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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与重构: 智慧图书馆发展新形态
*

夏立新 白 阳 张心怡

摘 要 智慧图书馆是当下图书馆发展的新趋势，也是一种重要的图书馆发展理念。目前，智慧图书馆的研

究与实践多是在“技术至上”的原则下展开，尚未从根源上去探讨什么是图书馆“智慧”以及人在知识获取中需

要怎样的智慧支持等问题。历代图书馆在服务重心变迁中呈现出以知识与技术为推动力、不断根据用户需求

变化而变革的核心理念，本研究在分析人在智慧活动中的本质规律及其对图书馆的核心需求后，提出融合“资

源”“人”“空间”三大核心要素，构建智慧环境以支持用户智慧活动的智慧图书馆建设理念及服务模式。智慧

图书馆未来发展应在构建个体智慧图书馆环境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大图书馆”智慧共同体努力。图 3。参考

文献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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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and Ｒeconstruction: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Smart Library

XIA Lixin，BAI Yang ＆ ZHANG Xinyi

ABSTＲACT
Smart library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of the library development， but the curr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he smart library is mainly carried out under the principle of technology first．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library focusing on technology can only be called an intelligent library， yet can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being smart． It still needs to construct a long-term reference of the smart development path in theory．
Thu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start with the essence of smart demonstrated in human knowledge activities and
integrate the smart content into the integ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various elements of libraries．
The internal rule of the library influences the changes of traditional libraries， and it will affect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mart library． Accordingly，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histor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at the service of library has changed from centering
on the books to the users， and from users to the space． The center of library servic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core of the long-lasting idea that: library development is based on the knowledge itself，
and it could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force of technology， the change of social environment and users'
needs． Under this concept， smart libraries need to be clear about the intelligence requirements of user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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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nowledge activities， and should integrate and reorganize the various elements of library in order to
provide an efficient smart environment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interaction and innovation． Especially in
the current society， it is important to meet the needs of users for fine graine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and
open learning space smart environment needs．
Based on the idea of the smart library proposed above， this paper reorganizes the construction scheme

around three core library elements:  resources，  users and  space． First， the module of spatial
awareness and construction aims at building a spatial intelligence， which could provide the users with
spatial environments of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and innovation． Meanwhile， the knowledge smart is
provided by building a knowledge network centered on the semantic organization of resources， which could
help the users alleviate the burden in obt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from the massive fragmented
information． Finally， the scheme carries out intelligent services relied on the first two parts of the smart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the users exploit the smart services to generate various records． These records
could form new and valuable knowledge into the library services， which could expand the boundary of the
smart service of the library．
The discussions about smart library cannot be confin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libraries， but also

be extended to the entire library and knowledge service industry． It should make efforts to build a smart
community of the big library which can make use of collective library wisdom． All in all， this research
starts from the essence of smart to explore the building form of the smart library． It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re-positioning and rethinking the core concept of smart library， and guid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mart library． 3 figs． 42 refs．
KEY WOＲDS
Smart library． Smart service． Space perception． Knowledge network． Smart environments．

0 引言

图书馆服务的本质是围绕用户需求的知识

服务，而不同社会背景下知识服务的形式一直

在不停地改变和革新，同时有很多图书馆人在

不断地探索未来图书馆的知识服务形态和发

展方向，畅想图书馆的发展愿景。维新运动时

期，梁启超就曾针对当时国内知识的封闭提出

“广见闻而开风气”的图书馆建设愿景［1］。阮

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2］为近代图书馆

的建设提出了指导目标，也成为指导图书馆发

展的经典原则之一。抗战时期，沈祖荣提出图

书馆要成为“培养理智的永久而活动的教育机

关”，以“教化人们，增强抗战建国的力量”［3］。

这些图书馆学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下提出的

图书馆愿景，对当时及后来图书馆学的发展及

图书馆的实践发挥了重要的指引作用。在当前

社会环境下，互联网信息极大丰富，开放共享

成为主流趋势，为用户信息的获取提供了极大

的便利; 另一方面，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机器

更加了解用户的兴趣和需求，可以根据用户的

行为记录向其推荐精准的信息服务。在此背景

下，很多学界和业界人士提出图书馆今后的发

展方 向，例 如“复 合 图 书 馆”［4］“数 据 图 书

馆”［5］“智能图书馆”［6］“智慧图书馆”［7］等，其

中“智慧图书馆”近些年在学界的研究及业界

的讨论呈陡增趋势，出现了大量的相关文章和

研讨会［8－9］。

“智慧图书馆”的提出，表达了图书馆人利

用先进技术为用户提供便利服务的愿望。这一

概念的提出在知识资源极大丰富的背景下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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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有益于图书馆在“以人为本”发展理念下

进一步贡献力量。当前关于建设“智慧图书馆”

的研究与讨论着重探讨了智慧图书馆“怎么做”

