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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公共财政支持的高校图书馆在履行好服务本校师生的情况下，可以向部分社会

读者提供服务。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涉及两项基本要素: 服务资源与服务对象。高校图书馆服

务社会的资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本馆资源，二是社会资源，其中本馆资源又可以划分为排他性

资源与非排他性资源。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应以专业人员为对象，兼顾大众阅读需求，并考虑

扩展读者需求。根据服务资源与服务对象的特点，高校图书馆应积极探寻促进高校图书馆资源

社会利用率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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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 2015) 规定:“高

校图书馆应在保证校内服务和正常工作秩序的前

提下，发挥资源和专业服务的优势，开展面向社会

用户的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第 48 条也规定: “国家支持公共图书馆加强与学

校图书馆、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其他类型图书馆

的交流与合作，开展联合服务。国家支持学校图

书馆、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其他类型图书馆向社

会公众开放”。因此，以公共财政支撑的高校图书

馆在履行好服务本校师生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富

余”资源向社会读者提供服务。然而国内高校图

书馆开展社会服务的模式一直停留在探索阶段。
2011 年，国内“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的制度与

法律问题研究”课题组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 1649
所高校图书馆中，仅有 276 所不同程度地向社会用

户提供服务，占比为 16．74%［1］。杨文建于 2015 年

对重庆地区高校图书馆的调查表明，仅有三分之一

的高校图书馆实施了不同程度的对外开放［2］。陈雯

于 2016 年对南京地区 25 所公办本科院校图书馆

的调查显示，尽管所有图书馆均提供了对外服务，

但将图书馆基本服务———图书借阅开放给社会读

者的仅有 8 所，占比 32%［3］。
造成国内高校图书馆对外开放度不高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国内高校图书馆对向社会开放的认识

仍然停留在理念层面，缺乏向具体制度和措施的

转化。如何在不影响高校师生对图书馆资源使用

的情况下为社会读者服务，同时又不会对公共图

书馆服务造成干扰，需要高校图书馆认真考虑。
在国外，许多高校图书馆都建立了具体的服务制

度，对社会读者进行详细划分，如亚利桑那大学图

书馆将校外读者划分为 10 类，分别提供不同的服

务。但国外高校图书馆多是从读者角度所做的划

分，对于资源的划分虽有涉及却缺乏系统性。资

源是图书馆服务的一项核心要素，如果在制定服

务策略时不考虑资源的使用情况，就可能造成高

校师生与社会读者在使用上的冲突。本文依据高

校师生对资源的使用和社会读者的特点，分别对

高校图书馆资源和社会读者进行划分，在此基础

上就 促 进 高 校 图 书 馆 服 务 的 社 会 利 用 率 提 出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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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图书馆资源细分与服务
资源是图书馆服务的核心，除文献资源外，还

