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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人 工 智 能（Artificial Intelli-
gence，AI）成为热门话题，人人都在畅想人

工智能时代，AI 为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

化、技术等方方面面带来的巨大改变。对于知

识管理从业者，我们经常会谈到 Web3.0、语义

Wiki、知识图谱、智能搜索等，那么人工智能

与知识管理，究竟是什么关系？人工智能时代

下的知识管理，又将何去何从？

1  人工智能的缘起

让我们先从人工智能的缘起说起。如何

让机器做到人能做的智能的事情？这件事情一

直让许多人着迷。于是就有了 1956 年的一次

研讨会——达特茅斯会议（Dartmouth Work-
shop）[1]。正是这次会议，第一次向世人宣告“人

工智能”一词的诞生。虽然会议并没有达成预

【专稿】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知识管理
◎吴庆海  

行者互联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 100083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旨在探寻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管理新的发展方向。[ 方法 / 过程 ] 通过对人工智

能的缘起与崛起、中国知识管理 20 年历史等进行回顾，发掘两者的内在关联。[ 结果 / 结论 ] 知识管

理进入 KM3.0 阶段，将会与人工智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尤其在智能知识标引、智能知识搜索、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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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成果，但因为会议确定了“人工智能”一

词而名留青史，会议的参与者大都成为该领域

的巨擎。

这个持续近 2 个月的研讨会，重要的参与

者有麦卡锡（John McCarthy）、明斯基（Marvin 
Minsky）、 塞 弗 里 奇（Oliver Selfridge）、 香

农（Claude Shannon）、 纽 厄 尔（Allen New-
ell）、西蒙（Herbert Simon）、所罗门诺夫（Ray 
Solomonoff）等人。当初的参与者后来纷纷开山

立派，成为人工智能领域大神级的人物。

作为这次会议的召集者，麦卡锡被后人称

为“人工智能之父”。他发明了 LISP 语言，先

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建立人工智能

实验室，于 1971 年获得图灵奖，1991 年获得美

国国家科学奖章，2003 年获得富兰克林学院奖

章。明斯基是另外一位积极的参与者，他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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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比肩麦卡锡的 AI 教父级人物。他是 AI 框
架理论的创立者，开发出世界最早的机器人，他

于 1969 年获得图灵奖，是 AI 领域获得图灵奖

的第一人。

图 1  达特茅斯会议

不过，人工智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当

时对人工智能的许多预期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

实质性突破，许多机构都减少了对人工智能研

究的投入，从事人工智能的计算机人才也被同

行看低。直到 60 年后，一场人机围棋大战，又

让世人的目光重新聚焦在人工智能领域。

2  人工智能的崛起

2016 年 3 月，谷歌公司旗下团队研发的

AlphaGo 与围棋世界冠军、职业九段棋手李世

石进行人机大战，并最终以 4比 1的总比分获胜。

2017 年 5 月，在中国乌镇围棋峰会上，它与排

名第一的世界围棋冠军柯洁对战，以 3 比 0 的

总比分获胜。2017 年 10 月，新一代的 AlphaGo 
Zero 采用新的 AI 算法，进行自我学习训练，三

天 100 比 0 完败老版 AlphaGo。
谷歌大中华区渠道事业部总经理白湧先生

曾分享说：谷歌训练第一代 AlphaGo 学围棋

的时间，需要近两年。但训练第二代 AlphaGo 
Zero 的时候，时长没有超过 10 个小时。机器学

习最强大的地方就在于它有自我学习的能力，深

度机器学习让 AlphaGo 引爆人工智能 [2]。

人工智能经过漫长的 60 多年的跌宕起

伏，为什么能够在当下爆发？许多专家都发表

过不同的观点，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随着各

个领域的发展，人类已具备如下三大关键能

力：第一，拥有超大规模的数据；第二，拥有

强大的计算能力；第三，拥有非常优异的算法。

人类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已开始具备这 3 个

方面的重要基础能力。基于数据、算力、算法

的综合运用，驱动人工智能围棋 AlphaGo 战胜

人类，也使其变成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许多人开始意

识到自己的“饭碗”将朝不保夕。斯坦福教授

卡普兰做了一项统计 [3]，美国注册在案的 720
个职业中，有 47% 将被人工智能取代；而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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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端技术、体力劳动为主的国家，这一比例会

高达 70%。2000 年，高盛在纽约总部美国现金

股票交易柜台曾雇佣 600 名交易员。但今天，这

里只剩下两名交易员留守空房。德勤最新开发

的财务机器人，一个机器人可以顶替 15 个财务

人员的工作，而且可以每周 7×24 小时不间断

工作。

未来有哪些工作容易被人工智能代替？又

有哪些工作不容易被人工智所能代替？图 2 左

边蓝色区间表示 AI 会取代并超越人类的工作类

型，右边橙色区间则表示 AI 会成为工具和辅助

的工作类型。可见，未来很难被人工智能所代

替的工作，多为复杂决策、爱心陪伴、创意直

觉、人文精神类的职业，例如企业领导者、商

业服务人员、老师、养老护理员、艺术家、科

学家、心理咨询师、宗教职业者等。

图 2  人工智能可以代替的工作

斯坦福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尼尔逊教授

说：“人工智能是关于知识的学科——怎样表

示知识以及怎样获得知识并使用知识的科学。”[4] 
一方面，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会代替人类的

许多工作。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本身却需要

更多的人来训练自己，需要更多的人来研究知

识表示、知识获得以及知识使用。

对于那些构建人工智能与人类桥梁的角

色，例如各行各业的老师、专家、模型构建者、算

法设计师等，无疑更有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知识管理从业者 KMer 无疑也越来越受到重

视，他们通过经营和管理知识，把隐性知识显

性化，把显性知识标准化，做的其实就是这中

间翻译、转化的桥梁型工作。

2013 年，麦肯锡曾发布全球报告《颠覆技

术 : 即将变革生活、商业和全球经济的进展》，预

测了 12 项可能在 2025 年之前决定未来经济的

颠覆性技术，其中第二名便是知识工作自动化

（Automation of Knowledge Work），并预估该

技术可在 2025 年带来 5.2 万亿至 6.7 万亿美元

的经济效益 [5]。

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知识管理的发展过程。

3  中国 20 年知识管理之旅

如果把 1998 年“知识经济”一词进入中

国作为起始里程碑 [6]，知识管理在中国已经有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9.032

知识管理论坛，2019（6）:32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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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的发展历程了。当我们回顾、整理、分析

过去在中国所发生的重要的知识管理里程碑事

件，就会发现每隔六七年，中国知识管理都会

发生一些重大的蜕变。总结一下，大致可分为

萌芽期、KM1.0 期、KM2.0 期、KM3.0 期等几

个阶段，如图 3 所示：

图 3  中国 20 年知识管理发展之旅

3.1  萌芽期（1998 年 -2004 年）

国外许多学者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研

究知识管理，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于 1996 年发布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重要

报告，定义了知识经济即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

济。1998 年之后，许多公开媒体、杂志、期刊

频现“知识经济”一词，许多高校的学者，如

北京大学董小英，中国人民大学左美云、张斌，浙

江大学顾新建，香港理工大学李荣彬等纷纷开

始研究知识管理，中国知识管理进入萌芽期。

同时，中国知识管理网、中国 CKO 学习型

组织网、中国知网 CNKI 等网站开始创办，王德

禄撰写的《知识管理：竞争力之源》《知识管理

的 IT 实现》、夏敬华等撰写的《知识管理》、董

小英等译的《知识管理十步走》、杨开峰等译的

《哈佛商业评论精粹译丛－知识管理》等书籍陆

续出版，对知识管理相关资讯、方法、理论、案

例的传播、普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7-10]。

一些国际知名的 IT 厂商（例如 IBM、微软

等）、管理咨询公司（例如麦肯锡、贝恩、埃

森哲等）源于自身知识型服务的朴素认知和实

践，洞察到知识管理未来的发展趋势，作为布

道者大力倡导知识管理。惠普还在中国设立了

第一个首席知识官 CKO——高建华，国内的一

些领头羊企业（例如联想、海尔、TCL、三九、东

软等）在这个时间开始纷纷试水。

3.2  KM1.0 期（2005 年 -2011 年）

大约从 2005 年开始，更多的企业（例如中

国移动、丽珠医药、金地集团、招商证券、青

岛啤酒、首都机场、西门子中国、华为等）开

始进一步探索、摸索、践行知识管理，中国知

识管理的各种论坛、沙龙纷纷在各地举办，中

国知识管理发展进入 KM1.0“探索阶段”，一

时间知识管理的热潮蔚然成风。

这一阶段，企业多以建设知识库 IT 系统为

主，重点以文档管理、知识分类、权限设置、知

识搜索、知识门户等为突破点，在企业内部管

理方面多强调规范化管理、标准化管理、一体

化管理。不同组织结合自己的业务特点，都在

探索把知识管理更好地进行落地实施，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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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不同企业在探索知识管理模式的同时，都

