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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学术图书馆-永恒之问 

我需要知道（贡献度） 
 图书馆能做什么 

我想要证明（地位与职业价值） 
  图书馆员如何体现价值和作用 

我期待明确（支撑度） 
 图书馆可以提供什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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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若干事件回顾 

4 

2013 

2013年4月，ACRL发布了第二阶段
的环境扫描报告 

从投资回报率的视角，展望高等教
育趋势，分析所面对的挑战，以及
对图书馆的影响 

2013 

Future Libraries: Infinite Possibilities 

 没有一个时期能像现在这样，
图书馆可以利用各种设备和资
源便捷的获取信息并享受不同
形式的学习体验 

 图书馆有能力在多个领域成为
变革的积极动力和正能量 

 馆藏合作建设、多媒体资源标
引、学习型图书馆、知识管理
生命周期与开放获取、图情教
育与馆员培训、特藏可视化、
学校图书馆与城市素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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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绩效评估-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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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大图书馆第三方
测评（高教研究院） 
指标数据对比：“世界
大学学术排名”前100和
ARL前列的51所 

满意度问卷调查：1861

人次 

访谈：50余人次 

信息服务整体满意度
较高 
各项平均认同率达到

83.2% 

图书馆的服务可作为全
校服务部门的标杆 



一份绩效评估-发展方向 

还需提升学科服务深度和个性化服务水平 

深化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进一步提升服务深度 

ARL馆创建的学科信息指南数（基于LibGuides）平均为496个 

学科馆员虽走到了院系，但是没有走“进”院系 

希望能主动追着了解每位老师的需求，想老师之所想 

建议转变服务角色，试点提供个性化服务 

统筹规划，开展支撑一流学术的特色品牌库建设 

根据学校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发展情况，制定出具有世界

一流学术水平的特色品牌库建设规划；同时在学校层面通

过各种激励政策，使院系、科研单位以及教师积极参与到

特色品牌库的建设中，打造若干个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彰

显交大深厚学术声望、内容多元、形式多样的特色品牌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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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学术图书馆发展动向 



1896 

今天，人们很少谈论图书馆能提供什么，而是图书馆能为
人们以及和人们一起做些什么。（见物更见人） 
 
图书馆在五个关键领域都要提升价值：教育、就业、创业、
赋权和参与。（五个E） 
 
2015年，发起新公众意识运动“图书馆转型”。 
 
调查显示，学生和教师看重高校图书馆在展现研究技能、
提升信息素养和管理指定用书方面的价值。 
 
                ——ALA（美国图书馆协会）《2016年美国图书馆状况报告》 

 

 
 
 



1.ARL学术图书馆服务转型趋势 

2013年8月，ARL发布研究报告，通过对五所学术

图书馆的采访观察，提出六方面的服务转型趋势 
5个ARL图书馆分别是：杜克大学、圭尔夫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北卡
罗来纳州立大学，普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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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RL学术图书馆服务转型趋势-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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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学术最终成果 目录学家 

辅助学科研究 

指导研究过程 
联络馆员 

参与研究、教育与
学习的整个过程 

参与者/伙伴 

“学科馆员不可能自身成为每个新领域的专家，但新型学科馆员的成功
秘诀在于知道什么时候该向同事求助，或如何向教师推荐合适的专家。
就像研究员们总是进行团队合作来发挥各自的专长，学科馆员将需要成
为图书馆学专家们间的团队建立者，而这对用户研究很有帮助。” 

——Karla  Strieb  



1.ARL学术图书馆服务转型趋势-续2 

致力于强化学术生产效率，提高学习者能力，将学

科服务与科研、教学和学习过程集成起来 

总体框架越来越重视用户行为（研究、教学和学习

），而不是馆员行为（馆藏、咨询和读者教育） 

复合功能角色：即学科馆员与某些特定领域的功能

型专家建立合作，这些专家甚至可能不属于学科馆

员所在的图书馆 

ALA认证的图书馆学硕士文凭不再是必需。学科馆

员和功能型专家的合作，展示出广范的教育背景，

能够拥有更为全面的视角和广泛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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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CRL学术图书馆趋势报告 

持续关注并跟踪趋势报告，可以把握发展动向 

来源：C & RL News 

每年发布11期，一般在逢双年的6月初发布学术图书馆

趋势报告 

编撰单位：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 (Association of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简称 ACRL)研究规划与审查委员

会(Research Planning and Review Committee)  

主要通过文献分析法进行学术图书馆趋势分析 

既反映实践的现状、热点，也彰显未来走向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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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图书馆发展思考 



需要在三个维度上实现超常规突破 

对于用户：需要持续提高资源和服务的可见度 

对于教学科研：需要有效提升学科服务工作的贡献度 

对于多样化的信息选择渠道：需要不断加强与用户环境的

融合度 

原则 

数字优先 

数据驱动 

发展特色 

发挥优势 

 

 

 

 

 

直面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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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举措 

  
深化改革，加强科学管理、实现生态持续发展 

立足自身，提升馆员队伍素质，增强综合业务能力 

  
结合实际，在嵌入教学、支持科研、传承文化、 

                       辅助创新、空间利用等方面有所作为 

紧跟时代，循序渐进地在情报分析领域大展身手 

  
重点开拓，在机构知识库、学科化服务方面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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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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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用户高度评价 

让学校充分认可 

让社会正确认识 

盘活、整合、评估资源的能力 

简洁、灵活、精准服务的能力 

热忱、敬业、专业馆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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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管理 

科学有序高效合理的管理是学术图书馆 

保持稳定长期可持续生态化发展的基础 

确保各项工作协调健康推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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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军型 
 

专家级 

特色专业 

技能型 

辅助类 

馆员队伍结构“金字塔” 

馆员 

实验师 

推广师 

设计师 

策划师 

孵化师 

工程师 

 教学发展与改革的实验师 

 科学研究中的知识工程师 

 学术资源建设的设计师 

 文化服务的推广师 

 创新探索的孵化师 

 各种活动的策划师 

机构改革或重组势在必行 

馆员队伍：按金字塔结构和业务功能组建，强化职

业素质、业务能力、敬业精神，成为 



生态管理 

建章立制，科学规范 

梳理、建立、完善规章制度和业务流程 

强化各部门间的交叉协同 

弘扬正能量的组织文化 

建立业务数据统计平台 

实时掌握业务动态 

辅助业务联动 

统一口径对外宣传 

精准管理服务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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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经费
统计

参考咨询

服务统计

借阅量与
各项服务

统计

电子资源

利用统计

信息素养
教育统计

空间设施
利用统计

读者入馆
人数统计

。。。



服务愿景@ SJTUL 
建立“大服务观”，建立“质量效益观” 

提升服务可见度、可信度、贡献度 

教学有机 

组成 

学习提升 

引擎 

高度定制
化服务 

 融入 

实体环境 

融入 

数字 

空间 

成为一个灵活的组件 
从馆扩展至系、行政机构，
形成全校支持协同机制 
 
组织机制设计与支撑 
人员的素质与能力建设 
利益相关者的联合驱动 

全方位、无缝
支持教学研 

图书馆-用户 
利益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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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
合作
伙伴 

学术
交流 

触媒 



学术图书馆发展新动
向与新思考-

SJTUL郭晶 

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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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2016/10/20 

http://vrs.lib.tsinghua.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