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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国内大学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在服务创新方面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以用户为中

心”的学科服务（亦称“学科化服务”，以下同），针对这一主题，各馆都从对学科服务不同的

理解层次上做了许多有意义的探索与实践。学科馆员成为图书馆的一种新岗位，被赋予了更多

的责任和使命，图书馆管理者也对学科服务改变图书馆的地位和形象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国

内图书馆的学科服务还是新生事物，发展并不平衡，各图书馆的学科服务都处于探索期，很难

说已经有成熟的模式或机制，尤其是民办/独立高校图书馆开展的学科服务，现阶段多为浅层

次的信息收集与推送等，还未及深入到学校学科研究与教育的专业层面，且馆员队伍的专业素

质参差不齐，学科馆员的建制、工作内容与要求、考核机制等不完善，存在多方面的问题与推

进难点，需要多馆共同探研解决的办法与出路。为此，我们尝试编制了《学科服务简报》，旨

在通过平台分享的方式，在湖北省民办/独立高校图书馆范围内，交流各馆学科服务的实践探

索与经验总结，从而共同研究适合民/独高校图书馆实行的学科服务模式，提升图书馆服务层

次，使图书馆在学校的教学科研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期提要：对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的情况进行了网上调研，重点了解民办/独立高校目前开展

学科服务的现状，同时对国内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统计与比较，并选取其中

具有代表性或被引频次高的论文与读者分享、供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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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综述：从文献聚合分析看我国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 

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陈芬，朱天秀（武汉东湖学院图书馆，湖北武汉，430212） 

1 背景 

随着信息发现可替代方法的出现，以 Google scholar 为代表的搜索引擎正在冲击着图书

馆传统信息服务中心的地位。早在 2005 年 OCLC“用户对图书馆和信息资源的认知”报告就提

供了一个明确的结论：用户已经将搜索引擎作为信息获取的首选[1]。图书馆因此失去越来越多

用户，进而逐步失去信息社会和大数据时代的竞争力。于是，如何适应时代发展，改变传统的

服务方式和手段，为教学科研嵌入主动、深层次的学科化、知识化服务，成为图书馆发展的一

个核心问题。 

教育部 2015年 12月 31 日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中第六章第三十条提出：

“图书馆应不断提高文献服务水平，采用现代化技术改进服务方式，优化服务空间，注重用户

体验，提高馆藏利用率和服务效率。图书馆应积极拓展信息服务领域，提供数字信息服务，嵌

入教学和科研过程，开展学科化服务，根据需求积极探索开展新服务。”[2]此条款对图书馆的

服务内涵作了扩展描述，并明确提到了“学科化服务”这一关键词，可见学科化服务已成为国

内高校图书馆服务工作的重点之一。 

2 关于学科化服务 

学科化服务自 20世纪 90 年代被引入我国，以学科馆员制度为代表的学科化服务在我国图

情界，尤其是在高校图书馆引起了广泛关注。[3]  

2.1 发展历程 

学科化服务，源自国外研究型大学图书馆，是以“学科馆员”为主体的信息服务形式。国

外学科馆员制度建立并得到普遍推广主要出现在二战以后，尤其到 20 世纪 90 年代发展最为

迅速, 目前国外许多大学图书馆的学科馆员制度已经比较成熟。“学科馆员”在国外有多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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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主要有 Subject Specialist(学科专家)、Subject librarian(学科馆员)、Academic Liaison

（学科联络馆员）、Faculty Librarian(院系馆员)、Subject bibliographer (学科书目员)、

Research Support Li-brarian(研究支持馆员)、Subject Reference Librarians(学科咨询馆

员)、Network Librarian(网络馆员)、Reference Librarian(参考咨询馆员)、Special 

Collections(专业文献采访人员)、Collection Managers(专业选书馆员)等，虽称谓不一，但

其要素基本都是以面向学科专业的文献信息服务为主要工作。 

我国则从 1987年开始关注并逐步实施学科化服务与学科馆员制度，至今已经历了 29年的

发展，这中间有两次跨越，第一次是 1998年，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了学科馆员制度，引发了

我国高校图书馆服务理念和实践的一次质的飞跃；第二次是 2006年，国家科学图书馆开展了

面向科研一线的学科化服务，实现了图书馆业务流程和组织模式的深刻变革
[4]
。 

1987年，陈京发表的《建立一支“学科馆员”的专业队伍》[5]第一次将“学科馆员”制度

以文摘的方式在图书情报学的正式刊物上推介给国内图书馆界，这是笔者在 CNKI上对学科服

务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得到的结果，这篇文摘指出，高校图书馆现有的工作机构和人事管理方

法妨碍了图书馆高水平服务的目标实现，提出要建立一支“学科馆员”的专业队伍。而在之

后的十年间，学科化服务在我国仅仅是处于一个漫长的介绍、宣传、酝酿时期。 

1998年，清华大学率先建立学科馆员制度，安排学科馆员对口与院系的“图情教授”建

立联系，开始了由学科馆员与院系图情专家相结合的、面相学科的图书馆服务。之后东南大学

图书馆（1999 年）、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2000年）、北京大学图书馆（2001 年）、武汉大学

图书馆（2001 年）、江苏大学图书馆（2001 年）、南开大学图书馆（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

图书馆（2002 年）、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2003 年）等多个高校图书馆都相继效仿设立了学科

馆员（或学科咨询馆员）制度，由专人负责开展面向特定院系与学科的、有针对性的服务[6]。

直到 2006年，这 8年期间的学科馆员制度被李春旺、李广建等称之为“第一代学科馆员”（基

于传统图书馆的学科馆员制度），主要承担院系联络、馆藏建设、编目、学科咨询、用户教育

等工作[7]。学科馆员依托印刷型文献资源与手工服务方式，致力于建立图书馆与研究机构之间

的学科联络与主动服务机制，初步实现了学科服务与主动服务两大目标。 

2005年，清华大学学科馆员组更名为学科服务组，名称的改变意味着淡化学科馆员的身

份，强化学科化服务的职责。之后，复旦大学、东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不

少高校图书馆陆续推出 “学科服务” 的名片，将学科馆员从一个岗位的认识真正上升到服务。

学者柯平认为，从“学科馆员”到“学科服务”对于图书馆界来说在认识上是一个进步[8]。 

2006年，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推出了第二代学科馆员与学科化服务，以其“融入一线，

组织一线，服务一线；责任绑定，服务绑定，创新绑定，考核绑定”的学科馆员管理原则和服



理论研究：从文献聚合分析看我国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5 / 48 

务模式而受到广泛关注。代表性文献是学者李春旺在《学科化服务模式研究》一文中阐述开展

学科化服务是提高图书馆对科研活动影响力的重要手段，这是继张晓林教授在 2003年撰文定

义的“学科化知识化服务”[9]概念之后，首次明确提出“学科化服务”这一名词。这之后的学

科化服务被李春旺、李广建等称之为“第二代学科馆员”（基于数字图书馆的学科馆员制度）。

随着发展，学科馆员增加了多种新的角色职责：学科信息作者与发布者、信息资源管理者、知

识管理员、研究人员、虚拟交流组织者[10]。 

2008年，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推出了 IC2创新服务模式为品牌的全馆全方位学科化服务体

系，在国内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学科化服务之路。此外，还有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杭州师

范大学图书馆也探索出极具特色的模式，取得良好的实效。至今，已有越来越多的图书馆与图

书馆人投入到学科化服务的实践与研究中。 

2.2 定义与要素 

我国较早对学科化服务进行明确解读的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张晓林，在 2003 年

发表的《构建数字化知识化的信息服务模式》中提出“学科化知识化服务”的概念。2006 年

李春旺将其凝练为“学科化服务”。2008年，初景利教授在《第二代学科馆员与学科化服务》

一文中对学科化服务内容进行了理想描绘，认为学科馆员的服务不仅仅是一种服务，而是站在

用户的角度，从用户的利益和需求出发，调动全馆以及所有可能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融

入用户物理或虚拟社区，以知识服务为手段，为用户构建一个适应其个性化信息需要、适应其

学术交流需要的信息保障环境[11]。 

综合国内相关专家学者对学科化服务的多层面解读及国内学科化服务的实践与总结，廉

立军在《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机制研究》中对学科化服务的定义：学科化服务是以用户需求

（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为中心，以学科建设与发展为导向，以专业化资源建设与服务为手段，

有机融入用户教学科研环境及信息素养提升全过程，为用户构建全方位、立体化、高效能信息

支撑保障环境的一种深层次创新服务模式[12]。 

学科化服务是一种处于不断发展和探索中的服务模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因

素众多，要想做到实处，就需要调动协调所有相关因素，发挥出最优的效益。一般来说，学科

化服务涉及到的要素主要有： 

1) 服务团队。学科馆员是学科化服务的核心。以学科馆员为主体的服务团队是学科化服

务的有效运作、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 

2) 用户研究。学科化服务是以用户为中心，满足用户的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是学科化服

务的根本出发点。因此，用户研究（包括用户需求研究、用户行为研究）是学科化服务的必要

前提。 



理论研究：从文献聚合分析看我国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6 / 48 

3) 管理机制。管理机制是学科化服务的基本保障，通过最优的统筹规划使学科化服务最

大限度发挥作用。 

4) 资源建设。资源建设是学科化服务的基石。只有强有力的学科资源建设的基础，才能

做好学科化服务。 

5) 信息技术。信息技术是开展学科化服务的重要工具，有助于提高学科化服务质量和效

率。 

3 国内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研究现状 

    笔者利用中国知网（CNKI），对国内与学科化服务相关的文献进行了聚合检索、分类整理

和精准筛选，从中得出国内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的现状描述。 

3.1 学术趋势 

借助“CNKI 学术趋势搜索”，分别以“学科化服务”、“学科服务”、“学科馆员”检索词，

检索得到其学术关注度，如图 1-3所示。 

图 1  “学科化服务”相关学术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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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学科服务”相关学术关注度 