包括空间资源、设备资源、管理资源等。高校图书

馆向社会开放的关键是避免本校师生与社会读者

在资源使用上的冲突。
以是否易于引起高校师生与社会读者的使用

冲突为依据，本文将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划分为两

类: 一类称为排他性资源，指当资源被一名读者使

用时，其他读者不能再用，如纸质图书、电脑、座位

等; 另一类称为非排他性资源，指当资源被一名读

者使用时，其他读者也可以利用，如电子书、数字

期刊等。排他性资源主要指具有实体形态的资

源，使用者在使用期间拥有暂时的独占权，只有当

使用期结束，独占终止后，才可以分配给其他读

者。排他性资源容易引起使用冲突，在提供服务

时需要协调好高校师生与社会读者的利用。依据

使用情况，排他性资源又可以划分为饱和资源与

非饱和资源两类，前者指资源的供应无法满足用

户需求，供应量小于需求量，后者则相反，供应量

大于需求量。本文把供应量小于高校师生需求的

排他性资源称为饱和排他性资源，而将供应量大

于高校师生需求的排他性资源称为非饱和排他性

资源。由于饱和排他性资源对本校师生供不应

求，因此应严格控制社会读者使用，而对于非饱和

排他资源，可以将供应量扣除本校师生需求后的

结余提供给社会读者。非排他性资源主要指各种

虚拟资源，以数字资源为主，特点是支持并发使

用，同一资源可由多名读者同时访问，彼此不发生

冲突，对此类资源可在确保安全和符合法律要求

的情况下尽量提供给社会读者使用。
排他性资源与非排他性资源存在着彼此交叉甚

至互相转化的可能。例如，虽然电子图书可以被多

名读者同时使用，属于非排他性资源，但是当访问者

过多，超出服务器负载时，电子图书的使用也会受到

影响，但这不是由电子图书本身的特点决定的，而是

受制于硬件的服务能力。尽管理论上讲，电子资源

可以实现并发使用，但一些出版商和数据商为了保

护自己的利益，对电子图书等数字资源采用数字版

权管理技术( DRM) ，使电子资源也具有了“复本”特

点，图书馆需要按“册”购买，一名读者在使用一

“册”电子图书期间，系统会阻止其他读者使用该

“册”图书。因此，对具有“复本”设置的电子图书的

管理可参考排他性资源的管理。
除馆内资源外，高校图书馆还可以引入馆外

资源。馆外资源包括校内馆外资源与校外资源

( 社会资源) 两类。高校图书馆要充分利用本校专

业和人才优势，为社会读者提供服务，一方面有利

于发挥本校优势资源的社会价值，促进教学、科研

和社会需求接轨，另一方面也提高了高校图书馆

服务社会的能力，使社会用户获得优质和专业的

资源和服务。高校图书馆还应积极向社会争取，

以获得校外资源支持。在美国，许多地方政府都

向高校图书馆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以促进高校

图书馆向社会开放。2015 年，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图书馆向广州市教育局申请“高校图书馆向社会

开放”项目，获得资助 100 多万元，以此为起点，广

州城市职业学院图书馆开始扩大对社会读者的服

务。由于使用的是非图书馆资源，在资源提供者

的授权范围内，在不过多占用高校图书馆管理资

源的情况下，应尽量将这些资源向民众开放。

二、高校图书馆社会读者的细分与定位

与高校师生相对单一不同，社会读者的情况

比较复杂，高校图书馆在服务社会读者时需要处

理好与本地公共图书馆的关系，并找准服务定位。
( 一) 与公共图书馆形成优势互补的格局

虽然高校图书馆在向本校师生提供服务时要

尽量满足师生多方面的需要，但对社会读者的“全

覆盖”并不是高校图书馆的职责，高校图书馆只能

基于自身优势为社会读者服务，即只有当读者在

公共图书馆中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而高校图书

馆有能力为用户解决问题时，高校图书馆才应承

担起相应的职责。国外一些高校图书馆要求读者

在利用高校图书馆前声明所需资料无法在所在机

构图书馆及当地公共图书馆中获得，有些高校图

书馆甚至要见到公共图书馆出具的不能服务证

明。例如，哈佛大学图书馆虽然给访问学者提供了

免费办理阅览证的权限，但除高校教职人员外，其他

人员均需提供某种证明: 研究人员要签署声明，表明

所需资料在原机构图书馆或公共图书馆无法获得;

学生要由老师或学校图书馆员出具介绍信，其中包

括请求哈佛大学图书馆提供的文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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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加强专业需求读者服务，兼顾大众需求

读者

本文依据用户利用图书馆的目的，将用户需

求划分为以科研、工作和学习等为目的专业需求

与以娱乐、消遣为目的的大众需求，一般来讲，高

校图书馆宜将服务重点放在公共图书馆满足不了

的专业需求上。由于要兼顾多种服务对象，公共

图书馆很难像高校图书馆那样建立起全方位的文

献保障体系，例如在数据库上，高校图书馆可以围

绕本校专业购置大量专业数据库，但公共图书馆

一般只能保障若干个综合数据库。因此，公共图

书馆虽然能为专业人员提供服务，但很难满足专

业人员的所有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图书馆在

完成为本校师生服务后理应承担起服务部分社会

专业人员的职责。理论上讲，公共图书馆应该满

足民众的普通阅读需求，但考虑到公共图书馆建

设的不足，如因资源或布点等原因导致部分民众

的基本阅读需求得不到满足，或当高校图书馆中拥

有公共图书馆中没有的资源时，高校图书馆也可以

在能力许可范围内代为解决民众的这部分需求。
专业需求与大众需求的区分带有主观性，如

何将专业需求从普通需求中分离出来并提供服

务，就成为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的一大难点。对

此，国内外高校图书馆采取了多种措施。一个常

见做法是实施收费制，其假设是专业需求属于刚

需，专业人员愿意为查阅资料支付费用。另一种

措施是审核制，即只有那些被图书馆员认定为专

业需求的读者才能接受高校图书馆服务，如上述

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做法。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在网