的问题，多集中于如何借助先进的智能技术全

方位为用户的资源获取提供便利。但是智能技

术的应用真的会使图书馆变得智慧吗? 学界和

业界涌现出的诸多观点都是这样认为的，其“智

慧”观点的基本逻辑是: 智能技术应用于图书

馆，能带给用户更多便捷和人性化的体验，可以

省去很多不愉快和复杂的知识获取体验。然而

其中存在三个主要问题: 一是，将图书馆的重心

放在智能技术的应用上并不能叫做智慧图书

馆，充其量是“智能图书馆”的建设要求。王世

伟曾对二者的概念做了辨析，认为智慧图书馆

的格局应高于智能图书馆，应是融入绿色发展

和数字惠民理念，应用智能化技术的全方位的

智慧考量［10］。二是，智慧图书馆的相关探讨并

未站在图书馆的基础现状上进行，不以解决图

书馆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困境为起点，仅是就理

想中的智慧图书馆的样子展开憧憬，脱离了实

际现状。三是，对智慧图书馆的探讨并未完全

深入理解智慧的本质，未能对图书馆如何围绕

知识服务激活智慧进行理论阐述，未能从理论

基础上进行深入探讨，仅在表层提出建设意见。

而且当下先进的智能技术可能几年后就会落

后，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智慧图书馆构建思想

也有可能在数年后退却，那么如何永久保持和

发展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图书馆呢?

所以，图书馆的“智慧”不能仅限于技术应

用的智 慧，还 应 该 有 更 宽 广 的 内 涵 和 实 践 意

义。相关研究鲜有对“为什么”构建智慧图书

馆、图书馆“智慧”是什么等问题进行探讨。智

慧图书馆不仅是当前学界和业界追求的一种

具体的图书馆形态，从图书馆知识服务的本质

上看，智慧图书馆更是一种图书馆需要长期坚

守的发展理念，重心应放在如何根据用户需求

提供务实的知识服务上面，由此来凝聚和激发

智慧。本文将在分析图书馆发展历史及现状的

基础上，深入探讨图书馆的智慧内涵及如何融

合图书馆各要素来激活图书馆的智慧服务能

力，并据此重新构建智慧图书馆服务模式，以此

为智慧图书馆的整体定位与发展策略提供思考

与借鉴。

1 图书馆知识服务嬗变中的“变”与“不
变”

从古代藏书阁收藏书籍———图书馆的最初

形态开始，到现代图书馆作为阅览空间、文献中

心的过渡，再到数字图书馆全方位提供丰富的

媒介资源，以及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提供极大

便利性的知识服务，无不见证了图书馆在其空

间内向用户提供日益丰富的知识服务的发展过

程。图书馆服务形态的变化，离不开社会的发

展与背后科技的进步，特别是数字化技术，不仅

影响了图书馆基本功用的变化及服务的多样

化，还为图书馆的理念创新与服务升级提供了

必要的指引和支持，使图书馆服务不断进化发

展。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用户的知识需求方

式和内容也在随之发生改变，因此要求图书馆

不断变革以避免衰落。但图书馆的发展规划归

根到底还是要落在服务用户切实需求这一根本

上，用户在所处社会环境下对图书馆知识的内

在需求才是影响图书馆技术应用与外在价值的

关键。因此，在探讨智慧图书馆的形态之前，首

先要在解构图书馆发展沿革的基础上，厘清图

书馆所处的时代环境带给用户获取知识的困境

是什么，由此才能明确图书馆要如何发挥智慧

以适应变化。

图书馆在历史发展中不得不接受和应对各

类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新技术的应用解

决了很多图书馆发展瓶颈，帮助图书馆实现升

级换代。事实上，图书馆历经的诸多“变化”如

技术变革、服务变革，是由“不变”的图书馆内在

根本为适应新的改革需要而引起的。所以需要

沿着图书馆变革的历史路径去寻找图书馆至今

未曾改变过的核心理念。只有站在这些理念基

础上探讨智慧图书馆的形态，才不会脱离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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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初 心 和 本 质，图 书 馆 的 发 展 也 才 会 更 加

稳健。

1．1 图书馆服务重心的历史变化

图书馆人一直尝试对图书馆的核心要素进

行诠释，以指引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方向，不同

历史环境下，其重心有所不同。《图书馆学五定

律》、“三要素说”和“五要素说”［11］等理念影响

了几代图书馆的发展方向。新时代下，图书馆

的建设重心也发 生 了 变 化，吴 建 中 在 2012 年

《转型与超越———无所不在的图书馆》一书中从

“人”“资源”“空间”三个方面探讨了图书馆的

知识服务体系，并且强调当代图书馆建设要以

“人”为根本［12］，这三点较好地概括和诠释了图

书馆的内部核心要素。图书馆的发展无时无刻

不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图书馆的发

展历史是伴随外部社会环境因素变化而带动内

部要素演变的交错发展史( 如图 1 所示) 。

图 1 图书馆发展重心变化

首先，由历史时间发展来看，从古代对外封

闭的藏书阁到近代逐渐开放的图书馆，都是将

“资源”作为图书馆建设的重心。印刷术、数字

化存储技术和网络技术使得图书馆能够容纳更

丰富载体形式的资源，能够以“实体”和“虚拟”