希望行业有通用的知识管理术语、框架和模型

可循，这也成为圈内许多知识管理从业者的强

烈诉求。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推动之下，第

一个国家知识管理标准 GB/T 23703.1-2009，集

合众多知识管理实践者及研究者的智慧，于

2009 年正式颁布发行。之后，其它知识管理标

准也陆续被开发出来，至今已发布的知识管理

相关标准达 10 个。

3.3  KM2.0 期（2012 年 -2018 年）

自 2012 年起，受互联网 Web2.0 的冲击和

影响，移动互联网应用方兴未艾且全面、深入

影响社会企业。此时，更多的企业开始入场（例

如中粮研究院、新东方、中国航天、宝钢股份、腾

讯、阿里巴巴、百度等），以知识社区、员工

网络、专家黄页、团队空间、百科词条等新的

方式，继续实践并探索知识管理模式，中国企

业知识管理实践纷纷进入 KM2.0“提升阶段”。

作为国际范围内最具权威的知识管理奖

项，被称为知识型组织的“奥斯卡”——“最

受尊敬的知识型组织”MAKE 大奖于 2011 年被

引入中国，对国内企业组织知识管理实践对标

起到了积极作用。首次评奖，中国内地共有宝

钢股份、招商银行、招商证券、福建网龙、西

门子中国、青岛啤酒、用友软件等 7 家企业获

得了 2011 中国 MAKE 奖，其中招商银行、福

建网龙、西门子中国等 3 家企业当年还获得了

2011 亚洲 MAKE 奖。

随着各个公司之间对标学习的开展，中国

知识管理实践者开始自发形成联盟。从 2014 年

开始，通过众筹、众包等方式，先后在中粮、腾

讯、中国科学院等地举办了知识管理实践者论

坛。来自企业一线的 KMer 欢聚一堂，彼此分

享各自的实践经验，共同学习提升。后来，中

国知识管理联盟 CKMA 成立，并于 2015 年 10
月在北京大红门成功举办首届大会；创新与知

识管理联盟 IKMA 筹备成立，首届大会携手第

9 届亚太 IKMAP 峰会于 2018 年 11 月在杭州成

功举办。

在此期间，全国知识管理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简称“知标委”）于 2015 年 2 月正式

成立并召开了首届大会。知标委由国家知识产

权局负责日常管理和业务指导，秘书处设在中

国标准化研究院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

司，秘书处挂靠单位为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此

外，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

中心主办、《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出版的纯

网络学术期刊《知识管理论坛》（ISSN 2095-
5472，CN11-6036/C），也于 2016 年全新改版

并组建全新编委会。

知识管理最佳案例集《知识 + 实践的秘

密》经过系统策划、众包写作、评审修订，分

别于 2015 年、2017 年推出第一辑、第二辑 [11-12]。

其中，中国航天一院、中粮研究院、华为、新

东方、招商证券、阿里巴巴、越秀集团、东软、奥

雅纳、百度、宝钢、悉地国际、远东控股、西

门子、用友大学等国内企业优秀的知识管理案

例，为读者提供了鲜活而真实的一手珍贵材

料，读者在不同时期反复阅读，都会引发不同

的思考和联想，案例集一经出版便成为 KMer 案
头必备之书。

3.4  KM3.0 期（2019 年 -）
经过多年的韬光养晦、积累沉淀，中国许

多企业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从优秀迈向卓越。

在不断向行业价值高端挺进的过程之中，许多

企业也开始走入无人区、深水区。2019 年，国

际上各种势力角逐愈加激烈，中国更是身处世

界格局变革的漩涡之中。国家竞争态势一再升

级，知识原创的能力也随之提升到一个战略高

度。身处波澜壮阔的时代大背景下，重新思考

和定位知识管理势在必行。

2007 年 全 球 语 义 大 会 上 N. Spivak 等

曾提出，通过社交连接、知识推理两个维

度， 可 以 把 Web 发 展 分 4 个 象 限， 分 别 为

Web1.0、Web2.0、Web3.0 以及 Web4.0（如图 4
所示）[13]。Web3.0 即“语义网”（The Semantic 
Web），就是要在知识推理的维度上提升，强调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9.032

知识管理论坛，2019（6）:321-331



知识管理论坛
2019 年 第 6 期（总第 24 期）

326

知识与知识的连接，强调语义（Semantic），强

调本体（Ontology），而这恰恰也是人工智能技

术的范畴。因此 KM3.0 一定要借人工智能的风

口，再次全面升级。

图 4  Web 发展四个象限

4  知识管理 AI 应用场景

对于企业知识管理者，还需要再深入探

讨如何把人工智能与手头的工作结合起来。这

也是 KM3.0 我们需要思考回答的问题。根据

已有的研究和实践 [14]，目前人工智能时代下

知识管理的应用场景，可以重点从智能知识标

引、智能知识搜索、智能知识创造、智能知识

推送、智能决策支持 5 个方面去突破，如图 5
所示：

图 5  人工智能时代下知识管理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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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展开到许多子场

景，都可以进行深度挖掘。我们需要分析、寻

找、挖掘企业里的痛点，思考如何借助技术和

管理的手段让企业解决痛点问题，并能够实现

最大化收益。下面就展开几个通用场景进行示

意：

4.1  洞察用户画像的应用场景

我们都知道用户的重要性，也希望能够为

用户打上各种各样的标签，逐步形成完整的用

户特征画像。现实中通常可以收集到用户的一

些数据和信息，以期达到这一目的。例如我们

给一位姓名叫 J. K. Rowling 的女士建立用户信

息表，可以包括性别（女）、年龄（28 岁）、教

育程度（硕士）、部门（质量部）、职位（测

试主管）、工作年限（3 年工作经验）、家乡（山

东人）等，如图 6 所示：

图 6  洞察用户画像应用场景

但是，这些数据往往只能形成一般意义

上的“自我”。对于更深层次的“自我”我们

并不得知。如果我们能够收集该用户的更多数

据，例如她是“喵星人”社区的社长、经常参

加各类的学习活动、是“得到 APP”的忠实粉

丝、喜欢在“幕布”上写作分享心得等，通过

行为数据收集与分析，我们得以增补该用户特

征详情之外的更多信息，并从更深入的层面了

解她是谁。

通过分析，这位名叫 J. K. Rowling的用户，其

实很爱学习，有一些知识焦虑，她是一位社交

家，喜欢分享，还喜爱养猫，有爱心，同时是

一位美食家，未来想成为专业作家，想尝试创

新类工作，是一位公益活动志愿者，等等。如

果这些更深层次的“自我”，能够通过自动打

标签进行归类，则无疑可以使企业更加深刻地

洞察用户，真正把商业的本质回归到客户身上。

4.2  员工日常工作的知识化应用场景

员工每天在组织里辛勤工作，基于业务流

程、业务活动、业务场景等完成相应的工作任务。

无论什么性质的工作，一般而言，员工在执行

工作任务之前需要制定工作计划，在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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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之后需要进行工作总结，从而完成“事前－

