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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数图时代的高校图书馆功能优化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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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对各时期高校图书馆的核心任务及服务功能变迁分析ꎬ运用了理论与

实际案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ꎬ研究后数图时代高校图书馆的功能构成体系ꎬ并从面
向用户的角度ꎬ提出图书馆的主体功能优化方法ꎬ为高校图书馆向后数图时代转型
提供理论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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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Ｇ２５８.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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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与成熟以及网络

实用价值在逐渐降低ꎬ实体图书与读者的直

设施与虚拟信息的广泛覆盖ꎬ人们可以随时

接接触大幅度减少ꎬ图书馆更多的是用来保

随地获取到丰富的网络资源ꎮ 图书馆逐渐不

证书文化气氛ꎬ保证书籍的收藏价值ꎻ另一方

能再依靠实体馆藏来作为服务核心ꎬ而应将

面ꎬ藏书技术有了飞跃式提升ꎬ占用少量空间

注意力转移到如何更好地服务用户ꎬ由 “ 以
书为主” 变为“ 以人为主” ꎮ 这与早期的藏书

便可存储等量图书ꎬ原有的藏书空间被释放
出来ꎬ成为用户直接使用的空间ꎮ 作为校园

图书馆以及上一阶段单纯注重虚拟信息建设

核心的信息交流场所ꎬ用户到馆的主要目的

的数字图书馆相比ꎬ在理念上发生了巨大的

还是集中在学习活动上ꎮ 因此ꎬ提供更加适

变化ꎬ美国国家基金会提出图书馆已经进入

合不同学习需求用户的功能与空间形式是后

到后数字图书馆时代ꎬ其具有泛在化与知识
化的特征ꎮ
受后数图时代的影响ꎬ馆内空间功能面

数图时代高校图书馆的核心任务 [１] ꎮ

一、后数图时代图书馆的功能构成体系

临着改变ꎬ例如提升馆舍的开放性与包容性ꎬ

后数图时代高校图书馆的功能更加复合

扩展馆舍服务内容范围ꎬ促进各种到馆人员

化ꎬ相较于传统的单一式功能空间ꎬ每个功能

的合作交流ꎬ加强与教学环节的紧密结合ꎬ鼓

模块内部包含的功能更多ꎬ尤其考虑到现代

励信息创造与知识创新ꎬ充分利用丰富的信

教育的协作性和知识性需求ꎬ很多不同身份

息、空间和技术资源来提升学校的科研、创新
水平等ꎬ这些方面成为指导馆舍功能优化的
基础ꎮ
除了拓展服务范围之外ꎬ图书馆藏书功

的用户在同一空间内进行多种学习行为 [２] ꎬ
因此ꎬ图书馆布局内部的功能概念本身发生
了转变ꎬ并且由此形成的整体功能组织分配
也必然有了很大的变化ꎮ

能也有了很大的发展ꎮ 一方面ꎬ实体书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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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高校图书馆功能空间的发展

