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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基础环境的变化
■ 网络环境 、技术设备、数字出版、语义出版、开放获取、

机构知识共享、科学数据 共享、大数据、云计算

一、危机和挑战

用户信息行为的变化
■ 信息技术使得人们在学习和研究中越来越多的使用数字资

源、移动设备，利用网络技术与工具来发现管理信息，开

展科学研究。

用户信息需求的变化
■ 人们越来越希望能够满足自己“弱信息”需求，即问题结

构模糊、知识范围不清晰、缺乏明确的检索步骤、需要探

索大量文献内容才可能满足的信息需求。

■ 科研人员越来越依赖“战略性阅读”来帮助他们梳理科技

发展的结构，把握科技发展的趋势，探索和决定所需要的

方向和路径

■ 大数据时代，科学研究第四范式的呈现

用户需要学科馆员、数据馆员、信息分析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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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算，全球数据正以每2年翻倍的速度爆发式增长。随着近年来信息化

技术的日臻成熟、社交网络的兴起，以及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智

能终端的广泛应用，全球数据的增长速度乊快前所未有。 截止2014年6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
6.32亿，手机网民
规模达5.27亿，比
例为83.4%，台式
电脑和笔记电脑上
网网民比例略有下
降，分别为69.6%
和43.7%

一、危机和挑战

一、危机和挑战

新信息环境对图书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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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机和挑战

新信息环境对图书馆的影响



新信息环境对图书馆的影响

一、危机和挑战



一、危机和挑战

新的学术出版变化对图书馆的影响



数字知识环境与知识服务

 美国电子文档基金会（EDSF）在其发布的报告指出在21世纪印刷

本和电子媒体还将共同存在，2020年之后，印本文献在社会和交流

中仍将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将扮演一个不断减少的角色。印刷本

文献虽然在出版比例中不断减少，但其自身的出版量在2020年之前

还是处于增长的趋势，不过电子媒体增长辐度将更大，2020年之后，

经过21世纪数字出版的不变发展，当它只代表文献资源类型中的一

小部分时，印刷本文献出版量开始下降。

1995 2010 2020

Electronic 30% 52% 65%

Print 70% 48% 35%

Percent of Information Print vs. Electronic Form1995-2020

一、危机和挑战

新的学术出版变化对图书馆的影响



 数字化出版引领未来—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规模从2002年15.9亿
元增长到2012年的1935.49亿元，10年间增长了122倍。

一、危机和挑战

新的学术出版变化对图书馆的影响

单位：亿元



新的学术出版变化对图书馆的影响

各种新型出版形态

数据密集型出版;数据（数值型、事实型和文字型）一直是科

研的基础产出，是科学出版的重要内容。科学数据的数字化、网络化

组织利用正在高速发展

语义出版：对科技文献中的每一个知识对象（人、机 构、项目、

时间、设施、活动、主题等等）和相互关系解析，并基于解析来鉴别

关联和组织知识内容

可视化出版

互动出版

定制出版

开放出版

一、危机和挑战



 2002年2月有关科学团体提出《布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

 2003年10月德国马普学会发起柏林会议并发布《关于自然与人
文知识开放获取的柏林宣言》，

 ：

 ：

 2007年底美国总统签署2008年统一拨款法案，正式实施强制
性的受资助项目科研论文开放共享政策，规定：所有自2008年1
月11日申请NIH全部或部分资助的项目，必须在项目论文正式
发表后将同行评议后的论文最终审定稿电子版提交到国家医学图
书馆的PubMed Central知识库中，在论文发表后不超过12个
月内提供开放共享。

 2009年美国国会综合拨款法案要求NIH永久性实施上述开放共
享政策。

一、危机和挑战

开放获取对图书馆的影响



 高能物理领域开放出版计划SCOAP3正式启动，开创了某一学
科领域学术期刊统一转为开放出版的新模式。

 2012年10月高能物理领域期刊开放出版计划----SCOAP3正
式启动， 将整个高能物理领域的资助机构、研究机构、图书馆
联合起来，把原用于文献订购的经费转为支付出版社的“开放出
版服务费”，从2014年起把高能物理领域90%以上高水平学
术论文转为开放出版，作者和读者都不再付任何费用，论文将存
储在CERN的SCOAP3知识库中并分发到作者机构的知识库中。

 http://www.scoap3.org/news/news96.html.[2013-2-
21]