的方式向用户传播知识，使得图书馆继续发挥

“资源”的重心作用而逐渐成为“文献中心”，为

用户的知识获取带来便捷。其次，知识的丰富

性有时候并不能满足读者日益多样化的知识需

求，图书馆意识到其服务的核心应向“人”转移，

随时关注用户的知识需求，并且提高馆员的服

务能力。然后，由“人”向“空间”的重心转变事

实上仍然是“人”要素的延续在“空间”上的体

现。互联网时代下用户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

广泛，用户对图书馆的需要不再主要出于获取

和学习知识的需要，而是更加重视图书馆的“空

间”环境是否适宜交流学习。于是，基于用户新

需求的变化，图书馆开始关注空间建设。

所以，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图书馆的发展

重心经历了从“资源”到“人”到“空间”的转变。

而透析各要素的内 在 变 化 发 现，“资 源”“人”
“空间”各自围绕知识利用和传播产生了多层次

的发展。
( 1) “资源”的变化。就“资源”要素而言，

图书馆由“为藏而藏”向“为用而藏”发生了转

变。起初，人类将认识客观世界的活动和结果

形成记录，由于技术的匮乏，不能较好地存储和

传播，所以藏书阁或者图书馆成为保存人类文

明记录的圣地，图书馆的功用也就仅仅停留在

“为藏而藏”的阶段。随着知识量的爆发式增

长，图书馆有限的空间无法存储海量的资源，图

书馆只能按照“二八定律”来满足大部分读者的

知识需求，不断购买新的实体和虚拟资源，并且

剔除旧资源［13］。当图书馆资源达到近似饱和

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知识资源成为图书馆

进行知识创新的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借助馆

员的专业优势并融合潜在用户群体或相关机构

的创新才能，图书馆开始尝试数字出版等知识

创新服务［14］。
( 2) “人”的变化。以“人”为要素存在三个

发展层次。首先，图书馆刚开始围绕入馆读者

的需求展开服务，满足核心读者的需求就能够

发挥图书馆的价值; 其次，图书馆具有社会性，

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于自己的封闭空间，所

以图书馆逐渐将社会中的相关者和潜在用户纳

入服务范围［15］，主动开展更广泛的知识传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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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然后，图书馆存储的是显性的知识，而每个

人社会经历的不同，对各类知识的体会和探究

也不同，形成的隐性知识也是一种私有财富，将

“人”这类资源与图书馆资源相结合，有助于促

进图书馆知识的传播和人类知识的创新发展。

近些年来，广泛开展的“真人图书馆”活动就是

对人与知识相结合而形成的知识价值的最大

挖掘。
( 3) “空间”的变化。图书馆以“空间”为要

素历经“借阅空间”“传播空间”“交流空间”的

发展和转变。“借阅空间”反映了图书馆作为物

理空间向读者提供借阅服务的基础服务，属于

被动的用户服务模式; 而“传播空间”是对图书

馆作为城市“知识中心”向社会传播科学知识和

文化的责任诠释，在主动服务中释放被禁锢的

知识价值;“交流空间”是图书馆空间价值的进

一步升华，图书馆通过为用户提供开放自由的

知识 交 流 场 所 来 促 进 知 识 价 值 的 转 化 和 创

新［16］。近些年呼声较高的“第三空间”和“创客

空间”就是对“交流空间”的实践和应用。

因此，图书馆的历史发展实质上是图书馆

核心要素的变化和发展，从“资源”“人”“空间”