空间环境更类似于社交的环境气氛ꎮ 再如ꎬ

相较于传统图书馆与数字化图书馆初期

核心空间的变化ꎬ由于图书馆从书的空间转

的空间形式ꎬ后数图时代的空间更加注重用

变为人的空间ꎬ并且藏书方式与理念也发生

户的需求和心理感受ꎬ无论是空间的划分方

转变ꎬ馆藏所占空间比重降低ꎬ节省出来的空

式还是空间的主体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

间转变为直接让用户使用的空间服务功能ꎮ

变化( 见表 １) ꎬ很多原则性的观念ꎬ例如ꎬ图

一系列的巨大变化ꎬ造成受众范围广、对图书

书馆空间环境应该是安静的氛围ꎬ在后数图

馆和公众影响巨大ꎬ堪称图书馆历史上的一

时代协同学习和休闲放松等理念影响下ꎬ其

次空间革命ꎮ

表１

空间划分

图书馆各阶段特点比较

传统图书馆

数字化图书馆

后数图时代图书馆

藏书 空 间、 阅 览

实体存储空间、信息存储空间、开架阅

高密度藏书空间、智能化信息加工空间、共享学习

空间、出纳空间

览空间、电子阅览空间、多媒体空间、

空间、开放式阅览空间、创新研究空间、休闲放松

检索咨询服务空间

空间、科技体验空间、展示空间、信息共享空间、自
助检索借还空间

核心空间

藏书空间

数字化存储与阅览空间

学习研究与创新空间

空间主体

典藏书籍

各类馆藏信息

教师、学生等各阶层用户

空间环境

安静

动静分离

社交环境

空间行为

书籍借阅

独立工作

广泛交流协作

科技含量

低端

高科技

智能泛在信息网络

２. 新型高校图书馆功能构成体系

代高校图书馆作为以服务广大师生等用户为

技术的进步和馆舍各方面理念的发展导

核心的场所ꎬ其职能更加专业而广泛ꎬ内容涵

致馆内功能涵盖量广泛ꎬ区域功能划分更加

盖信息服务中心、学习中心和文化中心等ꎬ功

细致ꎬ传统图书馆功能相对比较简单ꎬ将藏书

能构成也更加丰富ꎬ针对后数图时代高校图

或信息存储作为主要功能ꎬ服务内容比较单

书馆藏书弱化、用户中心以及学习主导的几

一ꎬ属于内向型图书馆行为服务ꎮ 后数图时
表２
功能

传统服务
新型服务
开架藏书
藏书区

密集藏书

阅览区
学习区

共享学习
新型学习
行政区

其他功能

后数图时代高校图书馆主要功能构成

涵盖功能

服务功能

技术设备区
辅助功能

个主要原则ꎬ馆内的功能构成如表 ２ [３] 所示ꎮ

详细构成
咨询台、检索区、人工 / 自助借阅台、网络服务处
理区、信息共享区等
休息区、音乐厅、咖啡吧、健身房、小卖、展览区、
聚会区等

作用
提供馆内基本图书馆服务的功能区域
放松休闲化的服务功能区域

专业开架藏书、辅助开架藏书等

开架方式藏书区域

电子密集书库、仓储式密集藏书、专业存储图书

利用新技术或新理念进行高密度藏书区

馆藏书区等

域

普通阅览区、电子阅览区、自习阅览区、试听阅
览区、自由阅览区等
讨论室、 研究厢、 学术沙龙、 开放讨论区、 报告
厅、会议室、培训室等
ＶＲ 虚拟学习区、创客空间、多媒体制作与教学
区、ＤＩＹ 创作区等

阅览多种形式媒介的功能区域
进行协作学习、社交、教学等活动的区域
新形式学习区域

馆员及教师办公区、文件工作区等

馆内人员办公区域

空调机房、交换机房、服务器房、消控室、安保室等

馆内各方面设备运行必须的空间

厕卫区、入口、门厅、水平 / 垂直交通区

辅助馆内功能区域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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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 ４ 类功能区域中ꎬ前 ３ 类是主要

用户的内容依然保持其单独设置方式ꎬ其他

为以用户为核心的整体理念ꎬ其设置方式决

阅咨询 服 务 等ꎬ 会 逐 渐 升 级 为 “ 一 站 式” 服

服务用户的功能类型ꎬ由于图书馆逐渐发展
定了图书馆功能是否得当ꎮ 因此ꎬ后数图时
代对功能的优化首先应该集中在服务、藏书
以及学习这 ３ 个方面ꎮ

二、高校图书馆服务功能的优化
高校图书馆已经不是单纯的借阅空间ꎬ

面向用户的服务内容ꎬ例如科技查新服务、借
务ꎬ其存在方式不只是简单的服务台ꎬ而是以
“ 信息共享中心” 的形式出现ꎮ 表明人工服
务需要各个学科人员的知识配备、高信息素
养专业能力、强大的网络数据资源以及人性
化的软件应用等多方面的支持ꎮ