一、危机和挑战

开放获取对图书馆的影响



2014.5.15中国国家自然基金委、中国科学
院发布政策声明：

从当日起，中科院、国家自然基金委全部或部分资助
科研项目产生的论文，作者应在论文发表时把同行评
议后录用的最终审定稿存储到所属机构或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知识库，并于发表后12个月内开放获取。

一、危机和挑战

开放获取对图书馆的影响



一、危机和挑战

From：http://doaj.org 截至2014.5.16

1. OA期刊：

开放获取对图书馆的影响

http://doaj.org/


Source: Anatomy of open access publishing: a study of longitudin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l structure, Mikael Laakso and Bo-Christer Björk

BMC Medicine, 2012, 10: 124

Open Access发展：各学科文章出版数量

一、危机和挑战

开放获取对图书馆的影响



一、危机和挑战

2. 开放机构知识库

http://roar.eprints.org (2014/05/22)

开放机构知识库总数为 3052；

开放论文：6117余万篇

348项强制性OA政策

• 88 Funder Mandates

• 207 Institutional

• 44 Sub-institutional

• 9 Multi- institutional

Total=3052

开放获取对图书馆的影响

http://roar.eprints.org/


 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学术研究结果已不仅体现在出版物，也越来越多
地表现为科学研究数据。科学数据日益庞大和复杂，科学已走向数据驱
动的新范式。科技图书馆在其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承担着对科学数
据集进行监护和管理的职责。

 英国皇家学会于2012年6月推出报告“作为开放企业的科学：开放科学
与开放数据 ”，指出科学应加以变革以适应信息技术新时代，而其中心
目标是科学文献的在线获取与科学数据的在线获取，并且二者之间可以
互操作。

 美国，已确立了数据图书馆与数据图书馆馆员职责。美国图书馆从第三
方(通常是政府机构或商业机构)获得数据集，使所服务的学术团体可以
获取访问数据集，从而创建一个图书馆数据集库。

 普渡大学牵头开发Datalib 是新开发的一种用来帮助研究人员在网上发
现和查找研究数据知识库的工具。

 英国爱丁堡大学，建立类似数据图书馆。通过提供研究数据集的服务来
支持研究人员。

科学范式的转变---大数据（科学数据监管）

一、危机和挑战



新的信息技术---大数据（科学数据监管）

根据IDC监测，全球数据量大约每两年翻一番，意味着人类在
最近两年产生的数据量相当于之前产生的全部数据量，预计到
2020年，全球将总共拥有35ZB的数据量，相较于2010年，数
据量将增长近30倍。 TB PB ZBEB

一、危机和挑战



一、危机和挑战

数据洪流来临



生物医学领域数据种类多，数量大，
更新快，具备大数据的典型特征。

到2020年，医

疗数据将增至
35ZB，相当于
2009年数据量

的44倍。

英特尔全球医疗解决方

案架构师 吴闻新

一、危机和挑战



一、危机和挑战

新信息技术—云计算等新的方法、工具、机制



一、危机和挑战

Challenges of the past



Challenges of the present

一、危机和挑战



1. 学术信息资源生产与交流形式的改变

2. web2.0/lib2.0技术与理念广受推崇

3. 非图书馆的网络化信息服务更具吸引力

Google、Google scholar、Google book、

Google Talk 

网上书店

书评网站

视频网站

网络社区

一、危机和挑战

用户信息行为变化



一、危机和挑战

Starting point for research identified by faculty, in 2003, 2006, and 2009（Ithaka，2010/4/7）

用户信息行为变化



一、危机和挑战

用户信息行为变化



三、转型与变革

虚拟空间



 图书馆书目被Google“边缘化”

 图书馆期刊馆藏被电子期刊数据库“取代‘

 参考咨询服务受到网络百科类和咨询类服务“挑战”等等

 OCLC在2010年发布《研究型图书馆：危机与系统化变革》，被调
查的大多数馆长认为，关于图书馆的价值、图书馆的人力资源以及技
术将肯定面临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将可能带来巨大的影响

 美国Ithaka研究所2010年发布《图书馆调查2010》，指出在
2003、2006和2009年对教职工的调查中发现，用户对图书馆作为
信息门户的认同逐步下降，对图书馆作为存储或保存机构的认同基本
维持不变，对图书馆作为“采购者”的认同逐步增加。而被馆长们认
为重要的教学支持和研究支持服务，尚未得到普遍认同。