 图 3  “学科馆员”相关学术关注度  

由此可见，从 2005年开始，十年内学科化服务的研究热度总体保持着逐年上升趋势。其

中，以“学科化服务”和“学科馆员”为主题的学术关注度在近两年有所减少，而以“学科服

务”为主题的学术关注度仍然持续增加，究其原因，对学科化服务的研究对象逐渐由“学科馆

员”向“学科服务”的转变，并且多以“学科服务”的关键词出现，但学科化服务的研究热度

并未减弱。 

3.2 学术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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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KI对“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这一学科领域的前 4万篇文献进行分组，取前 60个分

组词，排出本学科领域的 303 个学术研究热点，其中，热度排名前 10的主题，见表 1。 

序号 热点主题 主要知识点 
主题所属学科

名称 
热度值↓ 

主要文

献数 

相关国

家课题

数 

主要研

究人员

数 

主要研

究机构

数 

1 

 web2;互

联网;博

客; 

 web2;互联网;博客;图书馆 2;信息服

务;blog;rss;图书馆服务;wiki;知识管

理;创新;用户;知识管理模型;网

站;sns;ajax;网络营销;图书馆;搜索引

擎;盈利模式; 

 图书情报与

数字图书馆;计

算机软件及计

算机应用; 

   206  45  256  145 

2 

 搜索引

擎;信息检

索;google

; 

 搜索引擎;信息检索;google;网页;元

搜索引擎;internet;pagerank;中文搜

索引擎;中文分词;百度;互联网;键词;

个性化服务;网络信息;网络搜索引擎;

网站;关键字;竞价排名;网络信息检索;

发展趋势; 

 图书情报与

数字图书馆;互

联网技术; 

   1146  31  1280  509 

3 

 心理契

约;知识型

员工;人力

资源管理; 

 心理契约;知识型员工;人力资源管理;

心理契约违背;知识员工;员工;员工满

意度;激励;激励机制;战略并购;管理策

略;新员工;激励因素;企业文化;知识经

济时代;员工管理;员工流失;企业文化

建设;构建;劳动关系; 

 企业经济;图

书情报与数字

图书馆; 

   346  14  397  217 

4 

 学科馆员

制度;学科

馆员;高校

图书馆; 

 学科馆员制度;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

大学图书馆;信息服务;“学科馆员”;

图书馆;图书馆员;参考咨询;网络环境

下;服务模式;“学科馆员”制度;学科

馆员制;读者服务;素质;队伍建设;制

度建设;参考馆员;学科化服务;图书馆

服务; 

 图书情报与

数字图书馆; 
   548  2  598  339 

5 

 高校图书

馆;信息服

务;服务创

新; 

 高校图书馆;图书馆;信息服务;网络环

境下;学科馆员制度;信息素质教育;信

息咨询服务;个性化信息服务;图书馆

员;读者服务工作;大学图书馆;知识服

务;读者服务;大学生;管理;信息资源;

业务外包;人力资源管理;社会化服务;

服务创新; 

 图书情报与

数字图书馆; 
   341  25  348  240 

6  公共图书  公共图书馆;图书馆;读者教育;高校图  图书情报与    749  30  690  370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1-620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1-620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1-620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3-85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3-85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3-85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3-85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3-974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3-974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3-974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3-974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3-24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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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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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学科热点 

从表 1可以看：“学科馆员”、“学科馆员制度”的研究热度很高，位列第 4，主要文献量

548篇，主要研究人员 598人、主要研究机构 339个。说明目前国内开展相关研究的机构与人

员范围较大，参与研究的机构多为各高校图书馆，可见国内高校图书馆普遍进行了学科化服务

馆;图书

馆;读者教

育; 

书馆;读者服务;公共图书馆事业;管理;

和谐社会;读者服务工作;弱势群体;公

共图书馆精神;社区图书馆;图书馆服

务;图书馆事业;管理模式;信息服务;图

书馆管理;对策;读者教育工作;特色服

务; 

数字图书馆; 

7 

 高校图书

馆;校园文

化建设;图

书馆; 

 高校图书馆;图书馆;大学生;校园文化

建设;校园文化;创新教育;教育职能;素

质教;素质教育;信息素质教育;大学生

素质教育;作用;开架借阅;信息服务;素

质培;伦理道德教育;措施;对策;建设;

读者服务; 

 图书情报与

数字图书馆; 
   566  26  569  385 

8 

 开放存

取;开放存

取期刊;学

术交流; 

 开放存取;学术交流;开放存取期刊;图

书馆;高校图书馆;出版模式;学术出版;

学术期刊;存取与拥有;机构知识库;学

术信息;版权问题;学术资源;对策;学术

信息交流;电子期刊;开放存取仓储;网

络学术;数字图书馆;影响; 

 图书情报与

数字图书馆; 
   212  9  222  117 

9 

 知识服

务;知识管

理;知识地

图; 

 知识服务;知识管理;图书馆;知识地

图;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图书馆服务;

图书馆员;数字图书馆;服务模式;知识

经济;知识共享;知识创新;个性化服务;

图书馆知识服务;档案信息;信息资源;

知识管理系统;网络环境下;大学图书

馆; 

 图书情报与

数字图书馆; 
   459  21  553  299 

10 

 高校图书

馆;开放;

高校馆; 

 高校图书馆;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读

者服务;信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信息

服务;业务外包;知识服务;社会化服务;

大学生;个性化信息服务;人力资源管

理;网络环境下;信息咨询服务;样本书

库;读者服务工作;个性化服务;校园文

化活动;学术研究; 

 图书情报与

数字图书馆; 
   219  25  198  163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3-115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3-115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3-115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3-115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3-541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3-541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3-541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3-541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3-214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3-214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3-214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3-214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3-1156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3-1156
http://elib.cnki.net/DetailHot/HotView.aspx?subCode=I143-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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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索与实践。在最新的科研数据库中，相关的国家级课题数量较少，仅有 3项结题，另有 3

项在研究中，说明国内图书馆学科化服务还处于探索期，还未形成成熟的模式或机制。 

3.3 文献计量分析 

3.3.1 数据来源 

选取 CNKI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检索条件选择 SU（主题，包含论文的题名、关键

词、摘要），在 1987年至 2015 年的 29年时间范围内，以主题='图书馆'*('学科化服务'+'学

科服务'+'学科馆员')为检索式，在“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学科类别中检索期刊论文，结

果为 4406篇，进一步剔除通知、动态消息等非学术性论文，最终获得 4323 篇有效文献，作为

此次文献分析样本。 

3.3.2 文献数量年度分布 

某一时期某一学术领域文献量的发展变化直接反映了该学科知识总量的变化， 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该学科研究的学术理论水平的和发展速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研究者和实践者

对该领域的重视程度，是衡量科学知识量的重要标准之一[13]。 

年份 1987-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论文量 17 18 46 75 143 167 234 298 367 396 414 533 584 531 500 

表 2  1987—2015 年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研究文献年代分布 

  

 

 

 

 

 

图 4  1987—2015 年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研究文献数量曲线图 

从表 2、图 4可以看出：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国内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方面文献开

始出现，但在 1987年出现第一篇学科服务相关的论文之后的六年论文量均为零，1987年至2001

年，论文总量仅 17篇，这与前文叙述的学科化服务处于十年的宣传酝酿时期相符，从 1998

年开始，我国高校纷纷建立学科馆员制度，论文量也相应的在随后的两年内出现升温； 2003

年、2004 年，每年几十篇，2005年后论文量超过百篇，急剧攀升，2013年发文量达到峰值

584篇，说明 2005年到 2013 年间我国学科化服务的研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2014年、2015

年论文量稍微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高位值，因为近两年学科服务发展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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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不仅仅局限于“学科化服务”字眼。总体而言，进入 21世纪后文

献量开始突飞猛进，每 3年文献数量成倍递增，说明国内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的思想已经深入人

心。 

3.3.3 论文合著情况分析 

论文合著现象是科学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14]。只有充分

认识到科研合作的重要性，才能真正实现资源共享，使论文质量更上一个台阶。论文的合著情

况一般通过合作度和合作率这两项指标进行衡量。合作度是每篇论文的平均著者人数，而合著

率是合著文章数占总论文数的比例。统计范围内的4323篇文献共有作者6374人次，作者合作度

为1.474，即平均每篇文献有1.474个著者参与。美国学者A. J. 洛特卡在20 世纪20 年代率先

提出了描述科学生产率的经验规律——洛特卡定律。它描述的是科学工作者人数与其所著论文

之间的关系: 写N 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约为写一篇论文作者数量的1 /n2，而写一篇论文作者的

数量约占所有作者数量的60% [15]。从表3可以看出，合作完成的论文共1318 篇，合著率为30.52%，

其他69.48%的论文为独著，远远高于洛特卡定律中“写一篇论文的作者约占全体作者的60%”,

说明国内学科化服务研究主要以个人研究为主，核心研究团队尚未形成，合作意识有待加强。 
著者人数 论文数 所占比例% 

1 3000 69.48% 

2 790 18.30% 

3 318 7.36% 

4人以上 210 4.86% 

表 3  1987—2015 年学科化服务相关论文合作率情况 

3.3.4 发文作者分析 

多产作者是指在本学科中造诣较深或者获得科研成果较多的研究学者，研究论文的作者可

以遴选出中国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研究领域的核心人物。 

作者 发文量 作者单位 

  

作者 发文量 作者单位 

郭晶 23 上海交通大学 陈进 8 上海交通大学 

洪跃 14 沈阳师范大学 杨玉全 8 遵义师范学院 

杨志萍 13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杨晓茹 7 解放军医学图书馆 

初景利 11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王艳秀 7 南通大学 

廉立军 11 华北煤炭医学院 安娜 7  西安财经学院 

程瑾 11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李娜 7 天津大学 

廖志江 10 华北煤炭医学院 陈漪红 7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成都分馆 

李丽 10 上海交通大学 张群 7  江南大学 

兰小媛 9 上海交通大学 周频 7 湖州师范学院 

王芳 9 石家庄学院 李莉 7 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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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静 9 北京师范大学 潘卫 7 上海交通大学 

