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馆空间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以同济大学图书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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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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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书馆的功能与空间变化 

十九世纪
前后 

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到二十一
世纪初（信息

技术） 
未来 现在 

藏书 

阅读 

第三空间； 激发更深入、更形式丰富的

学习的场所：文献保存与研究数据管理、 

学习（自主学习、协同学习、休闲学习）

、辅助教学、素养教育、创新、研究支持

、知识服务、学术交流…… 

     学习 

…… 

Start 

藏书 
以用户为中心，提供一站式服

务，“寻求智力的碰撞、信息

交换和社交的一个地方”：文

献保存、学习、信息服务 

基本功能：保存与提供文献信息、支持与促进学习 



•信息共享空间（Information Commons，IC ）： 

      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图书馆IC空间负责人D.R.Beagle认为，信息共享空间包括二个层面：一个

层面是一种独特的在线环境，在该环境下，读者通过一个用户界面可以获得多种数字服务，通过安

装在网络工作站上的搜索引擎可以同时检索馆藏以及其他在线数字资源，另一层面是一种新型的物

理设施或空间，这一空间能够在整合的数字环境下组织工作和提供服务，它可以是图书馆的一个部

门或者一个楼层 。     

     D.R.Beagler认为，运行良好的IC空间应该由三部分构成： 

    物理空间：安静学习区、个人研究区、协作学习空间、团体研究空间、专用研究室（教师、硕

士/博士）、培训教室、多媒体制作间等； 

     虚拟空间：数字馆藏、在线工具、电子学习工具、信息管理软件、多媒体软件等学习用软件； 

     文化空间：研讨环境、文化交流等。 

    信息共享空间强调提供信息设备、讨论交流与信息检索服务。 

2. 图书馆共享空间的模式 





学习共享空间强调对学习过程的全面支持，强调协作、交流和指导的支持。 

•学习共享空间（Learning Commons，LC） 
 

 

 
     学习共享空间在信息共享空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服务模式。D.R.Beagle2006年在《信息共

享空间手册》一书中指出，学习共享空间是把信息共享空间的资源组织起来，配合其他学术单位主

办的学习活动，或一致形成合作的学习成果。 

      Susan McMullen认为，LC是一个为学生获取信息提供丰富的学习环境支持，帮助他们发展批

判式思维和多样化读写技能，并鼓励通过询问、协作、讨论和咨询来促进学习的充满魅力的空间。 

   我国学者任树怀认为，LC是一个以学生为中心，支持开放获取的协同与交互式学习环境，一个

为教育和学习（包括做功课、写作、研究、辅导、群组项目、多媒体制作等）提供学术支持的学习

场所，一个引人入胜、充满活力与温馨的学习、协作和交流的社区。学习共享空间包含了信息共享

空间的所有方面。 

      总结目前的案例和定义，可以将LC概况为：LC=IC+支持学习的服务与设施（写作、导学等） 





•研究共享空间（Research Commons，RC），也被称为学术共享空间
（Scholarly Commons,Academic Commons) 

       华盛顿大学图书馆主页对研究共享空间的定义是：它是一个将学生和教师组织在一起对各自

的研究进行分享和讨论，并为他们研究的每一个步骤（搜集文献、写作、出版、申请科研基金

）提供支持的协同环境；是一个使学生和教师合作进行课题研究的空间；是一个可以为用户提

供演讲机会和研讨室的空间；是一个可以帮助用户了解同行研究进展的空间。 

      国内学者张春红综合研究共享空间的产生背景和主要功能，认为RC是一个借助专业的学术

研究服务团队，为大学科研人员的研究活动和研究过程提供全面支持的共享空间。这些支持主

要包括信息资源、信息技术、研究数据、研究工具、机构知识库等。RC有三个不同于其他共享

空间的显著特点（1）服务对象是特定的，即大学的教学科研人员；（2）服务的目标是促进学

术资源共享、学术交流与研究；（3）服务团对加入了学科专家，服务更加的专业化、学术化。 

 

 

 张春红主编,新技术、图书馆空间与服务,海洋出版社,2014 

研究共享空间（RC）侧重于对研究人员学术和协作研究的支持。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主页对其研究共享空间的介绍： 