一、危机和挑战

如果日益倾向于把图书馆主要看成是一个“采

购者”，将严重限制图书馆的作用、地位。

图书馆生存危机



 图书馆面临的质疑（问题），需回答的：

 任何图书馆都必须用事实、而且是用户直接效益事实来证明自己
的价值。

 真正的价值或贡献在于“贡献差”，即通过你所提供的这种服务
比利用相同投入从别处获得的服务更好更省。

 这个价值或贡献只能通过你来实现，而不能通过外包或众包来有
效的实现。

如果一个图书馆在上述三点中的任何一点上难以证明，
被边缘化或者被替代就是一个合理的选择。而且，证
明这三点是一个持续的任务。

——张晓林

一、危机和挑战



图书馆消亡论的警示

图书馆员

一、危机和挑战

1978年，F. W.Lancaster

2011年，Brian T. Sullivan

2012年，Welch物理馆闭馆

基于技术的颠覆性影响，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兰开斯

特早在1978年提出“在下一个二十年（1980-2000

年），现在的图书馆可能完全消失”。

2011.1.2，美国Alfred大学的用户培训馆员，

Brian T. Sullivan 发表了《2050年大学图书馆验

尸报告》，他提出的大学图书馆消亡的依据主要是：

图书馆的馆藏已变得过时；图书馆用户教育已无必

要；信息素养教育完全融入课程之中；图书馆和图

书馆员并入信息技术部门；参考咨询服务不复存在；

经济问题超越质量问题。

Welch医学馆医学图书馆变革驱动力

a) 印本资源快速向数字资源转换。

b)繁忙的用户越来越希望获取在线资源，但仍然

需要帮助。

c)出版的信息量不断增长。

d)随着校园的发展，Welch医学馆物理空间离校

中心越来越远。

e)读者到馆数量日益减少。

f)为了更有效地支持循证医学的发展，需要开展更

有效的信息服务途径。

g)除面对面服务外，图书馆的服务越来越虚拟。



一、危机和挑战

（物理馆虽闭，但虚拟

馆的建设和嵌入式服务

却做得很好）
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馆2012年物理馆关闭

挑战与机遇并存



内 容

危机和挑战1

转型的实践2

转型和变革3



二、转型的实践

 战略研究（剖析自我，把握趋势，明确目标）
■ 建设、发展的战略研究及规划（回答好前述的三个问题）

 资源建设（从内容为王到服务为王）
■ 数字资源建设、开放获取与出版、机构知识管理、科学数

据监管与利用、科技信息组织与利用、资源整合发现

 知识服务（需求牵引，用户驱动，努力做功能性专家）
■ 嵌入式学科服务、预见性可视化情报研究、个性化科研

信息环境建设、人性化交互平台、前瞻性的知识服务

 技术应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泛在化）
■ 各类空间建设、群组研讨、创客实验室、泛在移动服务平

台、智慧物理空间与建设改造

 人才培养（从文献工作者到学科情报专家）

■ 学科馆员、数据馆员、信息分析师等



医学信息服务的特点：

服务人群：医、教、研、管

用户需求：数字化、网络化、学科化、知识化、

专业化，

单纯文献需求开始转向前瞻预见性分

析报告、竞争情报研究、学科及团队

评估等

二、转型的实践



以需求为先，在军事医学和生物医学核心资源上，坚持“既为

我用、也为我有”。

以效能为先，部分资源由纸质或光盘调整为电子全文数据

库，缩短了资源时滞，降低了使用成本，实现了资源利用的

同步、高效，达到了信息获取的无缝链接。

以使用为先，在非核心资源上，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

用”，与国内科技文献平台和特色文献机构建立联合服务机

制，面向全军开展免费的文献传递服务。

 资源建设：文献订购、保障原则

二、转型的实践



 资源建设：订购的各类核心资源及文献保障

二、转型的实践



 引进资源整合系统、资源发现系统，加强对电子资源的细颗粒

度整合揭示，实现了资源与平台的无缝链接， “集成化”“一站式”