的服务重心的转变及其内部变化，映射出的是

图书馆由封闭走向开放，从以资源为中心向“以

人为本”的理念转变。

1．2 历史变迁尚未重塑图书馆的核心发展理念

历史见证下的图书馆变迁凸显出从“书”到

“人”，由“人”到“空间”的发展脉络，其变化根

本体现在图书馆服务距离人越来越近，更加接

近人的真实知识需求，既关注知识本身，也关注

知识环境。而知识内容和知识环境又是人构建

认知的核心外部影响因素［17］，所以图书馆知识

服务的发展越来越符合人类通过知识学习构建

认知的本质要素。这种变化规律离不开图书馆

核心理念的作用，就是以知识为基础，技术作为

驱动力，不断根据用户需求的变化而变革。
( 1) 知识内容是图书馆的基础。知识产生

于人类在适应自然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经验总

结，随着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生存过程而不断

扩展和加深。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发展到当下前

所未有的智慧时代，离不开人类探索和改造世

界的本性，以及在此过程中对知识的记忆与传

承。而随着不同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的

流转得以采用更先进的方式进行存储和传播，

而图书馆最根本的作用就是对承载知识的资源

载体进行收集与传播，促进知识的应用和转化。

虽然时过境迁，但这一根本从未改变，用户根据

自己的需要从图书馆不同类型的资源中汲取知

识，进行知识的交流和创造性应用，发挥人类智

慧的力量。
( 2) 用户需求是图书馆的根本。图书馆生

存的动力源于用户需求，用户需求将从根本上

决定图书馆的发展乃至生存。图书馆的正常运

作也是根据用户的需求而设置，其服务中心也

是围绕用户需求而展开的。阮冈纳赞的《图书

馆学五定律》中有三条与用户相关，但事实上图

书馆近些年关注本体论、信息化和网络化等内

容的程度远远高于图书馆用户［18］，造成目中无

“人”的方向迷失。若图书馆离开了社会需要，

脱离以人为本的性质，这样的图书馆只能是一

个空壳，继而被用户所遗弃。所以，图书馆应坚

守以人为本的根本理念不变，持续追踪人的需

求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以

适应新的发展需要。
( 3) 支撑技术是图书馆变革的驱动力。历

代图书馆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应用，数字

化存储和传播、互联网等技术使得图书馆近十

几年的变化超过了前一百年的变化之和。没有

技术驱动，图书馆的知识组织、管理协调、用户

服务等都将因失去重要保障而延缓发展。但也

不能过分强调技术而主次颠倒，高举“技术至

上”的大旗来建设图书馆，却忘记了图书馆为谁

服务［19］。图书馆脱离其价值观或目标就失去了

意义，而仅仅依靠技术是不能够帮助图书馆实

现其意义的，但技术仍然在图书馆有意义的追

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图书馆技术的应

用务必围绕图书馆用户需求进行服务的构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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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脱离这一原则的技术应用虽然会带给图书

馆一时的繁荣，但久而久之会失去用户的信任。

图书馆是知识的守护者和传播者，生而具

有启迪智慧的使命。图书馆尽管一直面临各种

发展问题，但一直是主动改造自己和颠覆过去

的受益者，正是这种主动改造和颠覆才有了数

字图书馆的辉煌［20］，因此图书馆要继续主动变

革，并回归“智慧”服务的初心。发展智慧图书

馆需要在坚守“以用户需求为本”的核心发展理

念、明确当前知识服务存在问题的前提下进行。

继而围绕“智慧”本质继续探讨如何激活图书馆

智慧服务能力，并借助适当的技术手段支持智

慧图书馆的建设。

2 重新辨析图书馆的“智慧”

构建智慧图书馆首先需要明确，其建设是

在以“人”为核心的理念下进行的，也就是要从

人类的智慧内涵入手，并围绕用户的核心需求

而谈，在如何满足用户日益丰富的知识获取需

求基础上讨论图书馆的智慧服务。从根本上

讲，图书馆的智慧服务就是基于人的智慧活动

探讨图书馆的“智慧”是什么，以及在所处社会

环境下，如何围绕“资源”“人”“空间”三大要素

的融合与重构发挥“智慧”。

2．1 由人的智慧到图书馆的“智慧”

谈及“智慧”一词，其本源含义基本都指向

“人”，描述关于人对事物的认识、辨析、判断、处
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21］。所以，对图书馆“智

慧”的探讨也应从“人”入手，在厘清人的智慧活

动过程的基础上，明确图书馆的智慧服务方向。
( 1) 以知识为载体的人的智慧活动

从知识理论视角来看，“智慧”是人类对事

物进行推理和反思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活动。

其过程可分为两个层次: 个体智慧活动和集体

智慧活动［22］。个体智慧活动有两个阶段，一是

内在化［23］，从已有客观知识或者实践活动中形

成自己关于事实、事件、社会环境的内在意会认

知，也是个人对客观世界的知识构建和认知过

程，属于个体的浅层智慧活动，并没有产生新的

认知。二是共同化［24］，意会认知与个体已有认

知共同作用，进行辨析判断和反思等大脑活动，

产生新的认知，即个体独有的“隐性知识”。这

一活动属于发挥人类独有的主观能动性的深层

智慧活动，产生的新的认知有可能是对客观世

界新的认识，从而有助于人类社会发展。

此后，个体的智慧活动向集体跨越时产生

了高级的智慧行为，也是个体“隐性知识”被认

可和显性化的过程。波普尔关于知识的三个世

界论中，从第二世界到第三世界的转化，就需要

人际的交流和实际的知识利用［25］。所以，个体

隐形知识要实现显性化，就需要在集体交流中

以及知识应用之后的集体评价中发挥集体智慧

来验证。一方面，将个体独有知识进行分享和

外化，在交流过程中得到大家认可，甚至对原有

知识产生更加深刻和精细的理解，实现集体隐

性知识 的 显 性 转 化，成 为 大 众 认 可 的 公 众 知

识［26］。另一方面，个体对自己的隐性知识进行

应用，应用产生的结果需要集体智慧来评价，这

一过程会筛选出有价值的隐性知识，在集体的

认可中实现向显性知识的升华。事实上，已有

对客观世界认知的知识体系，也是在前人长期

的集体认可与传承中形成的。所以，智慧活动

既需要个体的学习和认知，也需要集体的交互

和参与。
( 2) 超越技术智慧的图书馆“智慧”

从知识视角下对智慧的理解可以看出，智

慧是人进行知识学习、反思和创造的过程。而

人是智慧的主体，所以图书馆的智慧内涵应是

充分调动一切主客观力量来帮助用户进行智慧

活动，辅助和推动人的智慧产生过程。一方面

要构造个体进行智慧活动的条件，另一方面要

尝试激发集体的智慧和创造性来提升图书馆的

价值。图书馆帮助人实现智慧，就是在发挥自

己的智慧，也就是在践行用户为本的核心理念。

所以，对智慧图书馆的讨论和实践，不能仅

仅停留在智能设备的应用上，满足于智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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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图书馆更加便利和智能的服务。智能技术