王彩虹 9 湖北师范学院 王艳秀 7 南通大学 

袁红军 9 郑州师范学院 陈远方 7 湖州师范学院 

钟永恒 8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   张冬荣 7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杨彦春 8 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李萍 7 湖北工程大学 

表4  1987—2015年学科化服务高发文作者统计 

从表4可以看出，发文量在10篇以上的有8人，7篇以上的作者有22人，多产作者中，上海

交通大学的郭晶发文量为23篇，发文量遥遥领先，在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研究中做了大量卓有成

效的工作， 进行广泛的相关研究， 是该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初

景利和杨志萍等，都在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研究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创新，发表了很多具有参

考价值的文章。这些多产作者主要来自高校图书馆以及科研院所图书馆，说明国内高校对学科

化服务的研究开展十分广泛活跃，高校图书馆在学科化服务研究方面占有绝对领先的地位， 是

国内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研究的核心力量。 

3.3.5 发文机构分析 

机构 发文量 地区 

  

机构 发文量 地区 

解放军医学图书馆 57 北京  湖南商学院 23 湖南 

上海交通大学 54 上海 南开大学 22 天津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50 北京  清华大学 21 北京 

武汉大学 47 湖北 安徽大学 21 安徽 

华南师范大学 44 广东  河北联合大学 21 河北 

沈阳师范大学 41 辽宁 南京大学 21 江苏 

北京师范大学 30 北京 石家庄学院 21 河北 

南通大学 28 江苏 北京大学 20 北京 

吉林大学 27 吉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 广西 

河南大学 26 河南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 内蒙古 

首都师范大学 26 北京       

表5  1987—2015年学科化服务发文20篇以上机构统计 

表5显示了我国学科化服务发文量在20篇以上的机构，发文量前三位的为解放军医学图书

馆57篇、上海交通大学54篇、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50篇，发文量均在50篇以上，武汉大

学、华南师范大学和沈阳师范大学发文量也均在40多篇，以上这些高发文机构都是学科化服务

实践与研究较活跃的单位，他们已经形成了学科化服务研究的热潮并以“学科化服务”为研究

对象汇聚了一大批的研究者和探索者，也为致力于学科化服务的后起馆提供了可借鉴的操作模

式。从地区来看，分布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发达省市的机构发文量较多，说明学科化

服务与城市科技化和发展程度有一定联系。 

3.3.6 高载文期刊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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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期刊名称 发文数量/篇 序号 期刊名称 发文数量/篇 

1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331 14 科技信息 70 

2 ★图书情报工作 199 15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65 

3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165 16 ★图书馆杂志 63 

4 ★图书馆学研究 162 17 ★图书馆论坛 62 

5 图书馆学刊 145 18 高校图书馆工作 55 

6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145 19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 52 

7 ★现代情报 131 20 江西图书馆学刊 52 

8 情报探索 115 21 ★情报资料工作 48 

9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97 22 ★大学图书馆学报 48 

10 河南图书馆学刊 80 23 新世纪图书馆 44 

11 ★图书馆建设 75 24 ★图书馆 40 

12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75 25 晋图学刊 40 

13 ★医学信息学杂志 71       

表6  1987—2015年学科化服务高载文期刊统计（带★的为核心期刊） 

研究文献的期刊分布，有助于了解相关文献的主要情报源，统计范围内的4323篇文献来源

于701种期刊，表6显示了我国学科化服务高载文（载文40篇以上的）期刊25种。其中图书情报

类期刊22种，其他3种，说明在学科服务的研究中，主要的研究者为图书情报界学者；核心期

刊13种，占比52%；以上25种期刊共载文2430篇，占总文献量的56.21%，是高校图书馆学科化

服务研究的主要情报源，可以作为今后该领域研究者的主要参考刊物。 

3.3.7 高频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文章研究主题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是文章的核心与精髓，因此，高频词关键

词常用来确定一个研究领域的主要内容及热点问题[16]。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学科馆员 2070 15 学科建设 74 

2 高校图书馆 1581 16 个性化服务 71 

3 学科服务 795 17 嵌入式服务 70 

4 图书馆 760 18 信息共享空间 68 

5 学科化服务 428 19 高职院校 65 

6 学科馆员制度 331 20 服务创新 64 

7 信息服务 293 21 参考咨询 60 

8 知识服务 179 22 高校 60 

9 服务模式 167 23 制度 60 

10 大学图书馆 127 24 图书馆服务 58 

11 医院图书馆 84 25 网络环境 57 

12 服务 81 26 创新 54 

13 嵌入式学科服务 78 27 数字图书馆 50 

14 读者服务 78     

表 7  1987—2015 年学科化服务文献高频关键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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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范围内的 4323篇文献共出现 3773 个关键词，总词频为 16164次。表 7显示了我国学

科化服务文献高频（出现频次 50次以上的）关键词共 27个。可以看出，高居榜首的是“学科

馆员”，说明我国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以学科馆员为核心，同时印证了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

务由学科馆员制度发展而来；“高校图书馆”和“图书馆”的频次也较高，说明我国学科化服

务的研究力量主要还是集中在高校，其他公共图书馆等机构对学科化服务的关注程度并不高；

出现频次较高的还有“信息服务”、“知识服务”、“嵌入式学科服务”、“信息共享空间”等，这

些已成为我国学科化服务研究领域重点关注对象；同时，在学科化服务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

开始注重服务实践与创新，尤其是在新信息技术不断更新的环境下，非常重视信息技术的应用。 

3.4 研究内容 

学科化服务涉及多部门的协调和多方面的工作，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图书馆学科化

服务的研究内容呈多元性特征，通过积极借鉴其他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推动了学科化服

务的全面发展。 

学科化服务的理论研究，广泛涉及服务体系、学科资源建设、服务互动合作理念等。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陈进提出整个学科服务体系应当包含如下要义:①先进的服务思

想;②高素质的服务队伍;③优良的服务资源与工具;④形式多样的服务方式;⑤互动的服务环

境或平台[17]。潘幼乔等依据用户的需求程度和学科服务需要融入的馆员智力劳动的多少，提出

构建“基础学科服务—常规学科服务—深层学科服务—拓展学科服务”四级学科服务体系：①

以宣传推广图书馆现有资源、征求读者意见等为代表的基础性学科服务( 所有馆员均可完成)；

②以了解学科信息需求、通报和推荐图书馆的最新资源、开办检索课程培训等为代表的常规性

学科服务( 兼职学科馆员均可完成)；③以课题查新、参加对口院系组织的有关学术活动、了

解学科进展、编写学科参考资料、协助学术带头人申请和完成课题等为代表的深层学科服务

( 专职学科馆员参与完成)；④以协助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对口服务地区政府、企业、居民等

为代表的拓展学科服务( 学科服务团队参与完成) [18]。万文娟则从主体层、资源层、管理层、

应用层 4个层面来构建学科服务体系：①主体层由学科馆员、学科服务团队构成，为学科服

务体系的运行提供主观能动力；②资源层包括资源收割、资源筛选、资源保存；③管理层包括

用户管理、资源管理、统计管理，是对学科服务各要素进行科学有效的宏观管理，促进学科服

务体系的良性运转的管理集合；④应用层主要包括异构资源统一检索系统、数字参考咨询系统、

个性化服务系统，是提供一个直接与用户交互的平台，由分布式的服务终端组成，用户通过终

端提出学科服务需求，获得学科服务结果，或者学科馆员根据用户定制需求主动提供个性化服

务，从而实现系统与外界的交流
[19]
。周佳骏提出一种多层次知识分享的立体式学科咨询体系，

构建相应的 WEB2.0 社区知识讨论平台，利用平台的互动性分享、传播和创造知识，为高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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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科研实践活动提供更好的服务[20]。刘菊霞以图书馆学五定律为纲领，把成本效益观念根植

于流程再造全过程，提出构建一站式获取信息资源及其一条龙服务的信息服务新体系：按照文

献信息资源的分类或学科属性选择、采集、组织、分配和管理信息资源；根据本校的学科设置

设立多个实体与虚拟相结合的一体化学科信息服务区，辅以学科馆员提供一条龙、全方位、立

体化的信息服务[21]。以上研究者从学科化服务的构成要素、服务内容、运行机制、应用平台等

不同角度来构建学科化服务的体系，以期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学科化服务的作用，为用户与信

息资源之间搭建一条最便捷最适合的信息通道。 

在学科资源建设方面，钟建法等提出学科资源建设与学科服务一体化发展是学科馆员制度

的发展方向。史丽香曾调查实行学科馆员制度的 15所“985 工程”高校，发现国内高校图书

馆资源建设学科化的三种模式：“主导式”、“传递式”和“参与式”，其中，“参与式”模式应

该是目前条件下最好的选择。高校图书馆应该结合本校和本馆情况，选择合适的资源建设学科

化模式，并采用恰当的实施策略，才能促进本校的资源建设，使资源建设更好地为学科建设服

务[22]。胡琳等分析学科馆员职责定位上的失误是导致我国的学科馆员制度长期以来一直徘徊在

低层次水平，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原因，指出馆藏资源建设是学科馆员制度的核心[23]。

韩立栋提出了构建“资源建设采访员—学科馆员—资源荐购教授”三者协作的资源建设学科化

服务模式,深入探讨了学科馆员服务资源建设的体制创新、团队建设、服务机制和角色定位等

[24]。 

学科服务互动合作理念，由范爱红等提出，强调学科服务的双向互动性,把读者的参与和

组织机构之间的合作纳入到学科服务范畴之中。图书馆与学科馆员的单边力量有限,"互动式、

合作化"将是学科服务深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学科服务理论的重要发展
[25]
。袁红军提出了构建一

个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协同创新模型，该模型基于学科服务协同内外环境及其服务过程,通过