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资源建设：加强资源的整合、揭示

二、转型的实践



 加速CMCC系列数据库产品更新维护，新增《中国疾病知

识总库》疾病种类347种，药品5000余种，图谱1000多幅。

 资源建设：自主研发数据库产品

二、转型的实践



 资源建设：自主研发数据库产品

 新研中国生物医学期刊引文数据库（CMCI）《机构知识

版》和《引文在线搜索整合平台》，强化了文献计量可视化

分析、引文数据库跨库检索、快速出具引证报告、机构文献

管理和科研产出统计等功能。

二、转型的实践



 新研“全军卫生训练教材库”“生物军控与履约综合信息

服务平台”“外军卫生装备研发机构信息平台”“生物安全信

息分析服务平台”“军事认知与心理卫生网站”“高原医学数

据库”等专题信息平台，在军网上开通运行。

 资源建设：积极研发各类专题知识平台网站。

二、转型的实践



 完成了院“机构知识库”的研发，收集整理入库期刊论文、

会议论文、专利等各类数据4万余条，初步实现了我院自有知识

资产的长期保存和成果共享。

已收集期刊论文31300篇、学位论文2356篇、会议论文2691篇、专利

2315篇、图书专著、科技档案等知识产出类型，最早追溯到1978年。

 资源建设：积极开展机构知识库建设与利用。

二、转型的实践



• 以购买期刊的名义成为机构会员，支持并参与OA出版

• 在BMC和SpringerOpen共440多种期刊发文享受优惠

• 提高图书馆的影响力，加大图书馆对科研的贡献

• 使图书馆真正参与到金色OA的发展中

 资源建设：积极跟踪开放获取与开放出版。

二、转型的实践



融入
科研

服务
打赢

支撑
创新

服务模式
转型

个性化

知识服务

学科化服务主动深入

网络信息服务集成高效

信息资源开发取得实效

教育培训成效明显

 信息服务：学科化知识服务

二、转型的实践



用户场景的嵌入

科研过程的嵌入

服务系统整合的嵌入

二、转型的实践

 信息服务：学科化知识服务



学科馆员信息联络员

•多部门组成

•随机活动

•建章立制

•成立机构

•全面铺开

•前期试点

• 调研备战 • 动员启动

• 全面展开

2006 2010
2011
3月-

2011
1-3月

 信息服务：学科化知识服务

二、转型的实践



 2010年12月，新组建学科化服务部

 在组织机制、人员配备、设斲设备、政策支撑、后勤

保障等斱面给政策，给措斲

 从各部室人员抽组，配备10名综合素质高、发展潜

力大的与职学科馆员

 信息服务：学科化知识服务

二、转型的实践



实行“人员分组、责任到室”的工作机制，向我院14

个直属单位的120余个研究室开展了学科化服务。

人员分组 责仸到室
服务涉及的
研究室数量

杨晓茹、王磊
二所10个室、三所1个室、
九所7个室、动物中心8个室

26个

张晓燕、殷亮
三所10个室、八所8个室、

307医院4个室
22个

李芳薇、吕婷
四所10个室、七所7个室、
十所10个中心、仪器厂4个室

31个

张群、程瑾、张妍
亓所15个室、二所9室、一所和科技

部
18个

王萧、杨志滨、张妍
六所10个室、十一所10个室、307医

院4个室
24个

 信息服务：学科化知识服务

二、转型的实践



文献资源保障

宣传推广资源

信息素养培训

参考咨询

学科信息推送

普遍服务

课题跟踪

综合文献调研

与题文献保障

重点服务

科研竞争力评价

学科平台建设

二、转型的实践

 信息服务：学科化知识服务



Description of the 
contents

密切跟踪重点课题领域
的研究热点及迚展；

集成和优化重点课题组
对信息资源的把握

“急用户所急、想用户
所想”满足一线显性信
息需求

强化对重点领域军事
文献、与利、标准等
挖掘和分析

主动挖掘一线用户
潜在的信息需求

重点
服务

重点服务了33个研究室（或课题组）、43项国家和军队重大重点项目，
深入了解用户需求，紧密结合科研项目迚展。

二、转型的实践



 利用引进的TDA、Thomson Innovation专利分析和网上

免费的CiteSpace等情报分析工具开展情报研究。

二、转型的实践

 信息服务：学科化知识服务



 根据总部和院所机关要求，开展决策支持情报服务，完成

“国外卫生信息化建设情况调研”“国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发展

现状调研” “外军军事医学专家信息调研” “国内外科研成果等

同性评价调研”“411医疗专家组信息保障”等情报研究报告。

二、转型的实践

 信息服务：学科化知识服务



 根据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信息需求，完成H7N9、玉树雅安地

震和“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等信息服务4项，参与“南海2012

海上救援卫勤演习”观摩调研。

二、转型的实践

 信息服务：学科化知识服务



 完成了基于军综网环境的网站平台研发部署，整合发布

数字资源6.28TB，现已开通服务。

二、转型的实践

 信息服务：学科化知识服务



 完成卫星演播室的改造升级，实现了全军远程医疗和教

学培训资源的高清传输。

二、转型的实践

 信息服务：学科化知识服务



 越来越多的国际政策支持开放数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英国研究理事会等重要基金资