虽然能够使图书馆的运转更加高效，但其应用

并不能真正使图书馆变得智慧，脱离以知识为

载体的人的智慧活动的图书馆服务也不能是真

正意义上的智慧图书馆服务。技术智慧仅仅应

该是图书馆提供智慧服务的手段和方法，而不

是智慧图书馆的建设初衷。因此，智慧图书馆

的建设应该对现有主流的“智慧”观念进行修

正，要立足于用户通过知识进行智慧活动的需

求，从用户的角度看待图书馆核心要素的融合

与重构，探讨如何向用户提供智慧环境，如何主

动激活用户的智慧活动。

2．2 图书馆用户的智慧需求

用户的智慧需求本质上是对知识获取的需

求，主要体现在由知识内容和知识环境影响用

户认知构建及创新的智慧活动。在海量资源环

境及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用户对知识内容及知

识环境的需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 1) 精深的知识需求

虽然当前图书馆的实体和虚拟资源非常丰

富，但仍然难以满足用户的知识需求，主要存在

两方面的因素。从用户角度来看，用户面临的

是海量碎片化信息资源，很少有人能完整获取

和阅读自己所在的哪怕一个很小领域的全部相

关资源。用户往往希望直接获取某一具体领域

的细粒度知识或知识体系，甚至想获得在海量

数据基础上的探索、发现和分析的支持，而不是

自己间接地从海量资源中查找和甄别资源，继

而再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通过阅读和理解抽取

知识。另外，在及时性方面，图书馆尚且无法满

足用户对新知识的快速更新的要求。从图书馆

角度来看，图书馆资源采购往往通过核心馆员

的个人判断而进行，未了解用户的切实知识需

求，这种图书馆主观行为会造成图书馆资源与

用户需求的差异性，未能真正做到围绕用户的

“为用而藏”，致使图书馆用户的流失。此外，图

书馆只有静态的资源，很少关注和收集那些流

动的资源，其中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是瞬间存在

的，往往也是激发用户智慧活动所需要的。总

之，用户不希望耗费时间和精力进行资源甄别

和判读，而是希望图书馆能够提供所需主题的

精细化知识体系，并且能与相似和相关知识的

多元载体形式的资源相关联，以便于进行广度

和深度的拓展。
( 2) 舒适与开放的交流空间

在知识获取的环境上，用户希望获得舒适

的空间体验以提高知识认知效率。传统图书馆

空间布局主要以资源为中心，没有细致考虑用

户对学习环境的要求，空间友好性体验较差，图

书馆的空间几乎都被用来陈列文献资源，仅有

较小的空间提供给用户学习。而且传统图书馆

对光照、温度、噪音等方面的调控与管理缺乏足

够的重视，而这些影响舒适性的因素会造成用

户对知识的认知负担。此外，用户还存在知识

交流的需求，知识的相互交流有助于知识的理

解和创新。在实体馆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知识

的对话，是思维的碰撞，有益于各方的认知构建

和知识问题的解决。目前很多图书馆已经尝试

通过“第三空间”“创客空间”的建设来向用户

提供思维交流的场所。但在图书馆虚拟环境

下，知识交流的服务还比较少，不能满足用户

在泛在环境下获取资源的同时，展开对知识的

讨论。

由此可见，用户对图书馆的智慧需求主要

表现在知识获取过程中，主要是对图书馆资源

和空间的智慧服务能力的需求。

2．3 图书馆智慧服务策略

图书馆智慧服务能力的实质是向用户提供

智慧学习环境，其过程主要包括学习者个体的

知识建构和社群成员之间的协同知识建构，而

智慧环境的目标是尽可能降低外部认知负荷来

帮助学习者实现启发式学习［27］。对图书馆而

言，就是在所在社会环境下，针对图书馆存在

的矛盾问题，深入探究如何融 合“资 源”“人”
“空间”三大核心要素来降低用户认知负荷，构

造智慧学习环境。由此，本文提出通过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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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素的融合来激活智慧服务的思路 ( 如图

2 所示) 。

图 2 图书馆核心要素融合与智慧服务策略

“人”是图书馆的主体，也是动力来源，用户

需求是外在动力，馆员是内在动力，所以，图书

馆的改造和变革都要围绕“人”来进行。人在进

行以知识为对象的实践活动时，需要一定的知

识环境来展开认知及创造性活动［28］。在新的社

会环境下，用户需要更加精深的知识组织形式

及开放的知识交流环境，这就需要图书馆从人、

资源和空间三个方面共同构建用户所需的智慧

学习环境。人与资源、人与空间的关系，一方面

是用户在图书馆环境下展开智慧活动的客观需

求，要求图书馆的资源配置与组织、实体空间与

虚拟空间的管理务必对接用户核心知识需求;