学科服务协同创新平台将各个创新主体要素进行系统整合、互动、优化,在整合层次与优化层

次的不同位置,形成一个从沟通—协调—合作 3个阶段的互动过程,进一步提升高校图书馆学

科服务协同创新绩效[26]。此外，“嵌入式学科服务”的代表观念如：刘颖和黄传惠认为，嵌入

式学科服务是以用户为中心，以有机融入用户物理空间或虚拟空间、为用户构建一个适应其个

性化信息需求的信息保障环境为目标，主要以学科为单元提供集约化的深入信息服务，以及以

此为基础的机构重组、资源组织、服务设计、系统构架等的全新运行机制[27]。国家科学图书馆

张晓林馆长在 2012年学科馆员服务学术研讨会上进一步提出以“user-based；覆盖知识能力；

嵌入教学科研过程；what you need”为要义的学科馆员服务 3.0，要求学科馆员嵌入用户教

学和科研过程而不仅仅是融入一线，全方位满足用户在科研立项、中期和审查不同阶段或者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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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转化等不同方面的需求，为科技创新和科技决策提供个性化的服务，用户需求彻底变为服务

的出发点。 

理论研究的繁荣为学科化服务的发展提供了有益指导，但在实践探索方面还相对欠缺，具

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学科化服务实证研究成果较少。国内学科化服务的实践探索，主要在学科导

航、学科信息门户网站、学科馆员网页、学科数据库、学科知识服务平台等方面的应用。而学

科化服务在实践中存在的难点，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初景利在《我国图书馆学科服务的难点

与突破》一文中，有较为系统的总结，主要体现在学科服务的规划与设计、确立学科服务的基

点、学科馆员的角色、学科服务的系统性和协调性、学科服务考核方法等。为此，要寻求对这

些难点的突破，应加强学科馆员团队建设，循序渐进开展学科化服务工作，争取其他部门的积

极配合，融入一线，加强以用户满意度为中心的效果考核。 

在当今的形势下，图书馆必须全力支持学科化服务，推动服务创新，将图书馆的发展置于

解决用户的需求之中。学科化服务再艰难，都要去寻求突破，探索在新环境下持续发展的道路，

要不断总结学科服务中的问题和难点，继而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解决之道，将学科服务不断引

向深入。 

4 国内民办/独立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的研究现状 

民/独高校与体制内高校在办学方向、培养目标、教学组织、科研要求等多方面都有诸多

不同，特别是在大多数民/独高校都面临转型发展、由综合型大学向应用型大学转变的时候，

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等都已经或正在发生变化，对图书馆的需求也必然发生变化。在这种

形势下，民/独办高校图书馆如何应对，如何根据学校发展需要开展有效的学科化服务，成为

各民/独办高校图书馆正在积极思考的问题。 

作为民办高校图书馆馆员，笔者对民办高校图书馆在学科化服务研究与实施等方面的情况

亦给予了特别关注，并做了一些文献调研与分析。在 CNKI 上 2006～2015年间，以 SU='图书

馆'*('学科化服务'+'学科服务'+'学科馆员') *( '独立学院'+'民办')为检索式，在“图书情

报与数字图书馆”学科类别中检索期刊论文，只得到文献 27 篇，可见，对民办/独立高校图书

馆来说，学科化服务的研究依然处于初级阶段，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近几年，民办/独立高校

图书馆的学科化服务正在实现零的突破，逐渐开始关注。 

目前民办高校图书馆开展学科化服务还不具备优势，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馆藏文献资源保障不足，文献资源是服务的保障，特别是学科资源，是学科化服务

的基础，而民办高校图书馆发展时间较短，馆藏文献资源不论在数量上、品种上，还是质量上

都普遍存在保障不力的情况，因而在满足教师教学科研的文献需求中显得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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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民办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的层次大多仍停留在院系联络、参考咨询服务、资源采选、

用户培训等初级阶段，有一部分学校开展了论文代查代检、科技查新等服务，只有极个别学校

开展了学科导航、课题跟踪等服务，这说明民办高校图书馆缺乏提供更深层次、更有针对性的

学科化服务的能力。 

再者是馆员素质参差不齐，民办高校起步晚，初期聘请的大多是退休的馆员和非图情专业

的工作人员，应对专业学科知识的能力较弱。并且，在大部分民办高校图书馆，学科联系人一

般都采用的兼职形式，没有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如何充分发挥学科馆员的潜能，调动工作积

极性，提升学科服务质量，是我们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学科馆员制度的完善，馆员自身素质和

能力的提升（包括职业培训和自我学习），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5 结语 

学科化服务源于国外，进入中国经历了漫长的酝酿后，在国内图书馆界掀起了研究热潮，

尤其是在近十年来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从建立学科馆员制度，到服务内容和模式的转变，学科

化服务逐渐演变成图书馆推出的一种以用户信息需求为中心的个性化信息服务模式，是图书馆

提高读者服务质量、深化读者服务的强有力手段和趋势。但我国学科化服务还处于发展阶段，

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欠缺，相关制度也不够完善，尤其是民独高校仍处于起步阶段，与国

内重点高校相比，都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也正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重点高校的学科服务案例

给了我们借鉴，我们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充分考虑本校的学科建设，学校教学和科研重点，

发挥本馆优势，切实提升图书馆学科化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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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办/独立高校图书馆开展学科服务情况统计 

卢凌（武汉东湖学院图书馆，湖北武汉，430212） 

2016 年 9 月，笔者通过访问我国 734 所民办高校/独立学院的图书馆网站，调研各网站上所体现的学科服务开展情况，最终共有 21 所民办高校

/独立学院的图书馆在网站上设有“学科服务”相关的栏目，见表 1。 

表 1：我国民办/独立高校图书馆网站设置“学科服务”栏目情况统计 

序号 学校名称 所在地 
办学

层次 
学科服务名称 服务范围 

服务模式 网站栏目设置 
是否提供 

学科导航 
专/兼职 是否对口 一级名称 二级名称 

1 天津理工大学中环信息学院 天津市 本科 学科服务 全校读者 - - 学科服务   否 

2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 天津市 本科 
学科服务/ 

贴身服务 
全校教职工 兼职 - 信息服务 学科服务 否 

3 河北传媒学院 石家庄市 本科 
学科服务/ 

学科馆员 
所有教学单位 - 是 咨询 学科服务 否 

4 华北理工大学冀唐学院 唐山市 本科 学科服务 无 - - 学科服务   否 

5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大连市 本科 
系部联络员/ 

学科馆员 

5 系及基础教学部（共 9系 3

院 1部，不含基础教学部） 
兼职 是     否 

6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 长春市 本科 学科联系人 12系（共 14系 6部） 兼职 是 信息咨询 学科联系人 CALIS学科导航 

7 吉林建筑大学城建学院 长春市 本科 兼职学科馆员 全部学院及课部 兼职 是 读者服务 
图书馆兼职

学科馆员 
无法打开 

8 长春建筑学院 长春市 本科 学科馆员 无 - - 读者服务 学科馆员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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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所在地 
办学

层次 
学科服务名称 服务范围 

服务模式 
网站 

栏目设置 是否提供 

学科导航 
专/兼职 是否对口 一级名称 二级名称 

9 吉林动画学院 长春市 本科 学科馆员 7 院（共 14 院 2部） - 是 读者服务 学科馆员 否 

10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上海市 本科 学科服务馆员 全校各学院及职能部门 兼职 是 学科服务   否 

11 三江学院 南京市 本科 学科馆员 
院系、基础教学单位、科研团

队、教师 
兼职 是 读者服务 学科馆员 CALIS学科导航 

12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绍兴市 本科 
学科服务/ 

学科联系馆员服务 
8 院（9院 3部） 兼职 是 读者服务 学科服务 否 

13 江西科技学院 南昌市 本科 学科服务 全校教师、科研人员 兼职 否 
信息服务

平台 
学科服务 否 

14 齐鲁理工学院 济南市 本科 学科服务 8 院（9院 2部） 兼职 是 服务 学科服务 否 

15 郑州财经学院 郑州市 本科 
学科服务/ 

学科馆员 
  兼职 是 服务导航 学科服务 自建 

16 武汉东湖学院 武汉市 本科 
学科服务/ 

学科联系人 
全校教职工 兼职 是 服务 学科服务 否 

17 武昌理工学院 武汉市 本科 学科咨询馆员 各学院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 兼职 是     否 

18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武汉市 本科 
学科服务/ 

学科馆员服务 
所有院系、课部 兼职 是 服务 学科服务 否 

19 武汉科技职业学院 武汉市 专科 

学科服务/ 

学科馆员制度/ 

学科信息服务 

全校各院系 - 否 读者服务 学科服务 否 

20 三亚学院 三亚市 本科 
学科服务/ 

参考咨询体系 
13院（共 16院） 兼职 是 读者服务 学科服务 CALIS学科导航 

21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绵阳市 本科 学科联络员 3 系（5院 1教学中心） 兼职 是 读者服务 学科馆员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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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看到，21 所高校来自全国 14 个地区，覆盖面较广，绝大多数学科服务以“兼职-对口”的服务模式开展，服务对象主要为各院系教师。

其中，三江学院通过学科馆员与“图情教授”互相配合的方式开展学科服务（图情教授一般指热心图书馆事业、全面了解本学院（系、学科）研究

工作的现状及发展方向的资深教师）。通过网站上栏目设置情况，除了河北传媒学院将学科服务归类在咨询版块，其他图书馆均将学科服务归类于读

者/信息服务版块。可能受制于技术或专业水平，只有 4 所图书馆开展了学科导航服务。 

通过查看 21 所高校图书馆网站中的“学科服务”栏目，可以看到各馆开展学科服务的情况，具体见表 2。 

表 2：我国民办/独立高校图书馆开展学科服务情况统计 

序号 学校名称 

服务内容 

个性化 

参考 

咨询 

资料

检索/

代查

代检 

定题

服务 

推送

资源 

参与

馆藏

建设 

需求

调研 

信息

利用

培训 

书刊

荐购 

文献

传递 

馆际

互借 

查收

查引/

查新

代理 

编写

相关

学科

参考

资料 

图书

到期

提醒 

预约

借书 

拷传

光盘/

音像

资料 

简易 

还书

箱 

独立

空间

预约

使用 

1 
天津理工大学中环信息

学院 
                有 有               

2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3 河北传媒学院 有 有   有     有   有                 

4 华北理工大学冀唐学院                                   

5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有 有                               

6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

学院   
                

  
              