      「研究共享空间」位于大学图书馆一楼，空间设计创新、灵活多变，专为

研究生和教研人员的需求而设。 

        它配置了各式先进科技和设施，设有IT间、参考阅览室、一间多用途室

、九间博士生研读室及九间小组研讨室，供图书馆研习班、特别课堂和学习

活动使用。此外，更专为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集聚而设计集思阁，提供可随

意组合的座位及互动式白板，方便作跨科的轻松交流，以启发研究构思和协

作。多种研讨课程亦在集思阁举行，让参加者就课程内容增加互动交流。 

       为切合研究生、研究和教务人员学术及研究工作所需，研究共享空间提

供多种服务及活动，包括讲座及研习班、研究茶座、研究咨询服务及适用于

教学人员的引文检索服务。 

https://www.lib.cuhk.edu.hk/sc/libraries/ul
https://www.lib.cuhk.edu.hk/sc/use/places/multi
https://www.lib.cuhk.edu.hk/sc/use/places/doctoral
https://www.lib.cuhk.edu.hk/sc/use/places/group
https://www.lib.cuhk.edu.hk/sc/learning/workshops
https://www.lib.cuhk.edu.hk/sc/research/research-cafe
https://www.lib.cuhk.edu.hk/sc/research/consultation
https://www.lib.cuhk.edu.hk/sc/research/citation/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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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柯平.新一代高校图书馆的功能与服务创新（2017，报
告PPT） 



按照功能划分： 

   藏书空间 

   阅读/学习空间：阅览室、 24小时自修室，多媒体学习室等 

   休闲/交流空间； 

   展览空间； 

   研讨空间：个人研究室、小组研讨室、安静研究室、无声研究室、研究生专
用学习室、博士生论文写作室、残障人专用研究室、PCL协作学习室、音乐研
究室、医学研究室等 

   学习指导空间：写作中心、语言中心、演讲培训等 

   视听空间：演讲练习室、媒体观看室等 

   创新实验空间：多媒体制作间、跨学科训练区等等 

   新技术体验空间： 

…… 

   

 

3. 图书馆空间的类型 



霍瑞娟，张文亮，敦楚男.我国公共图书馆空间类型及其演化特征分析*[J].图书馆建设,2018,(4): 96-103 



隆茜.中外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的设置与使用政策研究[J].图书与情报,2015,(5): 53-64 



 陈进．感知 认知 探知—让创新在图书馆扬帆 



图书馆 

图书馆空间建设的困惑 

18 

如何规划本馆的空间 

如何建设一个创新空间 

如何使建好的空间“活”起来 



Part 2 实践 



同济大学图书馆基本情况 

三个校区： 

     四平路校区图书馆：包括3个实体馆 

     嘉定校区图书馆 

     沪北校区图书馆 

     30多个院系图书馆 

      成立了图书馆空间建设小组：成员来自多个部门，
由1名副馆长负责，对图书馆空间建设提出建议和具
体实施方案。    

20 



1、调研外部环境，找出竞争优势，避免重复建设 

21 

案例1：嘉定校区图书馆空间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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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结果 

23 

• 大多数学院内设有环境优美的休闲讨论区、学生自修
室（开放时间较短），成果展览区。 

• 详细的计划方案，还需要通过图书馆大数据对嘉定校
区图书馆的入馆人员情况（学院、人员类型等）进行
分析，对现有空间的利用情况进行分析，通过访谈或
问卷调查，进一步了解读者需求。综合所有调查结果
，制定改造方案。 



1、调研外部环境，找出竞争优势，避免重复建设 

24 

案例2：沪北校区图书馆改建 

• 与沪北校区管委会联合，召开师生座会，了解师生对图书
馆空间的要求 

访谈结果： 

      读者群体主要为口腔医学院学生，特点：白天实习、晚
上自修；研究讨论在实习过程中进行；医学课程需要大量
的背诵。 

       基于以上调研结果，改建后的沪北校区图书馆将设置背
诵区，24小时阅览学习室、个人研究室（写毕业论文，借
阅时间：1-3个月）；不设置小组研讨室。 



2、积极寻求外部合作，获取技术、设备、人力资源与资金的支持 

25 

案例3：闻学堂建设 



 2013年由同济大学党委牵头在四平路图书馆十楼筹划建设一个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当