站上宣布，欢迎社会各界为“研究目的”利用图书

馆，为此读者须首先前往柜台声明自己的需要，工

作人员审核通过后提供访客身份，但一位读者每

年只能利用图书馆 7 次，如果读者要长期利用图书

馆，还要再提交一份书面申请，说明研究目的，审

核通过后获得长期使用权［5］。第三种措施是列举

制，即列举若干个对专业文献有较强需求的行业

或单位并为其提供服务。国外高校图书馆大多将

其他高校的师生列入服务范围，例如，密歇根地区

的高校教师与密歇根地区三个研究性图书馆 ( 均

为高校图书馆) 的研究生能获得密歇根州立大学

图书馆提供的免费借阅权。

( 三) 做好扩展读者服务

介于高校师生和社会读者之间还有一类群

体，这类群体属于社会读者的范畴，但与一般社会

读者不同，这类群体与高校或高校图书馆存在着

某种联系，本文将其称为高校图书馆的扩展服务

对象，如本校毕业生、与学校有合作项目的非本校

人员、与本校或本校图书馆建立了合作关系的机

构的人员或服务对象、本校教职工的家属等。高

校图书馆对扩展对象的服务应介于高校师生与普

通社会读者之间，它是高校图书馆社会职能的延

伸，也是高校图书馆通过合作与共享为本校师生

争取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目前，将毕业生 ( 即

“校友”) 纳入高校图书馆服务范围是国内外许多

高校图书馆的做法［6］。除毕业生外，在欧美等国，

许多区域性高校图书馆还通过建立服务联盟的方

式，彼此将对方的服务对象纳入服务范围。例如，

美国西部一些大学图书馆成立了大西部图书馆联

盟，联盟成员彼此向对方的读者提供免费或优惠

服务，美国常春藤高校图书馆间也建立了“直接外

借”( BorrowDirect) 合作项目，彼此向对方读者提供

免费服务。国内南京地区图书馆也成立了类似的

服务协作组织，如南京高校( 辽江地区) 图书馆联

合体、南京城东高校联合体、南京仙林高校联合体

等，联合体图书馆通过办理通用借书证、互相开放

资源等进行服务合作。

三、提升高校图书馆资源社会利用率的对策

高校图书馆可以根据本校资源使用特点和社

会读者需求，采取针对性措施，以提升图书馆资源

的社会利用率，充分发挥图书馆的社会价值。
( 一) 实施错峰服务

与公共图书馆不同，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存在

着明显的周期性，某些资源在一个时期内供不应

求，但在另一时期又可能利用不足，即同一资源存

在饱和与非饱和转换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高

校图书馆可以针对图书馆服务的这一特点，采取

错峰服务，在某一资源处于利用低谷期酌情扩大

社会读者的服务面，以提高资源利用率，而在利用

峰值期则收缩乃至取消对社会读者的服务，以减

少高校师生与社会读者在使用上的冲突。例如，

高校图书馆可以在双休日或节假日扩大对社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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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但在期末考试、考研等阶段则宜对基本服务的