事中－事后”的完整闭环工作链。

当然，在此工作链上，链接其它许多相关

的场景，例如工作计划场景可以与工作日历场

景链接，工作日历场景又会与项目计划场景、会

议活动场景等链接，工作计划场景可以与项目

总结场景、知识萃取场景等链接。这些工作场

景之间相互关联，要么是工序上下游的强约束

关系，要么是协同协作类的弱耦合关系，我们

可以围绕“事”的层面构建“工作分解结构”（Work 

Breakdown Structure，WBS）。

在理清“事”的层面后，还需要把“知”的

层面与之关联。例如员工在执行某项工作任务

时，其输入除了机器、设备、物料、环境等要

素外，关键还需要有知识经验层面的输入，例

如执行该项工作的标准、规范、流程、指南、案

例、教训等。在执行完该项工作任务后，其输

出除了零件、部件、整机、产品等有形物件外，还

能够有知识层面的产出，例如报告、方案、图

纸、模型、论文、专利、课件等，如图 7 所示：

图 7  员工工作知识化应用场景

我们只有把“人”“事”“知”相互串联

起来，才能基于人、基于事，进行知识的精准

推送。所谓的“知识工作自动化”，无外乎就

是“人”“事”“知”之间精准的匹配。匹配

程度越高，知识工作自动化程度就会越高。目

前许多企业都期望知识管理能够高度嵌入到业

务流程之中，但如果做不到“人”“事”“知”之

间精准的匹配，知识管理与业务的融合就永远

只是一句空话。

4.3  可实现知识管理与业务无缝匹配的应用场景

星巴克公司最近推出了一款名为“我的星

巴克咖啡师”（My Starbucks Barista）的智能手

机应用程序 APP，顾客只需要通过语音或文字

互动，就能进行咖啡等饮料食品的预定、移动

在线支付等（见图 8），这无疑会大大节省用户

排队等候的时间、降低柜台点餐工作人员的劳

动强度，提升整个系统的运营效率。

这款人工智能小助手是典型的问答机器人

范例，涉及到语音识别、自然语言理解、语义

解析（例如分词、属性识别）、规则引擎、机

器学习、多轮对话等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其

中核心也会涉及到知识条目库的构建，需要对

用户常见的问题进行聚类，并进行答案匹配与

回复。再辅以机器自动分析及知识点智能维

护，就会形成一个可以不断学习、进化的客户

服务问答机器人。



329

图 8  星巴克智能问答机器人

5  总结与展望

根据上面所描述的人工智能时代下重要的

知识管理应用场景，我们勾划出人工智能赋能

知识管理的分层技术架构 [15]，包括基础层、技

术层及应用层，如图 9 所示：

图 9  人工智能赋能知识管理技术架构

AI 能力要落地，硬件是必要的载体。人工

智能底层基础支撑层需要相适配的硬件基础设

施（如中央处理器 CPU、图形处理器 GPU、现

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网络、数据库及安全

等），以支撑大规模并行计算、数据存储以及

加速计算等。同时，相应的大数据、算法以及

计算能力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提供了必不可

少的基础。

中间技术层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对应

用层产品智能化程度起到决定性作用。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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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包括感知相关技术、认知相关技术以及 AI
技术开放平台等技术。

上面应用层则是基于基础层、技术层实现

与知识管理不同应用场景的融合，例如针对组

织（即 2B 场景）的知识自动分类、自动聚类、智

能搜索、智能决策等，针对个体（即 2C 场景）的

问答机器人、智能推荐、自动内容创作、自动

翻译等。通过这些场景，人工智能可以真正赋

能知识管理，提升知识管理整体的应用水平。

我们看到，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可谓日新月

异，创新与突破会不断加速，各个行业类似的

应用场景会逐步增多。随着越来越多的业务规

则被标准化编码，那些机械性的、可重复的工

作都会逐步被机器智能所代替，会逐步把人类

的生产力解放出来。那么，另外一些更深层次

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

例如：人类该将何去何从？如果善意的人

工智能创造出丰盛的物质世界，那么人类空闲

的时间和精力该如何打发？人类自身还会剩下

什么是独一无二、无法被人工智能模仿超越的？

是人类的直觉、创意和智慧吗？该如何提升人

类这方面的意识、精神能量层级？未来是否会

进化诞生出新人类？

与 AI 相对应，是否会并行发展出人类智慧

（Human Wisdom, HW）？人类智慧是人类高

级心理意识层面一种特殊的作用方式，其独特

的能动性及创造力，是目前人工智能很难模仿

的；而人工智能面对海量数据，不知疲倦地收

集、存储、运算、分析以及输出等，是否一定

程度上也算得上人类大脑的一个外挂？

参考文献：

[1] 尼克 . 人工智能简史 [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7.
[2] 白湧 . 驾驭数字技术拓展全球市场 [EB/OL].[2018-12-

18]. http://www.sohu.com/a/282895054_802554.
[3] 卡普兰 . 人工智能时代 [M]. 李盼 , 译 . 杭州：浙江人

民出版社 , 2016.
[4] 尼尔逊 . 人工智能原理 [M]. 石纯一 , 等译 . 北京：科

学出版社 , 1984.
[5] MANYIKA J, CHUI M, BUGHIN  J, et al.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advances that will transform life, busines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EB/OL].[2018-05-15]. https://
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mckinsey-digital/
our-insights/disruptive-technologies.

[6] 张永谦 .1998 年的热点——知识经济及其在新一年的

走势 [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 1999(1):18-19,44.
[7] 王德禄 . 知识管理的 IT 实现—朴素的知识管理 [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 2003.
[8] 夏敬华 , 金昕 . 知识管理 [M]//AMT 信息动力丛书 . 北

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 2003.
[9] TIWANA A. 知识管理十步—走整合信息技术、策略与

知识平台 [M]. 董小英，等译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 
2004.

[10] 知识管理 [M]// 哈佛商业评论精粹译丛 . 杨开峰，等

译 . 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04.
[11] 吴庆海 , 王猛 , 夏敬华 . 知识+实践的秘密 [M]. 北京：世

界知识出版社 , 2015.
[12] 吴庆海 , 王宝明 , 宫元年 . 知识 + 实践的秘密（II）[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 2017.
[13] SPIVAK N, BRESLIN J, DAVIS M. What is the evolution 

to 2020? [EB/OL].[2018-12-15].https://project10x.com/
bio_downloads/web3_manifesto_2009.pdf.

[14] 欧阳智，魏琴，肖旭 . 人工智能环境下的知识管理 :
变革发展与系统框架 [J]. 图书与情报，2017(6)：104-
132.

[15] 徐贵宝 . 人工智能技术体系架构探讨 [J]. 电信网技

术，2016(12)：1-6.



331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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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Knowledge management has been developing for 20 years in China. 
With the coming of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at are the new trend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de-
velopment will have to be solved urgently. [Method/process] By reviewing the origin and rise of AI and the 
20-year history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seek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I and KM. [Result/conclusion] As knowledge management enters the KM3.0 stage, it will be more 
and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AI. Especially in intelligent knowledge indexing, intelligent knowledge search, 
intelligent knowledge creation, intelligent knowledge recommendation, intelligent decision supporting and 
other contexts, it has great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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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

过载对社交网络疲倦的影响及其用户差异
分析
◎甘春梅  胡凤玲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广州 510006

摘要：[目的 / 意义 ] 从过载视角探讨引起社交网络疲倦的原因，并考虑性别、年龄、群体（工作群体、

学生群体）和使用时间的差异，为改善社交网络疲倦现象提供建议。[ 方法 / 过程 ] 通过在线问卷搜集

416 份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 t 检验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 结论 ] 结果显示，信息过载、社交过

载和系统过载显著影响社交网络疲倦，其中信息过载的作用最大，其次是系统过载和社交过载。与此同

时，年龄、群体（工作群体、学生群体）在信息过载和系统过载对疲倦的影响上存在差异；性别在社交

过载和系统过载对疲倦的影响上存在差异；使用时间在社交过载和系统过载对疲倦的影响上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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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等的快速发展，社

交网络已经渗透到工作与生活的各个方面。用

户基于不同的动机使用社交网络的不同功能，并

满足其不同需求 [1]。尽管如此，社交网络在给

用户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造成消极的影响，如

用户疲倦。当用户被太多信息淹没或者花费太

多时间去维持线上关系时，用户倾向于避开社

交网络活动，这被称为社交网络疲倦现象 [2]。

实践表明，社交网络用户正面临着信息过载、社

交过载等问题 [3]。而过载往往使用户产生消极

情绪，如疲倦和沮丧等 [4]。此外，社交网络用

户因其性别、年龄等差异在使用行为上也呈现

出差异 [5-6]。那么，不同类型的过载如何影响社

交网络用户疲倦？不同用户之间存在怎样的差

异？对上述问题的阐释将有助于更好地揭示社

交网络用户消极情绪形成的内在机理及其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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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差异，进而更好地消除用户消极情绪并引