助机构也声明开放其政府经费支持的科学数据。

 创新发展：图书馆员承担科学数据监管任务的研究

 科学研究数据需要与以出版物类似的方式被发现和访问，

以便实现荟萃分析、仿真模型和其他类型的研究验证和再利用

的目的。

 科技类图书馆开始承担科学数据集的监管的职责，数据图

书馆员负责科学数据的监管、保存和归档。

二、转型的实践



 美国NSF (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 ion, 国家科学基

金会)2006年启动了ＤataNet计划，以图书馆为主体，用１亿美

元、５年时间资助数据监护的研究。

 目前，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等多所院校开始数据监

护教育计划，并设置了硕士和博士课程。

 在欧美一些招聘网站上，如：ALA JobLIST、ALA Job

Announcement招聘数据监护岗位的消息日渐增多，除图书馆外，

主要集中在医学、物理等数据密集型的领域。

 目前，欧美的各个图书馆相继设置数据监护岗位。

 中国也正在探索中。

 创新发展：图书馆员承担科学数据监管任务的研究

二、转型的实践



 创新发展：图书馆员承担科学数据监管任务的研究

二、转型的实践



临床
治疗

基因组学数据应用、临床决策支持、进程病人

数据分析、个性化医疗

科学
研究

医疗数据的有效挖掘和利用，如电子病历，影像等；

医学文献的整合挖掘；

药品研发

保健与
疾病预防

居民健康档案数据管理和服务。

改迚管理，灵活调整
医疗机
构管理

 创新发展：大数据在生物医学领域应用的研究

二、转型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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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Meriter Health Services公司部署了

一套商业智能解决斱案，把来自分析系统和电子健康档案（EHR）

的数据迚行整合，为行政人员和临床人员提供了大量的、对实际

工作有指导意义的信息。

丰富的信息为Meriter的整形外科医师提供了准确的基准数据，

还为医生选择更适合患者的植入假体提供了依据。

在这些信息的帮助下，医院能够更高效地利用医疗开支——

Meriter在利用数据分析后的短短8个月中节约了近100万美元。

大数据应用案例

健康档案应用



大数据应用案例

临床决策支持

美国Metropolitan儿科重症病房应用大数

据技术研发了临床决策支持系统，应用该系统

使得两个月内减少了40%的药品丌良反应事件

数量。



大数据应用案例

基因分析

美国Bina Technology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利用大数据来

分析人类的基因序列，他们的分析成果将为研究机构、临床医师

等下游医疗服务行业提供最基础的研究素材，发展个性化医疗。

Bina平台在5个小时内就完成几百人的基因序列分析，按照

传统的分析斱法，这需要花费几天(甚至一周)的时间来完成。

此前曾从 Google 和 Dropbox 获得风险投资，近期又获得

了65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大数据应用案例

中医研究不临床

中国中医科学院牵头联合20多家中医院和临床基地正在迚

行“中医临床科研共享系统”项目研究，该项目采用以数据为

导向的临床科研一体化新范式，在保持个体化诊疗正常迚行的

情况下，通过大数据、全样本，在混杂存在的基础上，让数据

发声，找出“相关关系”，回答“是什么”，从而弥补传统医

学难以用精确数据说明的丌足，提高中药临床疗效。



 创新发展：图书馆实体空间建设的研究

图书馆建筑建设与改造的当前趋势 ：

高度灵活的开放式空间

满足个性需求的半私人空间

能够让用户得到最好的学习体验的技术密集型空间

图书馆实体空间向信息共享、创客空间、智慧中心

发展

二、转型的实践



21st century libraries: Changing forms, changing futures.

设计要注意人、

活动、场所和伙

伴四个因素

注重营造适宜的精神氛围；

融入高科技的设计思维；

实现弹性组合的多元空间机

能；

构建舒适便利的静谧空间。

 创新发展：图书馆实体空间建设的研究

二、转型的实践



《创客杂志》创始人Dougherty：创客运动的核心内容是
指把`创造'理念引人图书馆,从而使每个当事人对学习新技能和新
知识更富激情。

 创新发展：图书馆实体空间建设的研究

二、转型的实践



 创新发展：图书馆实体空间建设的研究

二、转型的实践



 创新发展：图书馆实体空间建设的研究

二、转型的实践



Idea Store

 创新发展：图书馆实体空间建设的研究

二、转型的实践



Idea Store

 创新发展：图书馆实体空间建设的研究

二、转型的实践



内 容

危机和挑战1

转型的实践2

发展与展望3



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简称ARL）
2013年12月4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Gelman 图书馆举办了“ARL战略
构想与规划”经验会，畅想了2033年研究型图书馆的地位作用。

