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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1. 图书馆员能力转型变革的挑战

2. 图书馆员从传统能力到新型能力

3. 图书馆员新型能力建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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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员能力转型变革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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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用户需求分析

国内外个性化服务的若干实践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学科化服务

A librarian is a person who works 
professionally in a library--wikipedia

什么是传统图书馆员？



程焕文（2015.11.10广州）：

• 资源为王，服务为妃，技术为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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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为本，资源为基，
技术为翼，服务为王。



Change is a constant

图书馆在变化

信息环境在变化

信息技术在变化

用户需求在变化

社会期望在变化

用户行为在变化

出版模式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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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hinking Library 

Technical Services: 

Redefining Our 

Profession for the 

Future

• Redefining the 

Library's Role through 

an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 Redefining the Role of 

the Library in the 

Digital

• The Health Sciences 

Librarian as 

Knowledge 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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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aosou.com/link?url=http%3A%2F%2Fwww.docin.com%2Fp-377665021.html&q=redefining+the+librarian&ts=1446995797&t=3c9ce89945d277ad97740e3aa2c831f&src=hao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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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aosou.com/link?url=http%3A%2F%2Fwww.docin.com%2Fp-377665021.html&q=redefining+the+librarian&ts=1446995797&t=3c9ce89945d277ad97740e3aa2c831f&src=hao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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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aosou.com/link?url=http%3A%2F%2Fwww.docin.com%2Fp-377665021.html&q=redefining+the+librarian&ts=1446995797&t=3c9ce89945d277ad97740e3aa2c831f&src=haosou


转型变革：图书馆范式转移

• 以机构为中心

• 以资源为中心

• 简单粗放型

• 用户走进图书馆

• 人力密集型

• 以用户为中心

• 以服务为中心

• 深入精细型

• 图书馆员走近用户

• 智力密集型

实现：

服务内容的知识化；服务方式的集成化；服务手段的智能化；
服务空间的虚拟化；服务场所的泛在化；服务效果的满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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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员从传统能力到新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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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印本采购者到数字信息资源组织者

•到2020年，大约80%英国出版的期刊将
是纯数字的；
•出版市场的e-only、digital only

insights-from-us-academic-library-dir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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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s of primacy” of library print 

collections.

•用户需求和图书馆采购的e-priority

•各类数字资源的采集、组织、揭示、利
用、长期保存；领域平台建设。
•数字资源政策、技术、规范。
•基于数字资源的服务

• 电子期刊
• 电子图书
• 电子学位论文
• 电子研究报告
• 电子课件
• 电子会议文献
• 电子专利文献

……



2. 从资源订购者到开放资源建设者

Over the next 10 years, the proportion

of articles published as open access

will rise, although estimates of the 

proportion of open access 

in that time range 

from around 15% to 50%
BOAI10 Recommendations:

The recommendations also establish 

a new goal of achieving Open Access 

as the default method for distributing 

new peer-reviewed research

in every field and in every country

within ten years’ time.

2014年5月，中科院、基金委宣布：
受公共资金资助科研项目论文

实行开放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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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2025年，开放
获取论文将达到90%

开放获取：从期刊到图书、科学数据、
学位论文、研究报告

下一个欧洲研究计划项目
Horizon2020旨在将所有公共资金资

助的研究实现100%开放获取。

SCOAP3

BMC



3. 从服务固定用户到服务移动用户
加州数字图书馆《移动策略报告：移动设
备用户研究》：

教员拥有上网移动设备者最多(63%)，其次为研究生

(53%)，再次为大学生(41%)；最主要使用的移动设备是
iPhone(53%)或iPod Touch(20%)，其次为黑莓(10%)，再

次为Droid(9%)。



4. 从服务到馆用户到服务不到馆用户

• 守株待兔，坐
等上门

• 信息中介

• 到馆读者量

• 融入一线，嵌入
过程

• 合作伙伴

• 下院系次数

呆在馆内，作茧自缚
走出围墙，海阔天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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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信息中介到嵌入式合作伙伴

•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图书馆：

Embedded- Informationist：

our users + our expertise, in their 

space

•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基本战略：

资源到所，服务到人；

融入一线，嵌入过程。

• 北京大学图书馆：

融入教学、嵌入科研

目标嵌入

功能嵌入

流程嵌入

系统嵌入

时空嵌入

能力嵌入

情感嵌入

协同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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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传统阵地服务到嵌入式学科服务
服务工作的重点：
• 把data变成information，把

information变成intelligence。
• 解决：无用的信息泛滥，有价值的情

报缺失; 