导其积极行为。

通过文献调研发现，已有研究利用不同理

论、从不同视角对社交网络疲倦的影响因素进

行过探讨。X. Zhu 和 Z. Bao 指出隐私和印象管

理显著影响社交网络疲倦 [7]。L. F. Bright 等发现

隐私和社交网络自信心对社交网络疲倦产生显

著影响 [8]。基于压力源—应变—结果框架，A. 
Dhir 等指出强迫性社交网络的使用引发社交网

络疲劳 [9]。基于 SOR 模型，A. Luqman 等发现

社交网络的过度使用导致用户产生社交网络疲

倦和技术压力 [10]。C. Maier 等指出系统的复杂

性、社交过载等因素是社交网络疲倦产生的原

因 [11]。T. Ravindran 等认为社交网络疲倦产生的

原因是社交互动以及社交网络的内容变化太快
[12]。S. Kim等认为相关信息过载、开放可达性、参

与感、维持声誉显著影响社交网络疲倦 [13]。M. 
Lim 和 Y. Yang 指出害羞与社交网络倦怠情绪显

著相关 [14]。S. Lian 等发现社交网络疲倦受到社

交网络成瘾的显著影响 [15]。Y. Zhu 和 Z. Bao 认

为印象管理关注、隐私关注和社交过载是引起

社交网络疲倦的重要因素 [16]。刘鲁川等认为个

人因素中的自我效能、沉浸感、隐私关注等对

用户的倦怠情绪产生显著影响 [17]。李旭等发现

过载因素（社交过载、信息过载和服务过载）是

社交媒体倦怠产生的原因 [18]。张敏等指出平台

内部因素会引起用户心理疲劳等负面的情感认

知 [19]。郭佳和曹芬芳发现信息过载、系统功能

过载、社交过载和隐私关注对社交媒体倦怠产

生显著影响 [20]。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李

宏和李微认为，社交媒体倦怠的产生是由平

台、用户和社会 3 个层面的原因所致 [21]。

可以看出，虽然现有文献对社交网络疲倦

的影响因素进行过探讨，也曾关注过载的作用

机理；但较少有研究揭示用户行为差异。考虑

到用户差异对社交网络用户的影响，本研究拟

关注不同类型的过载对社交网络疲倦的作用及

其用户行为差异，以深层次揭示社交网络疲倦

的形成机理。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与模型

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原则，虽然信息技术可

以提高生产率，但当超过某个点之后，技术产

生的收益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更好的技术不

一定带来最大的产量或绩效，这种现象被称为

技术过载 [22]。过载通常涉及对超出个人处理能

力的事物的主观评价和感知 [23]。随着社交网络

的盛行与渗透，用户在使用社交网络过程中也

出现过载现象。

已有研究对社交网络环境下的过载现象进

行了探讨。P. Karr-Wisniewski 和 Y. Lu 认为技

术过载由信息过载、沟通过载和系统功能过载

构成 [22]。A. R. Lee 等从信息过载、沟通过载和

系统功能过载 3 个方面来研究过载的前因及对

其社交网络疲倦的影响 [24]。S. Zhang 等 [25] 和 S. 
Shokouhyar 等 [26] 均提出信息过载、社交过载和

系统过载显著影响社交网络疲倦。

参考 S. Zhang 等 [25] 的研究，本研究将从信

息过载、社交过载和系统过载 3 个维度探究过

载对社交网络疲倦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考虑

群体（工作群体、学生群体）、性别、年龄和

使用时间的差异。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信息过载

社交过载

系统过载

社交网络疲倦

差异分析：性别、年
龄、群体、使用时间

H2

图 1  模型假设

2.2  研究假设

信息过载是指用户在社交网络中接受到的

信息超过了用户的处理能力 [22]。在社交网络环

境下，当用户接收太多的信息而处理这些信息

的能力有限时，就会产生社交网络疲倦 [27]。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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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揭示了信息过载对社交网络疲倦的影响。

W. Chaouali 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和个人环境适

应模型，发现信息过载显著影响社交网络用户

的情感疲倦 [28]。W. Gao 等基于保护动机理论和

信息处理理论，指出信息过载对社交网络疲倦

产生显著影响 [29]。X. Cao 和 J. Sun 基于扩展的

压力源—应变—结果研究模型，认为社交网络

疲倦受到信息过载的显著影响 [30]。L. Yu 等提

出，过载显著影响社交网络疲倦 [31]。面对社交

网络中的大量信息，用户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

和时间从冗余的信息中提取并处理信息，容易

产生疲倦。基于此，提出假设：

H1：信息过载显著影响社交网络疲倦。

社交网络环境下，频繁的社交主要是为了

照顾朋友、取悦他们或解决问题，这被认为是

一种社交过载 [32]。已有研究对社交过载进行研

究，并认为社交过载导致用户产生社交网络疲

倦。C. Maier 等发现，社交过载导致用户的社

交网络疲倦和满意度降低 [11]。X. Zhu 和 Z. Bao
等发现，社交过载显著影响社交网络疲倦 [7]。

T. Ravindranr 认为，社交网络疲倦的体验可能来

自社交网络上朋友的社交动态或社交互动 [12]。

在社交网络中需要给他人提供太多的社会支持

时，用户更容易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继而

产生疲倦。基于此，提出假设：

H2：社交过载显著影响社交网络疲倦。

系统过载是指给定的技术对于给定的任务

来说过于复杂 [22]。虽然添加特性功能会使产品

更加独特并提高效率，但过多的功能可能会让

用户不堪重负，产生过载 [33]。已有研究对系统

过载和社交网络疲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S. 
Shokouhyar 等认为，系统功能过载显著影响用

户的社交网络疲倦 [26]。S. Zhang 等发现，系统

功能过载是引起不满意和社交网络疲倦方面的

压力源 [25]。A. R. Lee 等提出，系统功能过载对

社交网络疲倦产生显著影响 [24]。当社交网络的

功能太复杂或更新频率太快时，用户需要花费

更多的时间去理解和适应新的功能，这可能引

起用户的疲倦感。基于此，提出假设：

H3：系统过载显著影响社交网络疲倦。

此外，已有不少文献对社交网络用户行为

表现的个体差异进行了研究。有学者研究社交

网络使用意愿上的个体差异，发现性别、年龄、使

用频率和使用时间在社交网络使用意愿和使用

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 [28-32]。更进一步，有研究

指出不同性别和年龄的用户对社交网络隐私问

题的关注程度也存在差异 [33-34]，社交网络的使

用频率对微信“朋友圈”的参与行为产生影响 [41]

以及自我表达行为在性别上存在差异 [42]。基于

此，本研究拟探讨性别、年龄、群体（工作群体、学

生群体）和使用时间在社交网络疲倦上表现出

的差异。

3  研究设计

3.1  量表设计

为保证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的测

度项均来自已有的研究。此外，结合本研究的

情景和目的，对原测度项进行完善与修改。

其中，信息过载和系统过载测度项均来源于 P. 
Karr-Wisniewski 和 Y. Lu[22]，社交过载测度项来

源于 C. Maier 等 [32]，社交网络疲倦测度项来源

于 C. Maier 等 [32] 和 E. Åhsberg[43]。

为保证问卷的信度和效度，笔者首先咨询

了 2 位图情领域专家，根据他们的意见对语境

和题项进行了修改；然后邀请 24 名社交网络用

户进行问卷预测试，并针对他们的反馈意见对

问卷的部分题项和表达进行了修改，得到最终

的问卷。问卷测度项采用李克特 7 级量表进行

评分，其中 1 表示“非常不同意”，4 表示“中

立”，7 表示“非常同意”。

3.2  数据搜集

本研究选取在校学生和工作群体中的社交

网络用户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在线发放问卷，采

用滚雪球的方式共收集问卷 443 份，剔除无

效问卷 27 份（勾选同一个答案或者全选非常

同意或者非常不同意的问卷），获得有效问卷

416 份。

表 1 显示了有效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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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39.9% 的用户是男性，60.1% 的用户

是女性；22 岁及以下的用户占 38.3%，23 岁及

以上的用户占 61.7%；60.8% 的用户拥有本科学

历；83.2% 的用户使用时间为 3 年及以上；83.4%
的用户每天频繁使用；而学生和工作群体的用

户占比分别为 49% 和 51%。

表 1  有效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N=416）

题项 频率 百分比（%） 题项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166 39.9 群体 学生 204 49.0

女 250 60.1 工作 212 51.0
年龄 小于18 9 2.2 使用时间 半年以内 13 3.1

18-22 150 36.1 半年-1年（含半年） 8 1.9
23-27 148 35.6 1-2年（含1年） 19 4.6
28-31 70 16.8 2-3年（含2年） 30 7.2
32-36 23 5.5 3年及以上 346 83.2

37及以上 16 3.8 使用频率 每天频繁 347 83.4
教育背景 本科以下 66 15.9 每天使用十几次 25 6.0

本科 253 60.8 每天使用几次 28 6.7
硕士 83 19.9 每天使用一次 2 0.5
博士 14 3. 4 每周使用几次 5 1.2

很少使用 9 2.2

4  数据分析

4.1  信效度分析

信度分析采用 Cronbach’s α 信度系数，当

α系数大于 0.7可以认为量表的可信度较高 [44]。

效度分析包括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其中结构

效度包括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效度分析的主

要测量指标有因子载荷、CR 和 AVE 值 [45]。一

般认为因子载荷和 CR 值大于 0.7 时量表可信度

较高，AVE 的阀值是 0.5[46]。由表 2 可以看出，量

表具有可靠的信度和效度。此外，区分效度反

映了不同测度项之间的相关性，当每个变量的

AVE 平方根（对角线的元素）大于与其他变量

的相关系数（非对角线元素）时，说明变量有

很好的区分效度 [44]。由表 2 可以看出，量表有

很好的区分效度。

表 2  信度效度和区分效度

变量 测度项 因子载荷 CR AVE Cronbach’s α INO SOO SYO EXH
信息过载
（INO）

INO1 0.789
0.860 0.672 0.754 0.819INO2 0.884

INO3 0.782
社交过载
（SOO）

SOO1 0.852

0.908 0.664 0.875 0.539 0.815
SOO2 0.872
SOO3 0.762
SOO4 0.795
SOO5 0.789

系统过载
（SYO）

SYO1 0.806

0.905 0.704 0.860 0.543 0.499 0.839
SYO2 0.850
SYO3 0.842
SYO4 0.856

社交疲倦
（EXH）

EXH1 0.920

0.954 0.840 0.936 0.632 0.563 0.590 0.916
EXH2 0.921
EXH3 0.901
EXH4 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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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结构方程模型