7 吉林建筑大学城建学院                                   

8 长春建筑学院 有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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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服务内容 

个性化 

参考 

咨询 

资料

检索/

代查

代检 

定题

服务 

推送

资源 

参与

馆藏

建设 

需求

调研 

信息

利用

培训 

书刊

荐购 

文献

传递 

馆际

互借 

查收

查引/

查新

代理 

编写

相关

学科

参考

资料 

图书

到期

提醒 

预约

借书 

拷传

光盘/

音像

资料 

简易 

还书

箱 

独立

空间

预约

使用 

9 吉林动画学院                           
    

10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有 有   有     有             
    

11 三江学院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2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3 江西科技学院   有                       
    

14 齐鲁理工学院   有                       
    

15 郑州财经学院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6 武汉东湖学院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7 武昌理工学院 有 有   有 有                         

18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9 武汉科技职业学院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20 三亚学院 有                                 

21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合计 12 15 6 9 7 5 8 3 5 2 2 1 2 1 1 1 2 

 

从表 2 中的 21 所民办高校/独立学院图书馆学科服务内容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到，50%以上的图书馆均开展了个性化参考咨询及资料检索/代查

代检服务。30%左右的图书馆开展了较深层次的资源推送、信息利用培训、参与馆藏建设、定题服务、教师需求调研及文献传递服务。少数图书馆

还依据学校实际情况推出了个性化服务，如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开展了预约借书、拷贝/传递光盘/音像资料、设置简易还书箱等服务，郑州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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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提供自己编写的相关学科参考资料等。 

目前，民办高校/独立学院中开展学科服务的图书馆所占比例非常少，由于院校教师的科研水平、馆员自身专业素养等因素，已经开展的学科服

务多数停留在基础服务层面，开展较深层次学科服务的图书馆只有约三分之一。但是有些图书馆依据学校实际情况开展了一些特色学科服务，相信

随着民办高校/独立学院的发展，图书馆学科服务也会愈加深入，并摸索出适用于自身院校的特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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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精选（一） 

▲▲▲民办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的探索与实践 

——以武汉东湖学院图书馆为例 

陈玉婷，朱天秀（武汉东湖学院图书馆，湖北武汉，430212） 

摘要：本文介绍了武汉东湖学院图书馆探索性实施学科化服务的概况，并结合实际操作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分析、研究、提出解决的思路与方法。同时，期待通过平台交流，得到兄弟

院校图书馆同行的意见与建议，以此改善与提升学科化服务的效率。 

学科化服务是一种新型的图书馆服务，是一项开拓性的主动参与式的创新服务。随着图书

馆学科馆员制度引入国内，学科化服务成为图书馆读者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提供更加科

学化、特色化的服务，构建合理的文献资源体系，提高文献延伸服务的水平，构建起学院、读

者与图书馆之间信息沟通的桥梁，为学校教学科研提供强有力的文献资源保障，武汉东湖学院

图书馆于 2011 年起开始探索性实施学科化服务，并将工作的起点放在了建立学科联系人制度

上。 

1 我馆探索性实施学科化服务的历程 

1.1 学科化服务之雏形 

2011年，武汉东湖学院图书馆尝试在现有人力资源的基础上，将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和电

子信息工程学院作为试点学院开展基本的学科化服务。挑选具备相关专业背景的业务骨干，与

学院建立初步联系，了解学院在教学资源方面的需求，并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不断摸索，明确

服务的内容并与学院老师保持互动，形成了我馆学科联系人制度的雏形，在总结试点学院学科

联系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为提升服务层次与服务效率，我馆开始酝酿成立学科服务小组。 

1.2 从学科联系人到学科服务小组 

武汉东湖学院图书馆学科服务工作由馆长领导、主管信息咨询服务的副馆长主抓具体业务

工作。在学科联系人工作模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我馆于 2012年初成立学科化服务小组，

从馆内选拔了 10名具有硕士学位或中级职称的馆员或业务骨干，组成兼职工作小组，每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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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负责 1—2 个学院的学科服务工作，同时，保证每个学院至少有 1名学科联系人与该院的院

长及教师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与沟通。学科服务小组成员来自于馆内各部门，他们承担的馆内一

般业务工作归属于各行政业务部门，学科服务工作则挂靠于信息部。学科服务小组一般有“一

对一”和“多对一”及“一对多”的工作模式，或者一名学科联系人服务于一个院系，或者一

个小组的学科联系人服务于一个院系，或者一名学科联系人服务于多个院系，可根据院系需求，

灵活安排。学科联系人在前期都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从学习学科化服务的相关知识、了解业

界动态到熟悉各对口学院和专业的相关情况，更需要了解本馆已收藏及能提供的与对口学院相

关的文献信息资源。此外，各学科联系人还需主动与学院建立联系，了解学院的教学科研需求

并收集反馈意见等等。在为学校主要学科院系建立规范性的学科小组及学科联系人服务制度的

基础上，我馆还将国际教育学院、协同创新中心、继续教育学院、思政课部、基础课部、行政

管理部门等纳入学科服务范围，由此，学科服务小组的服务院系由 10个增加到 15个，学科联

系人也由 10 人增加到 14人。2014年，我馆又根据学院的学科专业设置，将学科联系人调整

为文科组和理科组，两个小组各设组长一名，宜于梳理不同学科对信息资源的侧重需求，以便

为学院提供性更加有针对性更加深入的学科信息服务。 

1.3 学科服务小组成员的学习及自我提升 

为了更好地开展学科服务，学科联系人在探索完善服务项目的过程中需不断学习与进步，

为此，我馆规定，邀请校外图书馆专家为学校教师作的每场讲座，学科服务小组成员必须全员

参加，并要求他们比学院教师掌握更多、更深、更专业的文献信息资源检索方法与技巧，以便

能熟练地开展学科服务。此外，我馆还经常在馆内举办重点针对学科服务小组成员的关于文献

传递服务和读秀、知网等数据库使用方法等类型的培训。并且开展了以学科服务为主题的业务

技能比赛，比赛以中国知网作为检索平台，以各相关学院教师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为方向，进

行切合参考论文的检索，以检准率和检全率作为标准进行评判。这种“实战”式的比赛不仅提

升了学科联系人的信息检索能力，也促使他们深入了解各学院的科研情况，以便更好地开展深

层次学科服务。此外，我馆还组织学科联系人到兄弟院校图书馆参观、学习、取经，回来后召

开分享会，交流学到的经验和自己在学科服务工作中的心得、体会，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我馆鼓励学科服务小组成员在本职工作之余，积极开展科研，不断了解和学习新知识、新

动向，不断思考、钻研，探寻创新学科服务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并以专业论文的形式写出来、

以申请课题的方式做出来。近 6年来，我馆发表专业论文 34 篇，完成湖北省高校图工委科研

基金项目 1项，成功申报湖北省高校图工委科研基金项目 1 项、湖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计

划指导性项目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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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馆学科化服务的内容及效果 

2.1 馆领导及学科联系人走访学院 

2012年起，学科联系人开始走访学院，并逐步增加了走访频次,与学院的教师们进行面对

面交流，推荐馆藏资源,了解教师需求。2015 年起，我馆将走访学院提升了一个档次，由馆领

导带队，与学科服务小组一起走访对口学院，与该学院的院长、教研室主任、专业课教师见面、

座谈。馆领导与学科服务小组成员带着《图书馆为教师读者提供的服务》及《馆藏资源一览表》

等相关资料，向教师宣传、介绍图书馆服务及馆藏资源，并根据走访学院的需求，邀请相关数

据库供应商代表现场进行数据库使用培训。同时，还提供走访学院相关学科专业的图书征订目

录请老师勾选、发放调查问卷表，以便收集整理教师的信息，分析总结走访学院教师的专业需

求、为有需要的老师开通馆藏数字资源的远程访问功能。从 2016年起，我馆还将走访学院与

馆藏资源推送工作结合在一起，将与走访学院学科专业相关、且教师可能需要的专业期刊与图

书带到学院，座谈会后现场办理书刊借阅手续，以求最大限度地“为书找人”及“为人找书”。 

2.2 学科咨询与服务 

我馆在主页上设有学科服务专栏，公布了各学科服务小组及联系人的联系方式和其负责的

对口学院名单及联系方式，教师如果有关于图书馆资源和服务方面的疑问，都可以及时和学科

联系人联系，寻求解决的方法。学科联系人总是及时推送各种数据库和 CALIS、CASHL的优惠

信息，对教师提供图书到期提醒服务，解决远程访问数字资源的问题，代办论文查收查引。我

馆还采取现场服务模式，针对有需求的学校教职工举办馆藏期刊推介活动，由各学科联系人挑

选出本学科的专业期刊、学报，按照学科分类整理提供纸质期刊，与学院联系好后将挑选出的

期刊运送至学院会议室，该院教职工可根据自身需求现场借阅期刊，也可向图书馆推荐订购期

刊。该活动主要是让广大教师更好地了解并利用我馆期刊资源，同时也使图书馆更深一步了解

读者需求，为学校教学、科研和业务学习提供更周到的服务。 

2.3 资源建设、管理与开发服务[2] 

在纸质文献建设方面，我馆非常重视教师的专业意见，主要体现在：向教师推送最新的图

书出版物目录，根据他们的圈选进行采购；邀请教师参加图书现场采购；征询学校专业课程的

教学辅导书目，每学期 1次，等等。2015年我馆举办了“我的阅读我做主”的图书荐购现采

活动，邀请了各个学院的教师到我馆电子阅览室上网勾选我馆及书商提供的书目，这种在校内

开展的不受时间限制的网上选书方式得到了许多教师的关注与参与。此外，在教学科研方面，

教师更多需求的是数字资源，我馆除了提供中国知网、万方、读秀等数据库之外，还加入了

CALIS、CASHL、NSTL等国家文献保障系统，通过开通 IP访问、文献传递等方式利用全国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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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资源来满足我校教师的个性化需求。同时，我馆积极开通各类试用数据库，尤其是中经网、