未来研究型图书馆作用是：

三、发展与展望

 2、图书馆通过协助馆内外的多方联系来促进教育和科研。教室仅仅是

用户对实习、留学、参与全球项目所得知识进行运用的场所，基于年龄

的教育不再存在 ，将以知识和经验为标准对用户进行分组和提高。

 1、研究型图书馆成为一个嵌入的、交互的、泛在的、进行组织监管的

代理或实体，具备了“数据大餐”（data soup）的意义。

 3、图书馆成为新兴学科、传统学科和文化遗产的专业知识中心，它对

旧有的、现有的信息和数据进行整合，它既是物理的又有虚拟的，是分

散又有改革能力的，是教育无法离开的第三方空间。



三、发展与展望

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简称ARL）
2013年12月4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Gelman 图书馆举办了“ARL战略
构想与规划”经验会，畅想了2033年研究型图书馆的地位作用。

未来研究型图书馆作用是：

 4、研究型图书馆是一个值得依赖的机构，是知识的联系者和中介，是

物理和电子资源的管理者，是进行协作研究的实体和虚拟空间的提供者。

 5、研究型图书馆是知识的保存地，是用于学习和发现的虚拟环境的提

供方。
 6、无论你在哪里，图书馆都是自由言论的庇护所。

 7、研究型图书馆正在创建一个不断改进的体系，使得用户能够在馆内

进行创新、学习、研究和获取进步。

 8、研究型图书馆将成为一个增强现实的透镜，人们在这里对全世界可

获取的信息进行评估、诠释和完善。



凝神聚力
抓好改革

在机构设臵上，着

眼大数据时代信息需

求的特点，整合功能

相近、业务交叉的部

门，建立简洁、高效、

协调的扁平化组织机

构，切实提升服务能

力和效率；

在业务布局上，坚持以用户为中心

的理念，改造现有从“资源到服务到

需求”的业务布局，建立从“需求到

资源到服务”的业务流程，形成有效

支持科研人员利用信息解决问题、开

展知识创新的服务能力;

在管理机制上，按照弹性化的原则，

改变原来“岗位相对固定、职责相对单

一”的管理模式，建立灵活机动、上下

联动、便于合作的以项目为核心的配臵

机制，使图书馆变成一种灵活的资源、

服务、团队的协同组织平台；

在物理结构上，抓好各

种信息共享空间建设，为

科研人员提供支持合作研

讨、交互学习、交互式科

学传播的环境；

在评价体系上，坚持服务贡献

度优先的原则，进一步细化完善馆

内绩效考核方法，加大岗位实绩和

服务贡献的比重，从政策上引导全

馆人员自觉向服务聚焦用力。

凝神聚力抓好改革

三、发展与展望



优化管理模式

 垂直式行政管理

 矩阵式业务管理
复合型管理模式

克服单一金字塔行政管理模式的不足

弥补矩阵式管理在多部门中应用的缺欠

利于自上而下的工作责任以及自下而上

的工作反馈

加强了管理体系的控制强度

顶层设计、全馆谋划、

横向联动、统筹推进

领导层

任务组1

任务组2

任务组3

部
门
A

部
门
B

部
门
C

部
门
D

(该幻灯源自东北师范大学刘万国馆长在2013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的发言，致谢！)

三、发展与展望



E_Science

图书馆

科研创新

教育培训

应急突发

疾控保障

高端保健

医疗卫生

信息技术团队

学科专家团队

数据组织团队

经费和政策支持

Cyberinfrastructure

数据策管馆员

技术服务馆员

学科/培训馆员

“现代科研人员对于Cyberinfrastructure的依赖就像现代社会对于物质基础设施如

水、电、电话和通信设施的依赖一样，在许多学科里， Cyberinfrastructure结果的革命

性犹如水电对我们的城市。”——NSF关于Cyberinfrastructure的报告

构设适用的网络信息基础设施

三、发展与展望



现有图书馆A楼

现有图书馆A楼

地下加建部分

地上加建部分

三、发展与展望：A楼改扩建（已获批）



“It is not the strongest of the species that 

survive , nor the most intelligent , but the 

one most responsive to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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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种起源》达尔文 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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