社会开放予以限制。中山大学图书馆在寒、暑假

期间安排专人值班，确保图书馆一至五白天开放，

方便了留校学生、本校师生和社会读者的使用。
( 二) 实施 BYOD 服务

为了给社会读者提供数字资源服务，一些高

校图书馆将本校的电脑机位开放给社会读者，但

高校图书馆向社会读者提供机位的能力毕竟有

限。由于数字资源商大多对高校局域网内的使用

不做过多限制( 恶意下载等行为除外) ，高校图书

馆可允许社会读者自带设备在校内使用，即 BYOD
型服务( Bring Your Own Device) ，系统判断用户是

否处于局域网并决定是否提供服务，如芝加哥大

学图书馆就允许读者在图书馆内免费使用图书馆

无线网络并获取数据库资源。BYOD 型服务不仅

可以减少读者对高校图书馆电脑机位的占用，也

可以扩大高校图书馆的服务空间，因为局域网的

范围往往延伸到整个校园，社会读者可以在校园

内的任何位置利用图书馆的数字资源。
( 三) 促进特藏资源的社会利用

许多高校图书馆都根据本校专业和地域优

势，建立了特藏资源，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钱

学森图书馆、延安大学图书馆的延安时期党中央

机关报、剑桥大学图书馆的牛顿与达尔文手稿等。
由于读者很难在其他图书馆全面获得这些资料，

因此高校图书馆负有为社会读者提供特藏资源的

职责，如哈佛大学图书馆在网站中说的: “我们的

许多图书馆都收藏了读者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珍

稀和独特资源，这些特藏面向所有研究人员开放，

而不考虑其机构加盟关系”［4］。特藏资源的专业

性强，因其属于小众资源而在仅对本校师生开放

的情况下很难实现充分利用，是排他性资源中的

非饱和资源，具有服务社会读者的空间。因此，高

校图书馆在确保资源安全的前提下，应尽量将特

藏资源向社会开放。
( 四) 开展馆外服务

当城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有缺口，服

务覆盖不足时，高校图书馆可借助资源优势，在不

影响本校师生利用的情况下，以在馆外设点、援助

社区图书室等方式开展馆外服务。馆外服务通过

引入馆外资源 ( 如空间资源、人力资源、设施设备

等) ，减少对本校资源的占用，为市民提供就近服

务，将社会读者对高校图书馆的需要在馆外分流，

有利于减轻高校图书馆的对外服务压力。广州城

市职业学院图书馆除了向市民开放本校图书馆资

源外，还在校外公共图书馆布点薄弱的地方援建

图书室或建设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在人力资源

上，社区图书室的管理和开放由原图书室管理人

员负责，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属无人值守图书馆，基

本不占用学院图书馆的管理资源。在文献资源

上，馆外服务点的资源主要包括两类: 一是用高校

图书馆对外服务专项经费购置的文献，二是学院

图书馆的过刊和下架资源，也基本不占用学院图

书馆的基础藏书。
( 五) 为社会读者提供增值服务

高校图书馆可以依托本校专业和资源优势开

展增值服务，如专题信息开发、信息咨询、翻译服

务、科技查新、情报分析等。借助专业增值服务，

图书馆可将校内、校外资源引入馆内，建立起联系

和沟通校内和校外的平台，增进高校教师对企业

需要和产业需求的了解，把握学校教学与科研重

点和方向［7］。广州大学图书馆面向社会专业人员

开展了查新服务，江汉大学图书馆则选派有专业

背景的硕士、博士等学科馆员为东风设计院、神龙

汽车等科研院所和企业提供定点服务［8］。重庆大

学图书馆牵头，多家研究机构联合承担了数字信

息资源建设与利用项目“重庆数字文献信息资源

与服务体系”，并成立重庆数字文献信息服务中

心，为重庆市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品研发、人
才培养等提供信息服务［9］。这些服务扩大了高校

图书馆的社会服务面，也使社会读者获得了高水

平的专业服务。
( 六) 向社会读者开放文化活动

举办文化活动是高校图书馆开展读者服务的

重要途径，如论坛、讲座、展览、文化沙龙、读书会

等。文化活动大多具有开放性，活动涉及的资源

排他性弱，一般情况下社会公众的参与不仅不影

响本校师生参与，而且可以与师生形成互动，增强

活动效果。哈佛大学图书馆就将相当一部分社会

活动和展览向公众开放，在网站的活动通告旁注

明该活动是否向公众开放。高校图书馆既可以将

校内活动向社会开放，也可以引入馆外资源，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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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举办活动，加强与社会公众互动。广州城市职

业学院图书馆多次举办“华夏复兴、衣礼偕行”汉

服文化推广活动，该活动首先在校内举办，之后走

出校门，与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等单位合作，多次

向社会公众展示汉服和中华文华魅力，取得了不

错的效果。

五、结语

高校图书馆在服务社会读者的过程中要做好

服务定位，加强与公共图书馆的合作，结合自身资

源和人才优势，形成与公共图书馆的差异服务格

局。由于各地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水平不一，高

校用户需求和高校图书馆自身的建设和服务情况

各有不同，高校图书馆要因地制宜，形成自己的开

放策略，并根据实施情况不断调整。高校图书馆

可以先小范围“试运行”开放［10］，掌握社会读者特

点，测试图书馆服务压力，逐步探索社会读者管理

方式。高校图书馆还要确保服务政策的公开，将

各种政策通过网站、微信等方式告知读者，满足读

者的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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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on Improving Public Services by Academic Libraries
Under Resource and Patron Refinement Perspective

HE Wen-bo1，FU Yue-an2

( 1． Guangzhou City Polytechnic Library，Guangzhou 510405，China; 2．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Guangzhou Library，Guangzhou 510405，China)

Abstract: Academic libraries，funded by public funds，should take certain responsibility of serving the public，provided that
academic libraries have fulfilled their responsibility of serving faculty and students． A whole process of library service includes two
key elements，i． e．，resources and patrons． For resources，academic libraries get them from two sources，i． e．，resources within
libraries and those out of libraries． Resources within libraries fall into two parts，as are exclusive resources and non-exclusive
resources． Professional patrons should be the priority of public services by academic libraries，while general public and extended
patrons 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 Carefully studying the features of patrons and resources，academic libraries should study how to
improve the usage of academic library resources by non-academic patrons．

Key words: academic libraries; public services; refinement strategy; exclusive resource; non-exclusive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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