时的主管校长起名为“闻学堂”，取义于《荀子•儒效》“闻见学行”（ 《荀子•儒

效》有云：“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

于行之而止矣”。），形容知识的学习过程从闻见知行到学以致用，而传统文化需

要闻多学广，亦需要传习实践。      

• “闻学堂”于2013年6月开放，由同济大学党委宣传部和图书馆共同建设，是一个

集传统文化文献借阅、展示、研讨三项功能于一体的空间，通过传统文化学习、互

动、体验并结合传统阅读、交流、讲座等形式，在图书馆内搭建创新形式的传统文

化教育平台。 

• 物理空间：展示区、阅览区和研讨区（设有休闲席位） 

• 活动形式： “闻学讲堂”、“闻学展堂”、“闻学课堂”、“闻学知行堂”、“闻

学雅集堂”。 26 



• 闻学讲堂：邀请校内外名师大家围绕传统文化进行讲演 

• 闻学课堂：引进校内外传统文化课程； 

• 闻学展堂：主要举办传统文化精品实物展览； 

• 闻学知行堂：组织开展传统文化技艺体验活动； 

• 闻学雅集堂：与校内外文化组织、团体合作，开展传统

文化专题交流与研讨活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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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济大学的前身是1907年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在上海创办的

德文医学堂，翌年改名同济德文医学堂。      

• “学校积极拓展国际合作，在对德为主的合作基础上，发展

为以对欧洲合作为中心，拓展北美、辐射亚非的布局，先后

建立了中德、中法、中意、中芬、中西、联合国等11个国际

化合作平台学院。” 

• 德语教育、德国问题研究特色 30 

3、发掘本校/本馆特色，建设独具特色的图书馆空间 

案例4：德文图书馆建设 



• 2015年开始主管校领导牵头在四平路校区中德大楼内筹建“德

文图书馆”。 

•  2016年1月21日正式开馆。秉承“交流、融合、创新”的理念

，德文图书馆以建设“文化、学术、社交”一体空间为目标，致

力于将自己打造成同济大学所有对德机构的国际文化交流和 展

示平台。 

• 德文图书馆占地近3000平方米，包括阅览室、研习室、报告厅

、影音室及休闲空间，收藏德文纸质图书2.5万册。面向师生开

展德文图书借阅、专题信息咨询、以德国文化为特色的国际文化31 



•  2016年1月21日上午，同济大学德文图书馆开馆仪式在中德大楼二

楼报告厅隆重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与德国教育与
研究部部长万卡（Wanka）女士共同为德文图书馆揭牌，开启同济大
学对德交流合作新篇章。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校长裴钢、副校
长吴志强陪同参观、出席德文图书馆开馆仪式。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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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总统高克参观德文图书馆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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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年度大数据报告： 

•    文献资源 

      入馆人次 

      图书借阅 

      图书借阅排行榜 

      讲座次数 

      …… 

      空间使用？（经费投入与产出） 
37 

4、加强图书馆空间评估，为空间建设提供决策基础 



4、加强图书馆空间评估，为空间建设提供决策基础 

38 

空间评估的目的： 

• 系统全面地了解图书馆空间运作效能及用户空间需求 

• 为合理的配置空间比例提供依据 

• 为空间再造/改进提供依据 

评估的方法主要有： 

• 调查法 

• 访谈法 

•  观察法 

• 数据分析 

 



39 隆茜（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空间评估实践[J].图书馆论坛2016,36(04):79-8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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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科技阅览室改造——调研法 



41 

2019年上半年，为了给读者一个开放的反馈空间，馆员们在阅览室入口处设置意见留言本，很多读者都写下了自己的意见建议
。从几乎天天满座的利用率和读者留言的积极性可以看到，科技图书阅览室一楼的改造非常成功，同学们在享受新阅览室的同
时，也期待在某些细节方面有所改进。读者服务部认真收集了读者们的宝贵建议，并纳入到四平路校区图书馆科技图书阅览室
二楼、嘉定校区图书馆十四楼会议室、沪北校区图书馆整体改造的参考范围中，力求在空间和环境服务方面做到更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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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法：大厅、走廊等边角处，读者行为（会友、默读、朗读
、研讨、看书学习、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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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法 



数据分析法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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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 

再造 

评估 

空间评估工作是一项持续的工作，需要平时数据的积累，应作为一项日常工作
纳入图书馆工作之中。 



Part 3 总结 



环境 

空间 

功能 



关于图书馆空间建设的几点建议： 

建设前： 

• 加强空间建设理论研究（为什么建）； 

• 加强内外部环境的调研，找准需求（建什么）； 

• 加强对自身能力的评估，积极寻求与外部机构、团体、个人的合作，确
立明确的建设目标； 

• 寻找合适的空间管理人员（专业能力、与人沟通能力、策划能力、对外
合作能力……），空间能否“活”起来，与管理者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 

• 加强馆员能力的培养。 

建设后： 

      加强空间使用状况的评估； 

      加强馆员能力的不断提升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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