另一方面体现在图书馆员通过资源管理和空间

管理直接服务于用户。而资源与空间的关系，

实质上是图书馆如何从物质层面上协同发挥作

用向用户提供服务的工作本质。所以，图书馆

的智慧服务能力就是基于用户的知识需求，融

合“资源”“人”“空间”的作用，借助技术的力量

构建智慧服务环境的能力。

在图书馆各要素协同工作需求下，用户可

以进行个体的知识构建和社群成员间的协同知

识构建的智慧活动。个体智慧活动主要是学习

并运用知识进行认知构建和反思，主要需要在

资源要素上通过知识网络帮助用户进行认知。

所以，在图书馆智慧环境构建上，一方面要求图

书馆的资源组织向细粒度转变，同时兼顾即时

流动的知识更新，进一步借助图书馆实体和虚

拟空间，提供整序组织的知识，甚至相互关联并

包含丰富知识载体形式的知识网络，帮助用户

减轻在海量冗余信息中的认知负荷，便于用户

更好地对已有客观知识进行学习和推理; 另一

方面，图书馆在空间环境上，借助智能感知技术

为用户提供舒适智能的学习环境，在辅助用户

将注意力集中在知识学习而不受其他因素干扰

的同时，通过模拟知识情境帮助用户加深对知

识的理解和记忆。而当涉及更高级的集体智慧

活动时，在已有资源知识网络的客观知识体系

基础上，调动图书馆“空间”与“人”发挥作用，为

社群的知识交流和合作提供空间支持。就实体

空间而言，应继续发展各种空间交流等形式，向

用户提供多元化的空间功能，结合馆员的引导，

帮助用户无障碍地轻松交流知识学习心得，展

开创造性知识实践，以激发隐性知识的显性转

化; 对于虚拟空间，图书馆也应当提供交流的平

台，向用户推荐有相似爱好的潜在“朋友”，还要

建立馆员与用户无障碍互动的机制，让馆员参

与到用户的知识讨论中，帮助他们展开问题的

探究。所以，集体智慧活动需要空间要素发挥

核心作用。

3 重构智慧图书馆服务模式

智慧图书馆服务模式的重构，就是要在图

书馆智慧服务策略的基础上，继续细化与融合

“资源”“人”“空间”的内在逻辑，以发挥三大

要素的协同作用。图书馆智慧服务能力的系统

性构建也离不开相关技术的支持，来辅助构造

一个能激发人的创造力的智慧知识环境。本文

围绕当前图书馆面临的矛盾问题及图书馆智

慧服务能力的核心要点，借助相关技术及技术

体系，提出如图 3 所示的智慧图书馆服务构建

模式，以期进一步探讨智慧图书馆的核心服务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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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智慧图书馆服务构建模式

图书馆智慧能力的构建融合了“资源”“人”
“空间”每一部分的智慧要素，借助技术手段，从

底层开始构建以图书馆“空间智慧”为核心的

“空间感知与构建”，来为用户提供舒适的图书

馆学习与交流环境，并捕获用户行为数据; 结合

以资源的语义组织为核心的“知识网络构建”，

发挥“知识智慧”作用; 最后依托前两部分形成

的“智慧环境”展开智慧服务，在馆员的帮助和

指引下，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知识服务。

此外，用户在图书馆进行智慧活动的同时，会产

生各类记录、创新成果及评价反馈，这有助于通

过语义出版等方式实现知识的增值，还有利于

图书馆智慧服务的改进。所以，智慧图书馆服

务的本质也可以理解为，在相关技术的支持下，

通过构建高效的知识服务过程，来帮助特定的

用户个体与群体展开智慧活动。从整个知识过

程来看，智慧图书馆新型服务能力主要在如下

三个方面发挥作用。

3．1 知识环境构造

良好的图书馆知识环境是用户通过知识学

习构建认知体系的必要条件。在实体图书馆建

筑方面，智慧图书馆要向着绿色建筑方向发展，

通过应用热桥阻断、遮阳和太阳能等系统，既能

帮助图书馆节约能源消耗，又能给用户提供一

个舒适的学习情境，帮助用户减轻认知负担。

在智能感知体系上，一方面借助物联网传感器

的应用使图书馆的资源和空间管理便捷化，通

过 ＲFID、室内导航等技术方便用户进行资源获

取; 另一方面，人脸识别、红外检测等技术能够

感知用户行为，可以为个性化用户服务提供数

据支持，并帮助图书馆了解用户的宏观知识活

动。在虚拟馆建设上，应构建一套开放互联的

在线知识获取与交流环境，既方便用户的知识

学习，又能提供实时交流的平台，帮助用户就知

识问题展开讨论。例如，借助 SoLoMo 技术，通

过移动设备、地理位置与社交网络的融合，为用

户提供随时随地获取知识资源及知识交流的

App［29］。此外，增强现实、虚拟现实、3D 打印等

技术有助于在线上与线下环境向用户展示知识

的内在逻辑和应用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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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知识网络化组织