使用 Smartpls 3.0 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验

证，结果如图 2 所示。可以看出，社交网络疲

倦被解释的方差比为 51.7%。并且所有路径都显

著，即假设 H1，H2 和 H3 均成立。

信息过载

社交过载

系统过载

社交网络疲倦

（R2=51.7%）

图 2  路径系数及其显著性（***p<0.001）

4.3  差异分析

进一步，分别按照年龄、性别、群体（工

作群体、学生群体）和使用时间对用户进行分

组，对每个分组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具体

结果如下：

（1）性别的差异分析。性别差异分析的结

果如表 3 所示。可以看出，社交过载和系统过

载对不同性别群体社交网络疲倦的影响存在显

著差异。男性更容易受到社交过载的影响而产

生社交网络疲倦，而女性更容易受到系统过载

的影响而产生社交网络疲倦。虽然信息过载对

男女生群体的社交网络疲倦产生显著影响，但

是性别在信息过载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3  性别差异分析

路径
男（N1=166） 女（N2=250）

T值比较
路径系数 T值 路径系数 T值

INO-EXH 0.359 5.276*** 0.362 5.741*** n/a

SOO-EXH 0.275 3.417** 0.207 3.267** 9.823***

SYO-EXH 0.256 2.745** 0.29 4.808*** -4.592***

注：***p<0.001，**p<0.01，n/a 表示不显著

（2）年龄的差异分析。以 23 岁为界限，将

年龄分为两组进行差异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可以看出，不同年龄的群体在信息过载和系统

过载上存在显著差异。年龄较小的群体容易受

到信息过载的影响而产生社交网络疲倦，而年

龄较大的群体更容易受到系统过载的影响而产

生社交疲倦。虽然对于不同年龄群体，社交过

载对社交网络疲倦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年龄在

社交过载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3）群体（工作群体、学生群体）的差异

分析。表 5 显示了群体差异分析结果。可以看

出，学生群体和工作群体在社交网络疲倦上存

在差异。学生更容易受到信息过载的影响而产

生社交网络疲倦，而工作群体更容易因系统过

载而产生社交网络疲倦。此外，学生群体中，社

交过载对社交网络疲倦产生显著影响，而工作

群体中，社交过载对社交网络疲倦不产生显著

影响。

表 4  年龄差异分析

路径
22岁以下（N1=159） 23岁以上（N2=257）

T值比较
路径系数 T值 路径系数 T值

INO-EXH 0.406 5.633*** 0.31 4.725*** 14.990***

SOO-EXH 0.243 3.464** 0.23 3.010** n/a

SYO-EXH 0.248 3.272** 0.295 3.479** -5.728***

注：***p<0.001，**p<0.01，n/a 表示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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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群体差异分析

路径
学生（N1=204） 工作（N2=212）

T值比较
路径系数 T值 路径系数 T值

INO-EXH 0.446 7.274*** 0.263 4.009*** 28.885***

SOO-EXH 0.319 6.207*** 0.117 1.305 n/a

SYO-EXH 0.154 2.375* 0.412 4.281*** -33.163***

注：***p<0.001，*p<0.05，n/a 表示不显著

（4）使用时间的差异分析。以 3 年的使

用时间为界限，将用户群体划分为使用时间在

3 年以下的群体和使用时间在 3 年及以上的群

体，结果如表 6 所示。可以看出，两组群体在

社交网络疲倦上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使用经

历在 3 年及以上的群体，使用经历在 3 年以下

的群体社交过载和系统过载对社交网络疲倦的

影响更大。其中，对于使用经历 3 年及以上的

用户，信息过载会对社交网络疲倦产生影响，而

使用经历在 3 年以下的用户则不受影响。

表 6  使用时间差异分析

路径
3年以下（N1=70） 3年及以上（N2=346）

T值比较
路径系数 T值 路径系数 T值

INO-EXH 0.097 0.842 0.384 7.811*** n/a

SOO-EXH 0.354 2.987** 0.218 4.051*** 14.826***

SYO-EXH 0.376 3.472** 0.278 4.826*** 10.859***

注：***p<0.001，**p<0.01，n/a 表示不显著

5  讨论

5.1  结果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社交网络疲倦的影响因素

及其用户行为的差异。具体来说，本研究考虑

信息过载、社交过载、系统过载对社交网络疲

倦的影响，并关注性别、年龄、群体、使用时

间上的差异。结果显示，信息过载显著影响社

交网络疲倦，且发挥的作用最大。这一结论与

W. Chaouali[28]、M. Wang 和 D. Li[47] 的研究结果

一致。信息相关性和信息过载之间存在一个阈

值，超过这个阈值时，过多的信息将造成信息

过载 [24]。社交网络充斥着各种冗余信息，从社

交网络中搜寻所需的信息需耗费用户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这往往导致用户产生疲倦。例如，当

微信群中聊天信息太多时，用户需从大量的信

息中“爬楼”到所需的有用信息，这通常令人

感到疲倦。

研究也显示，系统过载显著影响社交网络

疲倦，这一结论与 S. B. Choi 和 M. S. Lim[4]、A. 
R. Lee 等 [24] 的研究结果一致。信息技术的发展

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但当软件的功能太

复杂、更新太频繁时，同样给用户的使用带来

困难 [48]。用户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学习和适应

新功能，这可能导致社交网络疲倦。

与此同时，社交过载显著影响社交网络疲

倦，其发挥的影响最小。这一发现与 X. Xiao 和

T. Wang[38]、J. Lo[49] 的研究结果一致。在社交

网络中，用户在接受他人帮助的同时也会给予

他人社会支持。但当用户需要提供的社会支持

太多，以至于耗费太多时间和精力时，用户通

常会感觉到疲倦 [50]。例如，当用户需要对消息

即时回复并努力地与朋友维持社交网络上的联

系，用户将感到疲倦 [51]。又如，在微信上有很

多的私信需要处理和回复，而回复这些消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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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用户正常的生活或工作产生冲突，容易造

成用户疲倦 [24]。

此外，差异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在社交过

载和系统过载对社交网络疲倦的影响上存在差

异。男性更容易受到社交过载的影响而产生社

交网络疲倦。原因可能是，相对于女性，男性

不善于处理社交关系。女性则更容易受到系统

过载的影响而产生社交网络疲倦。这可能与女

性对系统和软件的兴趣低于男性有关。

年龄在信息过载和系统过载对社交网络

疲倦的影响上存在差异。年龄较小的群体倾向

于受到信息过载的影响而产生社交网络疲倦。

实际生活中，年龄较小的群体可能由于处理信

息经验较少，面对社交网络上需要处理的大量

信息容易产生疲倦。而年龄较大的群体更容易

受到系统过载的影响而产生社交疲倦。对于年

龄稍大的群体，可能由于对新事物的接受力较

弱，更容易因为系统的复杂功能而产生社交网

络疲倦。

群体在信息过载和系统过载对社交网络疲

倦的影响上存在差异。学生更容易因为信息过

载而产生社交网络疲倦。这可能是由于学生群

体关注较多的线上信息，过多的信息造成了疲

倦的产生。而工作群体更容易因系统过载而产

生社交网络疲倦。工作群体讲究效率至上，过

于复杂的功能和设计容易使用户感到疲倦。在

工作群体中，社交过载对社交网络疲倦不产生

显著影响，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在工作氛围

下，社交被看作是一种工作需求，社交过载并

不会导致疲倦。

使用时间在社交过载和系统过载对社交网

络疲倦的影响上存在差异。使用经历在 3 年及

以上的群体更容易受到社交过载和系统过载的

影响产生社交网络疲倦。随着用户使用社交网

络时间的增长，用户社交网络上的朋友数量也

会增加，用户更容易因过多的线上社交而产生

疲倦；此外，用户使用社交网络的时间越长，就

会习惯软件的旧功能，容易因系统功能的变动

产生疲倦。对于使用社交网络时间较短的用户

来说，信息过载对社交网络疲倦不产生显著影

响。这可能是由于用户使用社交网络的时间较

短，积累的信息仍在其信息处理能力范围内，不

容易产生疲倦。

5.2  研究意义

本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理论上来看，本研究关注不同类型过载对社

交网络疲倦的作用及其用户行为差异。虽然以

往的研究探讨了过载的影响，但较少研究阐释

用户行为差异；且已有研究主要使用学生样本

进行分析。本研究尝试对用户行为进行差异分

析，并搜集不同来源的样本以揭示性别、年龄、群

体和使用时间对用户行为造成的不同影响。这

一研究将丰富与拓展现有社交网络用户行为的

研究。

从实践上来看，本研究结论对社交网络服

务提供商更有效地引导用户的积极行为提供理

论指导。一方面，服务提供商可从信息提供方

面进行改善以减少用户疲倦。例如，可以减少

无用的广告信息，或者提供信息分类和整理功

能方便用户筛选和整理信息。另一方面，服务

提供商可从社交过载角度采取措施。例如，设

置用户分组、特别提醒或者屏蔽等功能减少用

户的社交负担。与此同时，服务提供商还可以

从系统过载角度考虑。可以通过提供详细的软

件更新指导等措施减少新功能对用户造成的压

力和疲倦。此外，服务提供商也需要从用户差

异角度考虑，针对不同性别、年龄、群体和新

老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例如，向使用社交网

络时间较长的“老”用户推送软件更新指导，减

少用户因为系统过载而产生的疲倦。

对于用户来说，可考虑从信息、社交和系

统 3 个方面进行适当的调节以缓解社交网络疲

倦。例如，通过过滤社交网络上对自己不那么

重要的信息、屏蔽部分聊天群、对好友进行分

组管理等措施来减少社交网络带来的疲倦。

5.3  研究局限性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主要体现在：首先，本研究主要考虑过载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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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理，而造成社交网络疲倦的因素还有很