• Knowledge found in Information

嵌入式学科服务：
★参考咨询服务 ★专题信息服务
★信息素质教育服务 ★教学支撑服务
★知识发现情报分析服务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知识资产管理服务 ★数字学术服务
★科学数据服务 ★学科知识服务工具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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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从简单粗放的服务到深入精细的服务
• 提供文献单元

• 只提供普遍服务

• 低附加值的服务

• Just in case

• 点到为止的服务

• 注重服务过程

• 提供intelligence、solution

• 重视个性化服务

• 基于研究的服务

• Just in time

• 跟踪用户全过程

• 注重服务效果

药店
店员

医院
医生



8. 从文献信息服务到数字知识服务

• 文献借阅

• 参考咨询

• 检索、传递

• 信息素质教育

• 知识组织、信息系统建设

• 知识咨询

• 情报分析、知识发现

• 科研与创新能力培养

数字知识服务：
基于专业知识、工具和智能的数字知识资源采

集、组织、挖掘、分析、融汇、发现，有效支撑
科研过程和科技决策过程。

data-information-intelligence-solution



• 习总书记：新型智库建设发表重要指示。

• 2015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
设的意见》。

• 2013年7月17日，习总书记在中科院考察
：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

•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成立。

•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和南京大学共同创办
《智库研究》新刊，拟于2016年2月创刊。

• 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
设试点工作方案》。

• 图书情报学研究在智库研究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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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从人工服务到借助于工具的服务

• 不仅要有理念，更要有工具；

• 开发工具与购买工具相结合；

• 充分地利用工具的各种功能；

• 加强工具的适用性研究与试
验;

• 舍得在工具上的投入！

信息导航工具；
信息检索工具；
收引分析工具；
检索查新工具；
文献管理工具；
数据管理工具；
知识发现工具；
专利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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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A；Aureka

http://endnote.com/


10.从资源保障与支撑到服务能力与成效

传统指标：输入和规模

• 馆藏量

• 期刊种类

• 经费量

• 到馆读者数

• 参考咨询数

• 培训次数

新的指标：输出和成效

• 对入学率、保持率、毕业率的
影响

• 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 对教师科研生产率的贡献

• 对教师立项和资助的影响

• 对教师教学的支撑

----Redefining the academic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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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L（2011)： Value, Outcomes, and 

Return on Investment of Academic Libraries



3.图书馆员新型能力建构过程



1.对人员能力的要求与挑战

• 文献工作者

• 本科及以下

• 收容所

• 人海战术

• 知识工作者

• 硕士及以上

• 职业资格准入

• 学科专长+情报能力+工具

图书馆能力大小不在于
其规模，而在于其智慧。

——吴建中

从人力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

中山大学馆训：
智慧与服务



2.加强管理与布局

• 业务布局、部门、岗位的
持续调整。

• 充实科研支撑和教学支撑
馆员

• 引进和培养领军人物。

• 恰当地运用激励。

• 加强研究的能力。

• 发挥技术的作用。

到馆服务 网络服务

教学支撑
科研支撑



3.构建能力体系

基本能力：沟通联络、用户研究与分析、检索、咨询、
培训。国科图资源与服务（中英文）；学科馆员制度与
学科化服务（中英文）

关键能力：WOS、IR、所级平台、ENDNOTE、TDA、
Aureka、ORCID。

核心能力：检索查新、课题情报跟踪、竞争力分析、学
科热点、学科发展趋势。机制：通过创新到所项目。

特色能力：搜索引擎高级功能、期刊投稿、软件、知识
产权、LB/BEISTEIN/knovel、开放获取、怎么做PPT、
信息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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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持续推动图书馆员能力转型

情报专家

图书馆员到馆服务

一线服务

信息服务

知识服务

普遍服务

个性服务

信息中介

科研伙伴

服务场所 服务模式 服务内容 扮演角色 服务能力

服

务

层

次

重

点

转

移
初中级

人员

高级
人员

现实
服务

未来
服务

Nothing Is Impossible
一切皆有可能！



“适者生存”

“能够存活下来的物种并非那些最强壮的，
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最适应变化
的” 。

（It is not the strongest of the species that survive, 

nor the most intelligent, but the one most 

responsive to change）

——达尔文(Charles Darwin) 《物种起源》 （1859）



难在改变，赢在改变。

（奥巴马）

改革是痛苦的，不改革是更加痛苦的。

（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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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号：13911281621

电子邮箱：chujl@mail.las.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