知识的网络化组织是互联网环境下用户对

资源组织新的需求，用户在面临知识性问题时，

越来越需要获取围绕这一问题的相关知识，以

便于在海量冗余信息环境中快速构建所需知识

体系。传统图书馆知识组织方式主要是按照图

书馆分类法及学科进行，而且资源存储和管理

较分散，不同载体类型和资源系统之间没有关

联，再加上海量重复资源，无形中给用户带来巨

大的学习负荷。而细粒度及网络化的资源组织

形式是大势所趋，很多学科及学者都对此展开

过讨论［30－31］。

知识的网络化组织主要有三个过程: ①知

识融合。数据驱动环境下，知识融合的对象不

仅包含传统的图书馆各类资源，还要融合来自

网络实时流动的有价值信息，以及图书馆用户

行为数据和个人知识库，他们对知识更新及了

解用户知识需求有重要作用。知识融合的手段

主要借助于语义网技术，通过对各类资源和数

据进行 ＲDF 语义化描述，通过关联数据和本体

进行语义组织，构建形成一个巨大的知识网络，

以满足所有用户的差异化需求。②数据分析与

知识计算。在海量知识资源网络中，可能蕴含

尚未发现的规律或有价值的知识组合，借助主

题分析、内容挖掘和知识推理等方法，可以向用

户提供新的有价值的知识发现。③知识图谱构

建。面对巨大的知识网络，每个用户的需求都

存在差别，借助知识图谱相关技术，可以自动抽

取和构建满足用户需要的知识结构及相关资源

体系，向用户提供精深的知识服务。由此，知识

的网络化组织使得用户不再以传统学科的方式

构建认知，而是基于个人所需的知识点及其关

联知识，或者面向工作或问题解决的跨领域混

合知识体系进行智慧活动。

3．3 知识利用与增值

通过空间的构建和感知，智慧图书馆为用

户提供了无干扰的舒适学习环境，以及可以探

讨问题的创新空间，从智慧空间环境的构建上

将用户的空间体验上升到新的高度。同时，空

间智慧与知识资源的结合可以构建出对知识的

情境模拟，有益于用户对知识更深刻的体会和

理解。而从知识网络的构建来看，以知识发现、

个性化定制知识图谱为核心的服务构成图书馆

智慧资源环境，让用户不再为从复杂的资源海

洋中筛选知识而感到烦心。此外，借助资源智

慧环境，图书馆还可以开展智库服务，充分发挥

馆员作用，向政府、企业、机构和个人提供发展

报告与决策支持。由此，在相关技术的支撑下，

构建起图书馆智慧服务环境，激活用户需求驱

动下的图书馆智慧服务能力的同时，吸引和激

发潜在的用户群体，推动知识利用和创新。

新型智慧图书馆学习环境能为用户提供全

方位的智慧服务支持，以便其进行各类智慧活

动。而在用户进行智慧活动时，还可以促成知

识创新和服务创新，实现知识的增值和图书馆

服务增值。在知识创造上，用户借助图书馆知

识网络进行学习时产生的记录和想法，又可融

入到知识网络的构建中，使图书馆知识网络和

个人知识网络相融合，进而使图书馆更懂每一

个用户。此外，图书馆产生的新的知识发现及

用户智慧碰撞产生的成果，可在已有知识网络

基础上实现语义出版，让新的知识在知识网络

中不断生长。在服务创新上，借助用户在资源

使用全过程中的标注和评价，以及用户行为记

录，图书馆可以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留下有价

值的知识，引进用户更需要的资源，让知识利用

效率发挥到最大。同时，用户的使用反馈将有

利于图书馆的持续服务得到修正和创新，从而

不断支持用户的智慧活动。

4 智慧图书馆服务能力拓展

以上对智慧图书馆服务的探讨主要界定在

微观的图书馆环境下，而对于图书馆智慧服务

能力的提升，不能仅局限于个体图书馆的变革。

整个图书馆行业和环境也要在此基础上因势而

动，进一步拓展延伸图书馆智慧服务能力，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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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超越个体机构的力量，构建形成智慧服务共

同体的“大图书馆”环境。本文认为图书馆大智

慧的构建主要可以从知识共享、社会责任及需

求发现三个方面展开。

4．1 知识共享中汇集大众智慧

传统文献传递服务以跨图书馆的形式传播

知识，在资源共享及提供资源获取能力方面发

挥了很大作用［32］。智慧图书馆时代依然要延续

资源共享的理念，但要以知识为单位，通过增强

图书馆连通性，构建图书馆知识共同体，共建共

享知识资源。一方面，需要实现不同个体机构

的图书馆知识网络共享，构建起更宏大的人类

客观知识网络，拓展图书馆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让图书馆知识网络的范围和质量远远超越互联