多，如害怕错失。进一步的研究可同时考虑其

他心理要素的影响。其次，本研究主要关注社

交网络这一情境，后续研究可考虑关注不同平

台（如微博等）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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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服务是高校图书馆（以下简称“高校

馆”）服务教学和科研的知识服务，在我国发

展已经十余年。然而长期以来，学科服务主要

服务于科研，对教学的支持力度较弱。在“双

一流”建设背景下，如何深化高校学科服务，

提高图书馆对高校师生教学的支持力度，以及

如何通过改善服务方式，丰富服务内容，实现

学科服务的转型升级，促进高校教育教学质量

摘要：[ 目的 / 意义 ] 考察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开展课程服务的现状，发掘其对我国高校图书馆开

展课程服务的参考价值，提高我国高校图书馆支持世界一流大学教育建设的能力。[ 方法 / 过程 ]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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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是值得高校图书馆界思考的问题。

长期以来，国外一流高校的图书馆面向师

生提供教学支持服务（简称“教学服务”），

其重要形式之一就是课程服务。课程服务是高

校图书馆开展的以服务学校学科建设、教学改

革、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为目标的精准面向教

育教学的课程级粒度的学科服务。课程服务既

是高校馆教学支持服务的新方式，也是学科服

【学术探索】

高校图书馆开展课程服务现状及启示
            ——基于 38 所世界一流大学的调研

◎付希金 1  张小男 2  庞博 2

1 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长春 130117
2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长春 13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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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新方式。笔者在总结课程服务理论研究的

基础上，从高校馆开展课程服务的内容、服务

依托的信息技术环境等方面出发，对世界一流

大学的图书馆开展课程服务情况进行广泛调查

和深入分析，为我国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图书馆，

促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出对策建议。

1  国内外高校课程服务研究现状

课程服务在高校图书馆学术领域被明确提

出是在 2011 年。初景利教授在文章中指出“斯

坦福大学工程图书馆服务中包括课程服务”[1]；

朱强教授在文章中指出“课程服务方面，哈佛

商学院图书馆为商学院的几乎每一门课程都作

了大量工作”[2]，将课程服务定义为“围绕着课

程教学与学习而提供的特色服务”，并将其分

为基本课程服务和课程全程跟踪的深度服务 [3]。

2012 年开始，国内有学者提出高校图书馆应开

展课程服务实践。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刘万国

研究馆员在“2012 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暨

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之馆长论坛

中明确提出“让图书馆员利用信息技术做课程

服务，帮助教师进行学科建设”[4]。2013 年，

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闫娜在总结美国大学图书

馆十大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国内大学图书

馆可以考虑融入教学环境提供深度课程服务”[5]。

1.1  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部分高校馆在课程服务方面已

经有了一定的实践研究。北京工商大学图书馆

开展了以“为全校重点课程提供课程引导服务

为目标”的课程服务，先期为食品学院和外国

语学院开设的专业课和公共课建立课程导引，

包括授课内容的最新信息，课程教材、教辅材

料及视听资料的收集、查找和保留，提供全程

跟踪服务等 [6]；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图书馆以课

程相关的国内外优质教学资源及图书馆信息资

源为基础，构建以课程为中心的学习平台，依

托学习资源中心开展课程服务，提供教学资源

仓储 [7]；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依托 LibGuides 为

“可再生能源”新生研讨课发布课程指南，在

学科馆员指导下，学生进行内容建设 [8]，还依

托 Pad 移动学习终端、无线网络环境、各类软

件技术与相关的网络平台，面向“燃烧学”与“制

造技术”两门本科精品课程的教学过程，推出

以移动学习为基础的嵌入式学科服务 [9]；东北

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依托 Blackboard 课程

管理系统开展资源推送服务、辅助课程建设服

务、课程教学改革服务和支持学生自主学习的

MOOC 服务等课程服务实践 [10]，近年来又开展

了面向教师建设网络课程的教育技术培训以及

嵌入课程式信息素养教育。重庆大学图书馆开

展了以课程资源服务和课程知识服务为主要内

容的嵌入式课程服务实践 [11]。然而，我国高校

馆课程服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图书馆课程服务

之间仍有一定差距。我国高校图书馆仍需努力

转型，创新教学支持服务 [12]，尽快完善课程

馆员服务体系，提高课程馆员为教学服务的能

力 [13]，在课程建设决策、课程信息咨询、国内

外前沿课程引进与交流、嵌入课程服务等多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14]。

1.2  国外研究现状    
世界范围内，北美地区的高校馆围绕课程

教学开展的服务实践与研究起步较早。美国普

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设有课程服务组 (Reserves 
Department)，课程馆员提供文献搜集、电子资

源建设、知识服务等系列课程服务 [15]。美国达

特茅斯大学图书馆 [16] 和俄亥俄大学图书馆 [17] 
通过创建课程指南（Course Guides）服务，为

读者提供课程资源。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图书馆

则将课程指南页面嵌入其课程管理系统（Course 
Management System，CMS）中 [18]。研究表明嵌

入CMS的课程指南能够提升大学生学习效果 [19]。

美国哈佛商学院图书馆采用课程辅助模式，收

集课程教材、教辅材料及视听资料，提供基于

授课内容的最新信息，为教师教育技术和信息

技术应用方面提供帮助等 [2]，与授课教师合作

开展课程设计已成为高校图书馆员新的发展契

机 [20]。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康奈尔大学

图书馆借助课程资源管理软件，自建电子教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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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为在校师生提供课程服务 [21]。纽约城市

大学史坦顿岛学院图书馆 [22] 和加州大学梅里亚

姆图书馆 [23] 不约而同地将图书馆资源、链接资

源或信息素养教育等课程相关资源整合进课程

管理系统，强化传统的图书馆教学。

上述国内外研究虽为了解高校馆课程服

务相关情况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这些研究

均针对课程服务具体案例进行介绍，更多地

偏重于微观层面课程服务的方式和内容，而

尚未从中观视角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图书馆课

程服务的理念思路、方法内容等进行调查分

析，尚未能充分揭示课程服务发展现状、发

展思路、发展脉络和发展趋势，尚未对课程

服务进行归纳、总结、概括和有机梳理，由

此得出的经验对我国建设一流大学图书馆，

发挥高校图书馆学术价值，促进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略显单薄。因此，笔者试图通过较全

面的文献和网站调查，尽可能充分勾勒，并

分析世界一流大学的图书馆开展课程服务的

现状及趋势，并结合我国高校馆开展课程服

务情况，探讨其成功经验对我国高校图书馆

课程服务发展的启示，提出相应对策。

2  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课程服务内
容调查与分析

世界一流大学通常是指学科实力雄厚、

学术大师云集、声望享誉世界、世界排名前列

的研究型大学。目前比较公认世界大学排行榜

主要有：《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

学排名、英国高等教育资讯和分析数据提供商

（QS）世界大学排名以及《美国新闻与世界

报道》（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鉴于教学

和学习环境在THE评价标准中占有较高权重，

与教学支持服务具有更高的契合度，因此，选

择 THE 世界大学排名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判

定依据。

2.1  网站调查及总体分析

文章将 THE 排名前 60 位大学列为初步调

查对象，对其图书馆进行网络调查，发现其中

有 38 所大学的图书馆开展了课程服务，占调

查总数的 63.3%。此后重点对这 38 所高校馆进

行深入调查，调查时间为 2019 年 2 月 1 日至 5
月 15 日。基于调查分析，将课程服务主要内容

归纳为三类：课程教参服务（Course Reserves 
Services，CRS）、 课 程 指 南 服 务（Course 
Guides Services，CGS） 以 及 课 程 管 理 系 统

服 务（Course Management System Services，
CMSS）。38 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图书馆开展课

