building,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centered on the needs of readers and space reengineering.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sums up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smart library, and proposes its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ve core elements.
Keywords: Smart Library; Resource Service Model; Service System;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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