EPS、北大法意、北大法宝等专业数据库，将试用信息推送给相关专业老师，并收集反馈意见，

作为我馆采购数据库的参考依据。另外，我馆正在收集各种开放存取的资源，以补充外文文献

馆藏不足之缺。 

2.4 开展用户培训 

为了解决教师教学科研中利用文献时遇到的问题，我馆每年都会邀请校外图书馆专家来为

教师举办专题学术讲座，如：“掌握科技文献 助力科学研究”、“实例讲解常用中文数据库使用

方法与技巧”、“泛在环境下的个人科研知识管理——打造属于您的个人知识库”，等等。不仅

如此，学科联系人在日常工作中还经常为对口学院老师提供一对一的培训，内容包括图书馆资

源、服务和数据库使用方法等，还为老师们推荐一些实用工具，比如一站式资源发现与获取工

具（Google、Google scolar、百度等）；异构数据库统一检索（CALIS统一检索和商用跨库检

索等）；国外一站式资源发现与获取系统（Primo、Encor、Aquabrowser）等等。为了更好地为

教师服务，我馆学科联系人经常参加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和读秀学术搜索、CALIS、CAHSL、

CADAL文献传递培训课程的学习，平时注意了解与对口学院相关的试用数据库，不明白的地方

还会请教数据库商，做这些工作不仅可以为单独培训做准备，解决教师疑问，同时也能达到提

高学科联系人专业素养的目的。 

2.5 “嵌入式”学科服务 

从 2014 年起，我馆开始尝试将一直开设的“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课程“嵌入”到教师

的专业教学课堂之中，谓之“嵌入式学科服务”。我馆学科联系人在文法学院老师的“司法鉴

定”专业课中，为该学院 2011 级的学生“嵌入”了 2个课时的“司法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

讲座，有针对性地为学生讲授相关专业文献的查找方法与技巧，帮助学生提升信息素养。这次

“嵌入式”的第一堂课其实也是一次试点课，具有开创的意义，从课后学生的反应来看，给予

赞同或肯定的占绝大多数，可见试点教学是成功的。2015年，我们又根据电信学院老师的建

议，为 2012 级通信工程的学生“嵌入”了“如何为撰写毕业论文检索与利用文献资源”的讲

座，结合大三（下）学生即将面临撰写毕业论文的需求，讲授了文献检索方法及其利用、毕业

论文写作注意事项、论文查重等三个部分的内容，不仅解决了学生在论文选题、撰写及查重中

遇到的实际问题，也为图书馆的专业馆藏做了一次很好的宣传。2016年，我们将嵌入式教学

带到经济学院的老师课堂上，并且将相关课程的专业图书也带到了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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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课堂教学是图书馆开展学科服务的一种新方式，它将图书馆的资源与学生专业

课程紧密结合，针对学生的迫切需求，为学生提供了个性化的服务，带给学生更大的学习兴趣，

将服务深入到了学校的学科建设、教学科研中。 

 

3 我馆学科化服务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3.1 学科联系人制度有待健全 

学科联系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与学科服务内容和模式、岗位设置和工

作人员素质技能密切相关，需要学科联系人在工作中总结经验，不断探索创新，逐步完善。我

馆学科服务小组自 2012年初成立至今已有 4年多的时间，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工作目标，但是

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的、完整的制度为学科联系人的工作指明方向、提高工作效率。因此我们认

为，当务之急是制定出适合我馆馆情的学科服务工作制度或指南。制度的建立要讲究实效，定

期或不定期评估实践的效果[3]，如建立培训制度和日常交流制度，要明确职责范围，还要注重

加强学科联系人自身建设、增强他们的敬业精神，提高服务水平[4]，逐步建立具有高素质、高

质量的服务团队，使学科联系人制度真正落到实处，为学校的教学及科研工作提供高质量的服

务。 

3.2 学科联系人兼职工作模式需要优化 

目前我馆的学科联系人都是以兼职的模式开展学科服务工作，且都是各个部门的业务骨干，

不仅要保证完成所在部门的日常工作，还要投入精力开展学科服务，而随着学科服务工作的深

入开展，学科联系人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做兼职的工作，本职工作与兼职工作之间不

可避免的存在冲突，必然会影响到服务的效率与质量。此外，目前我馆将涉及到对口学院的学

科服务工作都分摊到各个学科联系人身上，是想达到责任明确、各司其职的目的，但这样的工

作模式也有弊端，导致学科服务工作太过于分散，虽有学科小组，但因召集人自己也负有联系

对口学院之责，有时往往难以集中处理一些工作难点或难题，从而影响了我馆学科服务的水平，

降低了服务的效率。 

对此问题，我们认为，我馆可借鉴其他学校的经验，在综合考虑学科背景、信息素养能力

的高低、工作需求和个人意愿的前提下，将学科联系人分为咨询型学科联系人和服务型学科联

系人两种类型，咨询型学科联系人主要负责回复教师的一般性咨询、提供稍浅层次的服务，服

务型学科联系人则主要负责用户培训和“嵌入式”学科服务，如此一来，学科服务工作就不至

于分得太散，有了相对的集中，既能保证图书馆日常工作正常进行，又可以科学合理地深入开

展学科服务工作，适当解决学科联系人时间有限，精力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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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学科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建设有待加强 

信息资源建设是学科化服务的基础，只有做好学科信息资源的开放与建设，才能拓展信息

资源利用中的各种相关问题等深层次服务。我校正处在向应用型大学转型的过程中，我馆现有

的馆藏结构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学校学科建设、专业建设的需求，学科联系人需要在为用户寻找

资源的过程中，建立用户档案，逐步实现为资源找用户，从而加强用户与信息资源的深度联系，

从梳理与展示学科信息资源到由点及面的建设适应学校需求的学科信息资源，真正为学校的教

学科研提供专业化的信息保障服务。 

4 小结 

从学科小组成立前的筹备与部署，到初次与各学院领导面对面交流，再到多元化学科服务

内容及嵌入式学科服务的开展，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我馆学科服务的层次得到了不断的提升，

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逐渐让教师们加深了对学科服务的印象，并得到他们的认可。尽管我馆学

科服务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我们的态度一直都是正视问题、接受意见、积极应对、向外学习、

寻求解决，同时不断探索与思考，以期找到适合本馆的学科化服务发展道路，创建特色品牌，

扩大影响力，最终改善与提升图书馆服务、增强图书馆核心竞争力，使图书馆在学校的发展建

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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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精选（二） 

学科服务设计与实践的微创新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发展历程 

赵 敏 于 静(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北京 100875) 

摘 要：“微创新” 理念的实质是用户需求导向的创新，这一理念与学科服务发展的理念有异

曲同工之妙。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在启动新一轮的学科服务过程中，通过对学科服务的格局、 

模式和过程设计的微创新; 通过开展全程跟踪式的学科资源支持、 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 高

端课题咨询等微创新服务; 通过对技术平台应用以及营销推广方式的微创新，优化用户服务体

验，快速的推动学科服务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 学科服务 微创新 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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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 Innovation Exploring on the Designing and Practicing of Subject Services 

—the Related Experience with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Zhao Min Yu Jing( Libra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the " micro innovation" philosophy is best reflected by the user－oriented 

innovation experience  which is the same with subject service． The third phase of the subject service 

innovation i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involves the designing of the micro innovation pattern  

model and process． The library is providing micro innovative services such as the whole process support  

embedded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and high－level project consulting service  in which multiple 

platforms and marketing methods of the subject service are used． The efforts following the micro 

innovation track with enlarged high－quality subject services improve the user＇s experience and deep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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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academic library  subject service  micro innovation  user experie 

“微创新”理念源于国内互联网行业、中小企业、草根创业者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的成功

实践，是指站在市场的角度针对用户微小需求、需求微小变化的创新，是用户需求导向的创新。

其实质在于对用户体验的关注和改进，进而以这种用户体验上的单点突破，实现市场的爆发型

增长[1]。用户体验的内涵实质是用户在特定条件下与产品或服务进行交互所获得的体验，包括

七大核心要素：有用性、可找到性、可用性、可获得性、满意度、可靠性和价值性[2]。图书馆

界学科服务的深化发展体现了两个关键点：一是观念的扭转，即服务不再是“图书馆本位”或

“唯技术至上论”，而是转移到“嵌入式服务”、用户体验”( 包括但不限于评估、用户参与、

图书馆设计、延伸服务及营销等活动中所获得的体验)上，极大限度地关注用户的感受，满足

用户的需求；二是路径的落实，即在学科服务理念、模式、内容、方法、技术等各方面的细节

上下功夫，提升用户的体验效果，这两个关键点与企业界的“微创新” 理念不谋而合。北京

师范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师大)的学科服务实践便经历了一个“围绕用户需求，嵌入教、学、

过程，改善用户体验”的“不断试错，初步优化”的微创新过程。 

1 北师大图书馆两种学科服务模式探索 

北师大图书馆从 2003 年起开始设计和实践有本馆特色的学科服务活动，先后设计了“培

训教师－学科馆员－咨询馆员” 模式和学科分馆模式。 

1.1“培训教师—学科馆员—咨询馆员” 模式 

2003－2006 年，建立“培训教师—学科馆员—咨询馆员”三个兼职团队面向不同读者群

体提供服务。培训教师团队面向院系学科带头人、专家、教授提供一对一资源检索利用方法培

训；学科馆员面向普通教师提供服务，负责制作资源使用多媒体课件；咨询馆员负责解答读者

( 以学生为主)邮件咨询问题。学科馆员任职资格是：学科背景、副高职称与图书馆工作经验

三者兼顾。 

    这种模式具有的优势：服务团队的建立：培训教师、学科馆员与咨询馆员三个团队的馆员

合作完成不同的任务，形成一种全民皆兵式的服务合力；服务对象分层，针对性强；学科馆员

素质较好、能力较强，提供的服务有保证。但也存在不足：兼职的问题：兼职学科馆员在学科

服务工作中投入的精力不足；服务团队完成了阶段性任务，服务持续性与嵌入程度不够。 

1.2 学科分馆模式  

2006－2014 年，由部分学科资料室工作人员兼职担任学科馆员，面向院系师生提供服务，

以学科联络为主。学科馆员任职资格是：学科背景与图书馆工作经验兼顾。 

    这种模式体现的优势有：联络功能较强：学科馆员贴进院系，对教学、科研信息有较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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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能较好把握需求；能及时把图书馆的相关资源、服务、相关重点活动推送给相关院系的师