“ 分散式” 服务是为了使读者能够享受

而是更加复合的信息共享和信息交流平台ꎮ

到更便捷和有针对性的服务为前提的基础类

在图书馆服务内容设置上要更有包容性ꎬ引

型服务ꎬ通过设立广泛的自助服务设备、有针

进更有吸引力的休闲化服务ꎬ将图书馆打造

对性的区域服务台和馆员巡逻等方式分布在

为不仅是信息无处不在ꎬ更是服务和知识交

馆内各个空间ꎬ减少用户不必要的寻求服务

流无处不在的空间ꎬ这也是知识泛在化的目

时间ꎮ

标ꎮ

２. 多样化“ 第三空间” 功能布置及服务支持
服务功能优化主要包括服务功能范围的

后数图时代高校图书馆不仅提供传统的

扩展以及传统服务布局的改变ꎮ 由于用户需

咨询检索等图书馆服务ꎬ也为用户提供更加

求的增加ꎬ其到馆行为也有了很大的拓展ꎬ与

多样化的休闲服务ꎬ让用户能够产生强烈的

此对应ꎬ在服务范围上后数图时代高校图书

归属感ꎬ同时也创造更丰富的交流机会ꎮ 许

馆内不仅存在着传统的图书馆服务ꎬ也拓展

多国外优秀的实际场馆设置中ꎬ服务性质的

出很多传统图书馆没有涉及的休闲化服务ꎮ
１. 传统图书馆服务的集散式处理

空间设置———咖啡店、商铺、中庭等不仅体现

单一的休闲功能ꎬ而且注重营造一种平等的、

在传统服务布局上ꎬ相较于之前简单的

舒适的、自主的空间氛围ꎬ同时ꎬ这些设置在

咨询、检索、借阅为主的人工服务ꎬ后数图时

使用过程中对环境的动静控制、空间的规模

代高校图书馆引入大量自助式、自动化、系统

变化及氛围的精心营造都具有支撑作用ꎮ 各

性等科技设施服务ꎬ人工服务转变为更加专

个专业的科研人员在放松休息的同时ꎬ还能

业化、集成化的一站式服务ꎬ并且服务会遍布

自由地分享与交流心得ꎬ相互探讨各自领域

各个区域ꎬ根据对应的区域功能ꎬ其服务空间

的研究思想ꎬ 完成相互启迪的多学科合作ꎮ

形式也有一定的变化ꎬ总的来说ꎬ相对传统图

图书馆空间的发展方向就是由“ 书的聚集”

书馆ꎬ后数图时代的馆舍服务更加人性化ꎬ也
更有针对性ꎮ
传统服务包含藏书阅览、参考咨询、信息
咨询、媒体服务、教学支持等各种讯息交流服
务ꎬ服务手段和内容都比较简单ꎮ 后数图时

变为“ 人的聚集” ꎬ这些聚会、活动、娱乐的区
域可以成为各专业人员交流的创新平台ꎬ融
合各个学科领域的科研人员创建知识交往网
络 [４] ꎮ

３. 多样化服务区域布置模式

代高校图书馆服务内容更加专业和复杂ꎬ服

在布置具有休闲放松性质 的 服 务 空 间

务方式更加科技多样ꎬ服务理念上也更注重

时ꎬ应当注意贴近人流量较大的活跃区域ꎮ

用户的需求和感受ꎮ 因此ꎬ服务区域需要结

一方面ꎬ休闲放松区域不需要绝对的安静环

合“ 集中式” 与“ 分散式” 两种处理方式ꎮ

境ꎬ并且由于空间内部需要满足不同用户交

“ 集中式” 服务依然是服务区域的核心ꎬ

流的需求ꎬ本身也会产生一定的声响ꎻ另一方

但是后数图时代高校图书馆与之前有所差

面ꎬ休闲的交往空间需要人这一主体本身的

别ꎮ 传统服务中的购书、修复等不直接面对

支持ꎬ偏僻的空间无法聚集足够的使用者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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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会影响效益ꎬ降低空间的使用效率ꎮ 因此ꎬ