程服务情况见表 1。
通过分析表 1 发现，在开展课程服务的 38

家高校馆中，美国有 29 家，占 76.3%，之后是

中国和加拿大均有 3 家，各占 7.9%，英国、澳

大利亚、新加坡各 1 家。可以看出北美地区的

课程服务开展得最好，比例超过了 84.2%，其次

是亚洲地区，占比 10.5%，而欧洲地区的一流大

学较少开展课程服务。从高校馆开展课程服务

内容的丰富程度来看，哈佛大学、耶鲁大学、

杜克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麦吉尔大学和

布朗大学等高校馆开展的课程服务较为充分，

实现了 3 类课程服务内容的全覆盖。

从开展服务的广泛性来看，开展课程教

参服务的高校馆有 34 家，占 89.5%，排名第

一；开展课程指南服务的高校馆有 18 家，占

47.4%，排名第二；开展课程管理系统服务的高

校馆有 15 家，占 39.5%，排名第三。研究发现，

凡是开展了课程指南服务的高校馆，除斯坦福

大学图书馆外，均同时开展了课程教参服务。

2.2-2.4 部分将对三类服务内容及方式进行详细

分析。

2.2  课程教参服务分析

调查发现，课程教参服务已成为课程服

务的最主要内容。在 34 家开展课程教参服

务的高校馆中，有 22 家开展课程教参服务

所依托的技术环境是课程教参平台（Course 
Reserves Platform，CRP），其余 12 家所依

托的技术环境是图书馆网站。22 家依托 CRP
开展课程教参服务的高校馆及其信息技术环

境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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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8 所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开展课程服务情况

所在高校
课程服务

所在高校
课程服务

CRS CGS CMSS CRS CGS CMSS

斯坦福大学[24] √ √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43] √ √

麻省理工学院[25] √ 北京大学[44] √

加州理工学院[26] √ 佐治亚理工学院[45] √

哈佛大学[27] √ √ √ 墨尔本大学[46] √

普林斯顿大学[28] √ √ 香港大学[47] √

耶鲁大学[29] √ √ √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48] √ √ √

芝加哥大学[30] √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49] √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31] √ √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50] √

宾夕法尼亚大学[32] √ √ 卡罗琳医学院[51] √

哥伦比亚大学[33] √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52] √ √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34] √ √ 麦吉尔大学[53] √ √ √

杜克大学[35] √ √ √ 香港科技大学[54] √ √

康奈尔大学[36] √ √ 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55] √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37]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56] √ √

多伦多大学[38] √ √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57] √ √

卡耐基梅隆大学[39] √ √ 布朗大学[58] √ √ √

西北大学[40] √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59] √

纽约大学[41] √ √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60] √ √

华盛顿大学[42] √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61] √ √

表 2  22 家依托 CRP 开展课程教参服务的高校图书馆及其信息技术环境

所在高校 CRP
商用

/开源

是否

CMS
所在高校 CRP

商用

/开源

是否

CMS

普林斯顿大学 Blackboard 商用 是 哈佛大学 Canvas 商用 是

芝加哥大学 Blackboard 商用 是 宾夕法尼亚大学 Canvas 商用 是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Blackboard 商用 是 布朗大学 Canvas 商用 是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Blackboard 商用 是 麻省理工学院 Docutek Eres 商用 否

西北大学 Blackboard 商用 是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Docutek Eres 商用 否

耶鲁大学 Sakai 开源 是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Moodle 开源 是

哥伦比亚大学 Sakai 开源 是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WebCT 商用 是

杜克大学 Sakai 开源 是 麦吉尔大学 WebCT 商用 是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Sakai 开源 是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LibGuides CMS 商用 是

纽约大学 BobCat 商用 是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EBSCO 商用 否

北京大学 Unicorn 自主 否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Primo 商用 否

由表 2 可知：①课程教参平台 CRP 已成为

高校馆开展课程教参服务的主要技术环境，占

64.7%；②使用商用 CRP 的高校馆有 16 家，占

72.7%，相对于开源平台和自主研发，商用 CRP
已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图书馆教参服务的主要

技术选择；③在商用 CRP 中，Blackboard 应用

最为广泛，有 5 家图书馆使用，占商用软件的

31.3%，如果考虑 Blackboard 公司已于 2005 年

收购了 WebCT，那么这一比例则超过 43.8%；

④使用 Blackboard、Sakai、Canvas、Moodl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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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管理系统作为 CRP 的高校馆有 17 家，占

CRP 总数的 77.3%，课程管理系统已成为国外

高校馆教参平台的主流选择。

2.3  课程指南服务分析

课程指南服务已成为高校馆课程服务的

典型内容。在所依托的技术环境方面，高

校馆均使用课程指南平台（Course Guides 
Platform，CGP）开展课程指南服务。分析

开展课程指南的高校馆所在国家发现，美国

有 16 所，中国和新加坡各有 1 所。18 家依托

CGP 开展课程指南服务的高校馆及其信息技

术环境见表 3。

表 3  18 家依托 CGP 开展课程指南服务的高校图书馆及其信息技术环境

所在高校 CGP
是否使用学科

指南系统
所在高校 CGP

是否使用学科

指南系统

斯坦福大学

图书馆网站

集成课程指

南平台

否 康奈尔大学 LibGuides 是

麦吉尔大学 否 卡耐基梅隆大学 LibGuides 是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否 纽约大学 LibGuides 是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否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LibGuides 是

哈佛大学 LibGuides 是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LibGuides 是

普林斯顿大学 LibGuides 是 香港科技大学 LibGuides 是

耶鲁大学 LibGuides 是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LibGuides 是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LibGuides 是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LibGuides 是

杜克大学 LibGuides 是 布朗大学 LibGuides 是

由表 3 可知：①有 14 家高校馆采用学科

指南系统（Subject Guides System，SGS）作为

CGP，占 77.8%，学科指南系统已成为高校馆的

课程指南平台的主流技术选择；②在学科指南

系统中，LibGuides 平台是唯一选择，并已成为

高校馆开展课程指南服务不可或缺的技术环境；

③课程指南服务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图书馆教

学支持服务内容已是大势所趋。

调查发现，基于主页集成平台的课程指南通

常只是将读者导引到学科馆员个人主页或联系方

式，而基于 LibGuides 的课程指南则提供包括课

程资源、信息素养、论文写作等更为丰富具体的

课程服务内容。相比学科指南而言，课程指南需

要高校馆在指南建设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

需要做更加精细化的资源分类和整理。根据美国

大学图书馆员的统计发现，针对特定课程设计的

指南的使用量要明显高于综合类的学科指南，如

果要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图书馆员必须从传统

的以学科类别来组织图书馆资源转向以课程来组

织 [62]。可见，相比学科指南的大粒度学习资源，

课程指南服务提供的课程级粒度的学习资源更能

精准地满足学生对学习和研究的需求。

2.4  课程管理系统服务分析

调研发现，课程管理系统服务主要内容可

以归纳为三个方面：CMS 信息技术支持服务、

整合 CMS 课程的资源服务以及嵌入 CMS 课程

的信息素养教育。传统上，对高校课程管理系

统的技术支持通常由教育技术中心或信息技术

中心负责。调查发现，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等 8 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图书馆直接开

展了课程管理系统教育技术支持服务，并且建

设了完善的 CMS 支持体系和工作团队。卡洛琳

医学院、杜克大学等 6 所高校馆开展了嵌入课

程管理系统具体课程的资源服务；威斯康辛大

学麦迪逊分校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2 所高校馆

则开展了嵌入课程管理系统具体课程的信息素

养教育。15 家开展课程管理系统服务的高校馆

及其信息技术环境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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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5 家开展课程管理系统服务的高校图书馆及其信息技术环境

所在高校 CMS
服务内容

CMS信息技术支持服务 整合CMS课程的资源服务
嵌入CMS课程的信息

素养教育

斯坦福大学 Sakai √

哈佛大学 Canvas √

耶鲁大学 Sakai √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Blackboard √

宾夕法尼亚大学 Canvas √

多伦多大学 Blackboard √

墨尔本大学 Blackboard √

卡罗琳医学院 ping pong √ √

杜克大学 Sakai √

麦吉尔大学 WebCT √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Moodle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Blackboard √

布朗大学 Canvas √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Moodle √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WebCT √

由表 4 可知：①有 8 家高校馆开展 CMS 信

息技术支持服务，占 38 所提供课程服务的高校

馆总数的 21.1%，CMS 信息技术支持服务已成

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图书馆一项新兴的教学服务

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服务传统上由高校

的教育技术中心或信息技术中心负责，这表明

世界一流高校图书馆已逐渐成为高校师生技术

赋能教育的重要支撑力量；② CMS 信息技术

支持服务主要面向的技术环境是 Blackboard 和

Canvas；③ 15 家高校馆中，仅有卡罗琳医学院

同时开展了 2 项服务，一方面说明 CMS 服务是

课程服务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也表明

高校馆开展 CMS 服务任重道远；④依托 CMS
开展具体课程的资源整合服务和嵌入 CMS 的信

息素养教育是高校馆资源服务与信息素养教育

的新趋势。

调查发现，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

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杜克大学、英

属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纽约大学等 8 所高校馆开展课程服务过程中将

CMS 当做 CRS 使用，例如，哈佛大学将 Canvas 

CMS 作为 CRS，从而有效地将课程教参资源嵌

入到 CMS，促进课程教参资源的使用效率的提

高；哈佛大学、杜克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麦吉尔大学等 4 所高校馆开展课程服务过程中