生。但仍存在不足：学科馆员单兵作战，个人面向某一学科提供服务，没有团队作支撑；学科

馆员素质未能达到要求，更多的精力放在日常事务中，不能提供深层的学科服务；协调机制不

完善，学科服务成了学科馆员个人的事情，学科馆员难以协调部门间的业务。 

2 学科服务设计微创新探索 

2013 年 11 月在总结前两种模式经验的基础上，北师大图书馆开始探索“兼职、团队、

学科试点相结合” 的微创新模式。 

2.1 学科服务格局设计微创新  

与国内大多数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格局不同，北师大将学科服务开展与管理设置在分馆与

学科服务部。图书馆从整体上确立了“大资源”“大技术”“大服务” 的格局。其中，在“大

服务” 上，外围有面向全体师生的“流通借阅服务”“阅读推广系列活动”和“毕业季系列

活动”，中间层有面向全体读者的“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服务”“科技查新服务”“参考咨询

服务”“信息素养教育服务”。在保持外围和中间层的服务基础上，学科服务一方面整合各业

务部门的精兵强将组建学科服务团队；另一方面整合了各业务部门的资源、服务与技术，开展

嵌入教学、科研和学习过程的学科资源建设、参考咨询服务、信息素养教育、课题咨询服务。

学科服务团队有如一支尖兵深入到用户中，将整合后的服务推向纵深发展。 

2.2 “兼职、团队、学科试点相结合” 的学科服务模式设计微创新  

北师大图书馆重新设计的学科服务模式是：“由兼职学科馆员组成学科服务团队，组织和

实施负责学科服务。采取分步实施的策略，试图通过教育学、数学两大学科服务试点，在总结

经验的基础之上，逐步向其他学科或方向拓展。学科服务对象以教师为主，兼顾博士及博士后

群体。图书馆将对成功入选的试点学科服务团队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馆内相关部门有责任对

学科馆员的工作给予支持与配合。学科馆员任职资格是：能力/热 情、专业(试点学科/图情)

和学历/职称三者兼顾。” 

    这种学科服务模式设计的微创新主要体现在：发挥团队的力量，针对试点学科组建学科团

队，团队中各学科馆员发挥与本部门业务相关的工作特长，如联络、资源建设、信息服务、平

台建设等，共同完成团队的任务与目标；服务对象定位于博士以上科研和教学人员，即定位于

提供高起点的服务，实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服务策略。建立教育学和数学两个学科试点，既体

现师范院校教育学和文理基础学科的特色，又能以点带面，有序推广学科服务；在学科馆员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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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上，综合考虑馆员的能力、学历、热情、专业等方面的素养；建立了相对完备的考核、激励、

协调机制，保证学科服务工作的顺利开展。 

2.3 学科服务过程设计微创新  

从宏观上看，学科服务的完整过程是：学科馆员或学科服务团队围绕用户需求，在图书馆

资源、技术、服务的支撑下，将需求转化成服务提供给用户。学科服务设计就是聘任学科馆员

或团队，设计支撑环节、需求环节和服务环节的活动，将学科服务嵌入用户教、学、研的过程，

学科馆员/团队是各环节的关键点。如图 1 所示。 

 

图 1 学科服务过程设计 

通过对前两种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北师大图书馆在“培训教师—学科馆员—咨询馆员” 

模式中，问题主要集中在“需求”环节，对用户需求没有深入调研和进一步跟踪；在“学科分

馆” 模式中，问题主要集中在“学科馆员”和“支撑” 环节，即学科馆员配置不理想，相应

的支撑与保障机制不完善。新的学科服务模式设计既加强了“学科馆员 /团队”这一学科服务

关键点的建设，又在“支撑”“需求”“服务”各环节进行调整和完善，强调开展嵌入科研、

教学和学习过程的服务，这些都是为最终优化用户的服务体验所进行的保障设计。 

3 学科服务实践微创新 

用户体验的创新是决定产品能否受欢迎的关键因素，这种创新就是“微创新”。奇虎董事

长周鸿的解读基本说明微创新的实质：“你的产品可以不完美，但是只要能打动用户心里最甜

的那个点，把一个问题解决好，有时候就是四两拨千斤，这种单点突破就叫‘微创新’” [3] 。

服务对于图书馆来说就是产品，北师大新的学科服务模式从破冰到嵌入仅半年的时间，便在学

科服务方面取得了若干个微创新的进展。 

3.1 学科服务内容微创新 

3.1.1 全程跟踪式的学科资源保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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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馆员既是学科资源建设的规划者，又是学科资源推送的服务者。学科馆员通过学科馆

藏调研分析了解学科资源建设情况，通过了解院系学科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科研项目情况获

取师生学科资源需求的信息，两者比对分析确定本学科资源的发展方向和重点，挖掘学科特色

资源。学科馆员汇集教师专题资源需求意见，通过文献购买、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等多途径满

足需求；针对纸本图书提供学科专题书展、选划信息反馈、订购信息反馈、到馆信息反馈、新

书通报与推荐、设立教参专架等服务；针对电子资源提供需求信息搜集、试用与购买信息推送、

使用培训以及应用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解决等全程跟踪式的服务。 

    在新的模式建立初期，学科馆员通过这种有效的“破冰之法” ，即对教师的教学与科研

提供学科资源上的保障服务，与师生频繁互动，迅速与教师建立起紧密和信任的联系。学科馆

员的服务并不仅仅限于对学科资源需求的保障，将信息素质教育嵌入某一具体课程和为用户的

科研提供咨询才是合作关系的最佳范例[4]。 

3.1.2 全方位的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服务  

嵌入式信息素质教育方式，是学科服务推进个性化、知识化服务的核心工作内容，是一种

新型、适应当今用户需求特点的信息素质教育方式
[5]
。北师大图书馆新模式的学科团队组建后，

在嵌入式信息素质教育方面既有深化更有拓展。嵌入的形式包括：一对一嵌入指导、嵌入导师

指导的学生团队、嵌入课题组、嵌入教师课程。其中，半年来仅教育学科嵌入的教师课程便有

8 门，大部分是专业研究方法课程，学生类型涉及本科生、专业硕士、学术硕士、国际硕士、

博士生。嵌入的内容既有信息的检索、获取、分析与利用，也有与学科专业科研线路设计、知

识发现、数据处理等内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嵌入式信息质教育过程中，学科馆员增加了科

研诚信教育的内容，实现了教育本身的作用发挥和受教者诚信意识提升的双赢效果。 

3.1.3 高端课题咨询服务  

随着全程跟踪式的学科资源保障服务和全方位的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服务的开展，学科馆

员对教师的关注越来越细，挖掘的需求越来越多，学科馆员与教师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学科馆

员在服务意识、学科素养与服务能力方面越来越得到教师的认可，教师对学科馆员提出的服务

需求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如，教育学学科团队正在对北师大教育学部两项课题进行跟踪服务，

定期与项目研究人员进行深入讨论，依托图书馆的学科资源，利用学科服务工具，根据用户需

要，进行学科相关的文献检索、调研、文献计量分析、前沿综述、动态跟踪等，最终形成阶段

性和综合性的高端咨询报告。此外，图书馆的《教育信息摘编》已经成为高校领导决策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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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通过嵌入式科研服务，图书馆员从支撑角色转变为用户的伙伴，与用户建立更紧密的关

系[6]。 

3.2 学科服务技术与平台应用微创新  

北师大图书馆通过图书馆主页静态页面、学科资料室主页、Libguides 学科服务平台与学

科馆员博客四种形式对学科服务进行支撑 [4]［ 7］。其中教育学学科服务试点主要应用

Libguides 和学科博客两个平台，数学学科服务试点主要应用资料室主页平台，对学科资源与

服务进行整合揭示，发布学科资源与服务最新信息，聚合学科开放获取资源，跟踪学科研究与

发展动态等。其中，学科博客平台由学科馆员使用 WordPress 开源软件开发，规避了商业博

客平台的一些不足。 

3.3 学科服务营销推广微创新  

北师大图书馆学科服务团队在推广学科服务的过程中，组建了服务宣传组，整合了各类营

销手段，特别是采用了多种嵌入用户网络环境的新媒体宣传方式。既发挥面对面宣传、电话宣

传、邮件宣传、主页宣传、BBS 宣传等传统营销推广的方式，又开展嵌入师生科研与学习过程

的教师拜访宣传、短信宣传、微信群宣传、微博宣传、博客宣传、学生 QQ 群宣传、ＲSS 信

息推送宣传等。多种营销推广方式同时也作为各种咨询解答、需求提供的渠道，不仅实现了与

师生多渠道的互动，更让用户享受到简单、便捷、贴心的学科服务。 

4 结语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没有创新就不会有发展和进步，图书馆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创

新。图书馆的创新又源自用户需求的变化，学科服务这个“产品”发展到今天已经证明了其存

在的价值，是图书馆服务发展的方向，也是一种图书馆文化。在高校图书馆界，有的学校学科

服务开展得轰轰烈烈，有的学校学科服务开展得精致细腻。在经过学科服务广泛实践之后，我

们需要对学科服务模式选择、过程、服务内容、方式等重新审视和思考，学科服务需要返璞归

真。对学科服务进行颠覆性的创新不现实，微创新是如今热议的话题，即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去