网搜索引擎的信息查询，吸引人们回归图书馆

知识获取和学习环境。事实上，大图书馆环境

下的知识共享还有助于提升不同经济条件下的

图书馆资源服务水平，帮助资源欠缺的图书馆

用户享受一样的知识服务。

另一方面，要重视个体知识资源的共享集

成。个人和个体机构会产生大量的知识性资

源，例如近些年开始涌现出一批用以保存和共

享研究数据的开放科学数据站点，仅 Ｒe3data．
org［33］目前就有将近 2 000 个数据仓储，而且还

在持续增长。个体共享的数据有较高的再利用

价值，尤其是政府数据和科研数据。图书馆将

这些知识性数据集成，并与知识网络关联，将会

进一步促进知识网络的更新，并吸引更多的人

加入共享知识及知识创新的行列，激活更广范

围的智慧活动与智慧服务。

4．2 知识服务中肩负社会责任

图书馆同学校和医院等其他社会 机 构 类

似，同属于社会机构，是为了服务于重大的人类

需求而建立人际关系的集成模式［34］。所以图书

馆具有社会属性，不能脱离人生活的社会而存

在。图书馆在满足馆内用户需要的同时，还应

把社会对知识的需求视为自己的责任，主动接

受社会任务，运用知识和智慧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智慧图书馆可以在如下四

个方面肩负起社会责任。
( 1) 支持社区与城市建设。人是城市的灵

魂，城市因人而存在。图书馆支持社区与城市

建设，也就是在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下间接支

持人的发展。例如，美国堪萨斯城公共图书馆通

过与当地相关健康组织合作，针对经济条件不好

的社区存在的健康问题，主动提供保健课程及食

品健康知识［35］; 大庆油田图书馆立足大庆油田的

发展核心，持续关注油田精神文化的传播，并根

据企业发展随时调整服务策略，以满足企业科研

查新、人才培养等不断变化的需求［36］。由这些案

例可以看出，图书馆服务范围向城市的拓展，是

对智慧更广泛的传播与利用。
( 2) 支持行业领域发展。图书馆借助已有

知识集成优势与行业领域的机构合作，以知识

应用于实践的方式践行智慧的使命。2017 年

IFLA 发布的 DA2I 报告指出，图书馆可以通过主

动的信息分享与创建，以及与其他社会机构的

合作，来支持农业、健康、社会公平等领域的创

新发展，并且分享了一些成功的案例［37］。所以，

图书馆在为行业发展提供智慧支持上，还有很

大的应用空间。
( 3) 支持国家发展战略。国家战略事关国

家和每一个公民的未来，图书馆借助完善的知

识资源可在历史沿革、政策制定、文化传播等方

面提供有力的智慧支持。吴建中馆长在甘肃省

图书馆建馆百年纪念活动上指出，参与“一带一

路”战略不仅是图书馆的重要使命，而且可以大

有作为，可以通过开展各类知识文化交流活动

促进 沿 线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相 互 了 解 及 社 会 发

展［38］。因此，图书馆作为智慧的创新高地，更要

置身于国家建设，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

的过程中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 4) 支持人类文化传承与发展。文化是社

会实践的产物，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支持着人类

的智慧活动，所以图书馆有义务去保护和传播。
2017 年 7 月，文化部发布了《“十三五”时期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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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其中要求: 要充分

利用馆藏资源知识传播先进文化，推进传统文

献典籍的整理推广和开发利用，以及文化创意

产品开发［39］。所以，图书馆应该利用先进技术

全面呈现文化遗产中的精髓和规律，并吸引用

户参与到传统文化的创新服务中。

总之，图书馆在支持社会发展中担当重要

角色，面临发展机遇，要在“激活需求，激活知

识，融入社会，服务社会”［40］ 的理念指导下，将

智慧能力延伸到社会发展的支持上。社会对图

书馆智慧服务的认可和依赖度越高，图书馆的

价值就越大，而这又会促使其主动寻找新的任

务，用智慧的力量推动社会前进的车轮。

4．3 需求发现中推动持续创新

社会与社会中的人在不断发展变化，需要

的知识内容及知识服务形式也在不断革新，所

以图书馆行业需要坚持持续创新的习惯，坚守

智慧服务的本质和理念，不断改造自身的智慧

服务环境。图书馆需要主动进行能带给用户重

大新利益的突破创新，在用户迫切需要的领域

做出不可或缺的贡献［41］。而推动图书馆持续创

新的动力在于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用户的需

求是渐进变化的，而非突进式变化，所以要求图

书馆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渐进式挖掘和利用各方

面的 资 源 和 技 术 能 力 来 持 续 满 足 用 户 的 需

求［42］。为此，从根本而言，使图书馆智慧服务持

续变革的过程实质上是以人的认知需求与以知

识为核心的服务的矛盾循环。形式上表现为新

的用户需求对已有服务内容的“否定之否定”的

循环往复，内容上体现了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

量变转型为改造世界的质变的发展过程。在变

革的路口，图书馆只要明确自己的核心发展理

念，主动探索迎合用户切实需求的未知领域，创

造能带给用户重大新利益和满足用户迫切需要

的知识服务，就可打破这一禁锢，实现突破和

飞跃。

5 结语

近几年图书馆学界和业界对智慧图书馆的

形态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与憧憬，主流观点是要

将当下发展火热的大数据技术、物联网技术、人
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到图书馆的建设中，使图书

馆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但“技术至上”的图书

馆理念有可能使图书馆偏离“以人为本”的理念

及知识服务的根本，反而不利于图书馆的健康

发展。基于此，本文尝试在坚持图书馆核心发

展理念基础上从“智慧”的本质入手，探究什么

是图书馆智慧以及如何激活图书馆的智慧服

务。图书馆智慧应是以推动人的智慧活动过程

为目的，充分融合与重构图书馆各要素来构建

一个能激发人创造力的智慧学习环境。具体而

言，就是要围绕用户知识需求，合理运用技术手

段，重新组织与融合“资源”“人”“空间”的图书

馆核心要素，构建起从空间感知与知识的细粒

度组织到智慧服务的过程。然而，个体智慧图

书馆尚不能形成全面智慧的气候，所以需要向

整个图书馆行业进行拓展与融合，开展以大众

智慧汇集的知识共享，肩负智慧传播的社会责

任，以及持续从社会及用户中发现知识需求来

促进智慧服务创新为主的“大图书馆”智慧服

务。由此，本研究在图书馆核心理念基础上，对

图书馆“智慧”的本质及智慧图书馆形态进行重

新解读，以期为智慧图书馆的理念构建及实践

路径提供新的参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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