置ꎬ成为用户在学习过程中解决交流和放松

在空间区域设置上ꎬ应主要分布在以下 ４ 种

等需求的空间区域ꎮ

区域:

三、高校图书馆藏书功能的优化

(１) 入口区域———入口是所有用户进入

馆内的唯一途径ꎬ入口也是用户需求最强烈

后数图时代图书馆内藏书功能的地位逐

的区域ꎬ无论是阅读、交流、驻足或等候等行

渐降低ꎮ 一方面ꎬ由于广阔的信息获取渠道ꎬ

为都会在入口区域集中ꎮ

用户不进入图书馆也能获取所需的信息资

(２) 走廊区域———内走廊部分主要是设

源ꎻ另一方面ꎬ即使是到馆的用户ꎬ也不以阅

置临时性的休息区或小规模的交流区ꎬ外走

读馆内藏书作为主要的活动内容ꎬ而是进行

廊部分适合营业性质的服务空间引入ꎬ例如

虚拟信息使用、知识创新研究和用户间的信

咖啡店、书吧、棋牌室等

[５]

ꎮ

息共享交流等方面活动ꎮ 因此ꎬ藏书空间的

(３) 中庭区域———底层中庭环境非常适

压缩释放了更多让用户直接使用的空间ꎮ 从

合用户休息交谈ꎮ 其他各层围绕中庭的区域

近年国内高校图书馆的改扩建情况也能发现
藏书空间变化的趋势 [６] ꎬ３ 所高校经过改扩

可以设置独立自习等学习空间ꎮ

(４) 靠窗区域———靠窗区域更加适合设

建后ꎬ藏书空间没有明显变化ꎬ但阅览学习等
空间有了增加( 见表 ３) ꎮ

置放松休息区域ꎬ尤其结合内部的阅览区设
表３
空间分类
藏书空间
阅览学习空间
其他空间

％

国内高校图书馆近些年改扩建空间比例情况

清华大学图书馆

同济大学图书馆

武汉大学图书馆

１９１２ 年建成

１９９１ 年扩建

１９６５ 年建成

１９９６ 年扩建

１９１７ 年建成

２００８ 年扩建

１４

３２

１７

１３５

１０

４８

５１
３５

４０

４０

６０

３９

４３

４２

１２６

４８

５７
４５

目前ꎬ国内一线城市以及国外大部分高

进行整合ꎬ 从而提供更多的用户使用空间ꎮ

校在保证读者阅览空间的前提下ꎬ设置了密

总的来说ꎬ现今高校图书馆的藏书模式主要

集书库藏书区域ꎬ对一些使用率较低的图书
表４
布局模式

有 ３ 种( 见表 ４) ꎮ

不同藏书布局方式比较

开架式藏书

集中布局密集书库

设置独立的藏书楼

空间利用率高ꎬ书库空间集中ꎬ服务

节约面积ꎬ书库可根据需要替换后

便捷

期所需要的空间

分布形式

布局特点 人与书联系紧密ꎬ空间可实现互换

１. 围绕空间功能布置开架藏书
在各种藏书方式中ꎬ开架藏书是最能够
紧贴用户的ꎬ所以即使是围绕藏书功能本身ꎬ
利用率较高的各学科书籍和工具书依然最适
合采用开架的方式进行存储ꎮ 如何能够将更
多的高利用率书籍进行更有效率的布置ꎬ并
且能够兼顾合理化、人性化、灵活化的使用要

求ꎬ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的几种形式:

(１) 结合阅览座位集中摆放在统一区域

内部ꎻ

(２) 采用纵向联通的方式ꎬ在多层空间

区域内设置联通整体的书库空间ꎻ

(３) 围绕中庭展开“ 螺旋式” 布局ꎬ书架

在空间中呈螺旋状形态沿坡道上升ꎬ书架按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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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号依次排布ꎬ随着新书的引入向上生长ꎬ满
足不断变化的文献量需求ꎮ
２. 引入智能化密集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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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校图书馆学习功能的优化
高校图书馆不仅是为师生等不同用户群

闭架藏书的效率更高ꎬ只是传统的闭架
藏书极大地浪费了用户在图书借阅环节的时
间ꎮ 后数图时代图书馆可以在采用闭架藏书

体提供知识信息的地方ꎬ也是为用户提供阅
览、学习、科研、创新等活动的场所 [７] ꎮ 用户
到馆学习的目的有所不同ꎬ主要可以分为个

方式的同时ꎬ不影响其他环节的运行ꎬ甚至缩

人或成组到馆为主的自习和阅览行为、团队

短借阅等行为的时间ꎬ另外ꎬ新形式的闭架藏

式到馆为主的协作科研学习行为以及为了享

书较于以往闭架模式ꎬ藏书效率得到了极大

受馆舍提供的专业功能ꎬ如新媒体体验、创客

地提升ꎮ

活动的创新型学习行为ꎮ

２０ 世纪初ꎬ我国开始流行的密集书库是

最简单的科技化闭架藏书ꎬ它提高了普通闭

１. 多样化阅览空间选择
现代高校图书馆阅览区应转变为复合型

架藏书的藏书效率ꎬ以一个 ０ ００１ ｋｍ 的中

空间ꎬ一方面要保证使用者能够完成私密性

册的书籍ꎬ而普通闭架藏书只能存储 １０ 万册

公共阅览空间ꎮ 基于后数图时代用户的多种

藏书———智慧型电动密集书库开始进入大众

置上引入更多新形式的阅览空间( 见表 ５) ꎮ

２

型书库为例ꎬ采用密集藏书可以存储约 ４５ 万

的阅读ꎻ另一方面也要提供灵活性的、开放的

左右ꎮ 随着技术的进步ꎬ更加人性化的密集

阅览行为需求ꎬ应在原有图书馆阅览空间设

视野ꎬ书库藏书区与 ＯＰＡＣ 检索电脑连接ꎬ
读者检索到书籍后ꎬ电脑提示书籍所在位置ꎬ
并且密集书库内书架的指示灯亮起ꎬ方便读
者寻书ꎮ
ＢｏｏｋＢｏｔ 自助图书配送系统是结合自助
检索借阅、图书借阅、图书支付与图书配送等
多个功能为一体的超高效密集藏书方式ꎬ书
库以开放的形态与检索台连接ꎬ读者在检索
台输入借阅的书籍后ꎬＢｏｏｋＢｏｔ 机器会在 ０. ５

ｍｉｎ 的时间将书籍放在读者面前ꎮ 除了具有
借阅效率高的优势外ꎬ其存储效率也在密集
书库的基础上有了很大进步ꎮ 以北卡罗来纳
州 立 大 学 亨 特 图 书 馆 为 例ꎬ 馆 内 采 用 的
ＢｏｏｋＢｏｔ 自助图书配送系统存储约 ２００ 万册
实体书籍ꎬ 节约了超过 ０ ０２ ｋｍ２ 的面 积 空
间ꎮ