改善用户使用的体验，从小事入手，从小处着眼，通过一些简单的改变打动用户的心。 

北师大图书馆通过对学科服务的格局、模式和实践过程微创新，对学科服务内容、技术平

台应用以及营销推广方式微创新，用微创新的理念和方式优化用户服务体验，将学科服务推向

深化发展。相信，“微创新”的理念和实践能够给业内同行以借鉴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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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工具 

▲▲▲百度学术对学科服务研究现状的聚类统计 

朱天秀（武汉东湖学院图书馆，湖北武汉，430212） 

笔者利用“百度学术-论文助手”，对学科化服务的研究领域进行可视化分析，深度挖掘相

关文献。以“学科化服务”、“ 图书馆学科服务”、“学科馆员”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以下

结果： 

1 总体情况 

图 1 “学科化服务”总体情况 

图 2 “图书馆学科服务”总体情况 



学科服务基本概念及知识：百度学术——论文助手 

 38 / 48 

图 3 “学科馆员”总体情况 

从图 1-3 可以看到，我国学科化服务的相关研究最早是 1987年陈京在《图书馆研究》上

发表的《建立一支“学科馆员”的专业队伍（摘要）》，文中就“学科馆员”的队伍建设、工作

内容、管理机构等方面均有探讨。从 2005年开始出现“学科化服务”、“学科服务”的研究，

将学科馆员从一个岗位的认识上升到服务。李惠珍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学情报学第十四次科学

讨论会（2005 年）上认为学科服务是高校与专业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专业

与高校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是以学科服务为核心、以学科信息资源为基础、以学科馆员为保障

的独特的资源和能力。与“学科馆员”高相关的 10个研究点涉及论文 4042 篇，与“学科化服

务”、“学科服务” 高相关的 10个研究点涉及论文 750多篇，已深入到教育学、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应用经济学等多个学科，并衍生出 30 多个交叉学科主题。 

2 研究走势                  

图 4 “学科化服务”研究走势                         图 5 “图书馆学科服务”研究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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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学科馆员”研究走势 

从图 4-6 可以看到，我国学科化服务的研究在 2012年达到最热，关于“学科馆员”与“学

科化服务”的研究呈下降趋势，但是以“学科服务”为关键词的研究仍然呈现上升趋势，说明

国内对“学科服务”的认识与称谓逐步形成共识。 

3 关联研究 

图 7 “学科化服务”的关联研究                       图 8 “图书馆学科服务”的关联研究 

图 9 “学科馆员”的关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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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7-9 可以看到，我国学科化服务的研究主体是高校（大学）图书馆及专业图书馆，研

究的主要内容为学科馆员的队伍建设、服务模式与服务创新、学科服务平台等方面，并拓展到

信息服务与知识服务的研究。还可以从图形看出“学科馆员制度”、“服务模式”的条形在收紧，

而“学科服务”及“学科服务平台”的条形呈现张开的趋势，说明研究者更加关注学科服务的

实践探索上。 

4 学科渗透 

从图 10-12可以看到，学科化服务的研究涉及到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教育学、应用

经济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科学技术史、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等学科领域，并衍

生出多个交叉学科主题。比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领域中的大数据、云计算、嵌入式、知

识整合、信息融合等等都在学科化服务中得到应用；还有科学技术史学科领域中的协同创新与

知识转移，教育学中的学科建设等等都与学科化服务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图 10 “学科化服务”学科渗透                        图 11 “图书馆学科服务”学科渗透 

图 12 “学科馆员”学科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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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相关学者 

图 13 “学科化服务”研究的相关学者                   图 14 “图书馆学科服务”研究的相关学者 

图 15 “学科馆员”研究的相关学者 

从图 13-15中看到的学者，在学科化服务的研究领域中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获得

了丰硕成果，对各馆开展学科化服务具有很强的指导借鉴价值。 

6 相关机构 

图 16 “学科化服务”研究的相关机构                          图 17 “图书馆学科服务”研究的相关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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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学科馆员”研究的相关机构 

从图 16-18中看到的研究机构，对学科化服务的实践中进行了积极探索，成果斐然，其中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都形成

了颇具特色的服务模式，为各馆开展学科化服务探索出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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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 

#如何提升馆员在学科服务中的综合素质？# 

据我们了解，目前民办/独立高校图书馆的“学科馆员”，或者更确切的说“学科

联系人”，主要的学科服务工作仍然停留在为读者采集、检索、推送信息资源或帮助

读者学习及掌握信息检索技能等“初级”层面上，与实质意义上的“学科馆员”内涵

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对此，各馆都有着自己的思考与尝试，旨在多方面提升这些馆员

的学科服务能力，以便进一步做好学科服务工作。——欢迎各馆就此问题交流你们的

观点及举措，相互启迪、共同进步。 

来稿请投：libtougao@163.com 

投稿要求：投稿文章应观点明确，紧扣当期主题，聚焦于学科服务发展的价值发

现和趋势挖掘。文档格式只限 WORD，并请标明“学科简报-下期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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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篇“学科服务”高被引论文目录（数据来源中国知网截止 2016年 9月统计） 

序号 题名 作者 单位 文献来源 发表年份 被引频次 

1 第二代学科馆员与学科化服务 初景利;张冬荣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图书情报工作 2008 403 

2 谈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 杜也力 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2 261 

3 论图书馆服务的泛在化——以用户为中心重构图书馆服务模式 初景利;吴冬曼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建设 2008 192 

4 学科化服务模式研究 李春旺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图书情报工作 2006 191 

5 清华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的建立 姜爱蓉 清华大学生图书馆 图书馆杂志 1999 182 

6 中美大学学科馆员的初步比较研究 刘琼 浙江大学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5 170 

7 泛在图书馆与学科化服务 范广兵;初景利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图书馆;中

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图书情报工作 2008 158 

8 嵌入用户环境:图书馆学科服务新方向 刘颖;黄传惠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大学图书馆;湖

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图书情报知识 2010 156 

9 清华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架构与学科馆员队伍建设 邵敏 清华大学图书馆 图书情报工作 2008 151 

10 国外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服务模式 王晓力 奥克兰大学图书馆 图书情报工作 2008 145 

11 试论新一代学科馆员的角色定位 初景利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07 127 

12 对学科馆员工作职责和发展定位的思考 彭艳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6 120 

13 学科馆员制度范式演变及其挑战 李春旺;李广建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5 116 

14 基于图书馆 2.0构建学科知识服务平台 任树怀;高海峰 上海大学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7 116 

15 
网络环境下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职责的扩展——清华大学图书馆案例研

究 
郭依群;邵敏 清华大学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4 114 

16 学科馆员与重点学科创新服务模式研究 钱智勇 南通大学图书馆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4 111 

17 
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工作创新——兼谈南开大学图书馆开展学科馆员工

作的经验 
柯平;唐承秀 南开大学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3 106 

18 
Web2.0技术在高校图书馆学科建设中的应用——以上海大学图书馆学科

馆员平台建设为例 
高海峰;任树怀 上海大学图书馆 图书情报工作 2007 101 

19 清华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工作的新思路和新举措 范爱红;邵敏 清华大学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8 98 

20 
论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的完善——由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建立学科

馆员制度说开去 
汤莉华;黄敏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6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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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独立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被引论文目录（数据来源中国知网截止 2016年 9月统计） 

序号 题名 作者 单位 文献来源 发表年份 

1 民办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建设的思考 何小萍 浙江树人大学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6 

2 独立学院图书馆学科服务现状调查报告与分析 孙立辉等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图书馆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12 

3 
高校图书馆开展学科馆员服务的策略探析——以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图书馆实践为例 
曾艳;刘汝建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图书馆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10 

4 民办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建设探析 石存惠 哈尔滨德强商务学院图书馆 今日科苑 2010 

5 独立学院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的建立 肖倩 长春大学光华学院 现代营销(学苑版) 2010 

6 
对民办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工作的思考——以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图

书馆为例 
林昭勇;罗明钊 

泉州泰山航海职业学院;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

院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10 

7 民办高校图书馆科研信息专题化服务探析 陈雨杏 广东培正学院图书馆 鸡西大学学报 2009 

8 独立学院实施学科馆员制度的路径选择 郑勇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图书馆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9 

9 
浅谈独立学院图书馆科研信息服务对策——基于独立学院图书馆读者问

卷调查 
林娜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图书馆 情报探索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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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服务”相关的国家级科研项目清单（数据来源中国知网截止 2016 年 10 月统计）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负责人 承担单位 项目来源 立项/完成时间 

1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可持续发展模式 06BTQ021 王琼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06/2008-12 

2 高校图书馆学科化知识服务实证研究与发展对策   郭晶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200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08-06/2010-10 

3 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10BTQ001 孙坦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

图书馆 
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010-06/ 

2014-05 

4 高校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模式与质量评价研究 14CTQ006 谢守美 中南民族大学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014-06/ 

5 基于知识链的图书馆学科服务平台研究 12CTQ010 蔚海燕 华东师范大学 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012-05/ 

6 
新信息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共生学科服务的路径预

设与实现策略研究 
16BTQ033 杨小华 广西师范大学 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016-06/ 

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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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服务”专题书目 

序号 题名 著者 出版单位 出版年 ISBN 

1 大学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学术论文集 陈进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 978-7-313-07728-8 

2 学科化服务技术与应用 孙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 978-7-313-09127-7 

3 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研究与进展 郭晶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 978-7-313-09008-9 

4 学科服务进展与创新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海洋出版社 2013 978-7-5027-8653-3 

5 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案例精选 郭晶 余晓蔚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 978-7-313-10601-8 

6 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的实践发展 韩丽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4 978-7-5482-1982-8 

7 高校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研究 刘颖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 978-7-5629-4723-3 

8 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机制研究 廉立军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5 978-7-5013-5583-9 

9 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的理论与方法 孙坦 初景利 科学出版社 2015 978-7-03-043932-1 

10 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理论与实践 蔡莉静 海洋出版社 2015 978-7-5027-9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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