３. 设置专业的存储图书馆

表５

不同阅览空间设置及功能特征

阅览空间

功能特征

纸本阅览空间

各类纸本资料的阅览空间

浏览空间

临时性的资料阅览空间

休闲阅览空间

环境舒适放松的阅览空间

电子阅览空间

电子读物和网络资料为主的阅览空间

视听阅览空间

多媒体与音像资料阅览空间

虚拟阅览空间

利用 ＶＲ 等虚拟技术进行阅览的空间

特殊阅览空间

微缩胶片、古籍文献等资料的阅览空间

自由阅览空间

无特定功能的开放式阅览空间

２. 融入复合型协作学习空间
从高校学习行为的发展趋势来看ꎬ跨学
科、团队型、协作式学习是越来越多科研创新
任务的标准人员特征 [８] ꎮ 因此ꎬ在图书馆学
习空间中建立有利于协作学习、使团队有效
完成成员、知识和信息之间的交流与联系的
复合型空间ꎬ是后数图时代高校图书馆建立
学习空间的重要发展方向ꎮ
建立协作学习空间首先要为团队合作设

除了在馆内的闭架书库方面作出的探索

立研讨空间ꎬ满足团队内部的学习讨论需求ꎬ

外ꎬ很多高校开始在主馆外设立二级学科图

例如研究室和讨论室等ꎮ 据数据分析ꎬ团队

书馆和专业图书馆ꎮ 例如芝加哥大学对藏书
的专业性提出了要求ꎬ其存储图书馆可以存
放 ８００ 万册藏书ꎬ它将室内储存环境进行严
格 控 制ꎬ 以 达 到 最 佳 的 温 度 ６０ ℃ 和 湿 度

３０％ ＲＨꎮ

完成研究学习的讨论人数一般为 ３ ~ １０ 人ꎬ
所以讨论间的设计以 ３ ~ ６ 人为基准ꎬ最多可
供 ８ ~ １０ 人使用 [９] ꎮ

３. 拓展新型创新学习空间
后数图时代发展不仅依靠数字技术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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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ꎬ２０１３ꎬ１０ (１０) :１４ －

校的教育理念也起到一定作用ꎬ高校越来越
注重培养师生的信息素养能力、学生对新理
念新技术的接受学习能力以及学生思路的开
阔性和创新能力ꎮ 一些新的学习空间理念ꎬ
例如创客空间、ＶＲ 体验中心、多媒体制作体

[２]
[３]

验中心等逐渐出现在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区
域内 [１０] ꎮ

五、结

[４]

语

后数图时代的高校图书馆在服务理念和
设备技术上均有所突破和创新ꎮ 但是回归到
职能本身ꎬ它依然是校园的信息存储和交流
的核心空间ꎬ主要任务依旧围绕藏书、借阅、
学习等方面ꎮ 只是在具体的功能设置和空间
建立方面ꎬ将重心更多地集中于用户需求ꎬ充
分利用泛在化网络信息和物流网等新型技

[５]
[６]
[７]
[８]

术ꎬ对各个功能空间加以拓展ꎬ力争打造成集
高效借阅、多元交流、科研创新、服务教育、推
广文化等方面需求于一体的现代化文化学习

[９]

１７.

金鑫. 图书馆推开数字化大门[ Ｎ] . 中国新闻
出版报ꎬ２０１３ － ０６ － ２０(８) .

肖珑. 后数图时代的图书馆空间功能及其布
局设计[ Ｊ] . 图书馆情报工作ꎬ２０１３ (２０) :５ －

１０.

顾敏. ２１ 世纪的图书馆是广域图书馆[ Ｊ] . 图
书情报工作ꎬ２００２(９) :５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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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薇芬. 图书馆建筑空间功能再造[ Ｊ] . 科技
创新导报ꎬ２０１１(２８) :２１５ － ２１６.

任欣. 后数字图书馆时代的图书馆新空间服
务模式研究[ Ｄ] . 郑州:郑州大学ꎬ２０１２.
田忠强. 提升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的保障机制探究 [ Ｊ] . 图书馆情报工作ꎬ２０１３
(２０) :７３ － ７７.

刘绍荣. 基于学习空间的现代图书馆空间功
能与布局探讨[ Ｊ] . 图书情报工作ꎬ２０１３( 增刊

１) :１７１ － １７４.

场所ꎮ

[１０] 刘绍荣. 大学图书馆空间功能拓展探析[ 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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