有机地整合了 CMS 和 CGS，例如，杜克大学

将 LibGuides CGS 具体课程的课程指南嵌入到

Sakai CMS 相应的课程中，促进课程资源和图书

馆服务易用率的提高；哈佛大学、杜克大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 3高校馆有一个共同特点，

即在开展课程服务过程中同时整合了 CMS、
CRS 和 CGS 三种信息技术平台，成为信息技术

助力高校馆课程服务的典型代表。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① CRP、
CGP 和 CMS 是世界一流高校馆课程服务的主要

技术环境；②综合使用三种信息技术环境构建

起课程服务环境（Course Service Environment，
CSE）是开展课程服务的发展趋势；③使用课

程管理系统作为课程教参平台，将其合二为

一，能够有效提升图书馆资源服务与高校课程

教学的整合对接程度；④同时开展两类以上服

务的有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 22 所高校，占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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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课程服务高校的 57.9%，这表明既依托

CMS 开展课程服务又支持 CMS 在本校的教育

技术应用，既依托技术环境开展课程服务又对

信息技术环境提供支持服务，是世界一流高校

馆课程服务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

3  对我国高校图书馆课程服务发展
的启示 
3.1  以课程服务作为学科服务先导

我国高校图书馆在开展学科服务过程中，

应努力开展包括课程教参服务、课程指南服务、

课程管理系统服务及其它教学支持服务在内的

面向师生教学的课程服务，将课程服务作为学

科服务的先导和先锋，以精品意识统领课程服

务，以示范意识统领学科服务，做到课程服务

出精品，学科服务做示范，课程服务以点带面，

学科服务点面结合，既发挥课程服务精准定位

精细到位的优势，又发挥学科服务广泛覆盖穿

针引线的优点，从而实现对教学支持和科研支

持两手抓，使图书馆成为世界一流高校人才培

养和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支柱。

3.2  依托信息技术环境开展课程服务

我国高校图书馆应着力依托课程教参平台、

课程指南平台和课程管理系统等信息技术环境

开展课程服务，构建面向课程服务的虚拟服务

环境（Virtual Service Environment，VSE）。应

重视与高校教务管理部门和研究生培养部门密

切合作，使用学校已有的课程管理系统为我所

用，将课程管理系统纳入课程教参平台或直接

使用课程管理系统作为课程教参平台，从而节

省教参平台采购经费，降低维护成本，提高使

用效率。

3.3  构建课程教学资源与服务综合平台

我国高校图书馆应积极探索课程资源平台

（course resources platform，CREP）、课程管理

系统、课程服务平台（course services platform）

三者相整合的 3C 课程服务模式，研究建设 3C
一体化课程资源与服务整合平台。积极探索基

于云存储的教学资源建设与服务模式；建设集

课程教学资源推荐、课程服务导航和课程学习

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图书馆学科服务门户，并

与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图书馆门户相整合。

3.4  加强课程服务内涵式建设

在资源建设方面，从建设松散化的学科通

用资源向建设集约化的课程专用资源转型，加

强课程级资源自主建设和商业采购，并加强对

资源的精细梳理和科学关联；在人才培养方面，

应加强教学能力和教育认知方面的培训，引入

教育学、心理学等培训内容，从培养服务多学

科的单一业务型（多科一能型）学科馆员向培

养服务单一学科的多业务型（一科多能型）学

科馆员转型；在服务内容方面，从依赖第三方

教育技术机构提供课程管理系统协助向独立开

展包括课程信息技术支持在内的课程管理系统

服务一站式转型；在服务目标方面，从服务大

学生向培养大学生转型，特别是对于师范院校

图书馆应将培养师范生的课程信息技术能力、

教学信息化能力等信息素养作为图书馆课程服

务的重要目标。

4  结语

课程服务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图书馆服务师

生教育教学的新模式，为开展精准学科服务提

供了新思路。在“双一流”建设和高等院校综

合改革背景下，我国高校应积极支持本校图书

馆开展课程服务等教学支持服务创新，为其提

供经费保障和政策支持。在信息技术环境下，

高校图书馆亦应系统培养课程馆员队伍，建立

课程服务机构，构建虚拟课程服务环境，发挥

信息技术优势，建立晋级和考核机制，联合教

务管理部门，深化 MOOC 课程服务，探索创客

课程服务，实现高校图书馆课程服务内涵式发

展，大力促进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全力支

持本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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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是 一

种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其借助网络平台的便

利，既向世界各地的参与者提供高质量的教学

资源，同时还注重学习者与平台、教师和学校

的互动交流。近三年来，如学堂在线、中国高

校 MOOC、MOOC 学院（果壳网）等诸多以新

型教育模式为主导的国内网站平台层出不穷，

以平台为基础的移动互联网客户端也得到众多

摘要：[ 目的 / 意义 ] MOOC 具有开放、在线、大规模等特征，在为社会教育带来巨大变革的同时，

也存在着极大的版权风险。分析 MOOC 教育模式适用版权合理使用制度的正当性和具体路径，以期从

版权法律保护上更有益于 MOOC 教育的传播和发展。[方法 /过程 ]基于利益平衡价值理论及法经济学，

结合《伯尔尼公约》三步检验和美国版权法 “ 四要素检验法 ” 的内容对我国 MOOC 适用版权法律合理

使用制度的恰当调整给出法理上的依据和具体步骤。[ 结果 / 结论 ] 我国现有合理使用制度版权立法和

司法模式无法为 MOOC 教育模式中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提供充分的解释框架，需进一步结合域外经验

和具体判例对 MOOC 适用合理使用制度的法律路径做出恰当分析。

关键词：MOOC；合理使用；运行机制；三步检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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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趸。MOOC 教育模式突破性地实现高等教育

固有结构的变革，将高校、企业与学习者通过

网络平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小学校”跨

越成“社会学校”，全社会的高质教育资源得

到更加充分的利用。

然而，MOOC 带来社会教育变革的同时，

也正因为其具有开放、在线、大规模等特征，

其课程资源的产生、运用等均存在复杂利益纠

【学术探索】

合理使用制度视角下 MOOC 运行机制的
正当性研究
◎姜南 1  王一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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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具有极大的版权风险，对我国现有版权限

制制度提出巨大挑战。在版权法的相关规定中，

通过版权专有性保护版权人的利益和利用版权

限制制度维护公众利益是硬币的两面，是实现

版权法利益平衡价值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知

识产权制度精妙设计在版权上的具体体现。在

传统高校课堂授课中，教师制作课程资源难免

会使用他人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可通过版权中

合理使用制度来规避侵权责任。然而 MOOC 教

育模式属于新生事物，其运行机制与传统教育

存有显著差别，在该领域内使用他人受版权保

护作品的行为是否能通过合理使用制度来进行

抗辩还有待商榷。因此，如不能进一步从限制

版权人权利的视角给予MOOC教育以合理保护，

势必会抑制 MOOC 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即

主要基于版权法中的合理使用制度对 MOOC 教

育规避版权风险的相关法律路径给予具体分析。

1  MOOC 面临的版权挑战：课程资
源与运行机制

MOOC 课程中的学生、教师之间的互动以

网络为组织架构，以课程资源为纽带，产生类

似于面对面教学的知识传授关系，这其中的课

程资源也即俗称的“课件”，它也是 MOOC 教

育模式下最为重要的元素。MOOC 课程资源在

本质上是一种“开放教育资源”。在 2002 年的

“开放课件对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影响”研

讨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开放教育资源”

指的是：留存在公共领域的、或在知识产权协

议下已经发布的，允许别人免费使用和再利用

的教学、学习、研究的资源 [1]。这些数字化材

料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像、音频、视频、软

件等多种形式的教育信息。作者通过教学技巧，

将这些信息组合成一门完整的课程，以数据库、

视频或信息网络等载体进行传播。MOOC 课程

同样大致包含与课程有关的课件、视频资料、

测验、习题等，课程资源通常系统完整，能系

统反映本课程教学理念、教学思想与教学设计 [2]。

MOOC 课程资源以录音、录像制品或者计算机

软件为保存形式，以文字、视频、图片等及教

师对课件讲解的口述为主要内容，具有独创性

和可复制性两个特征，这种课程资源是符合我

国版权法规定的作品，应当受版权法保护与规

制。在大数据环境下，短短的一门 MOOC 课程

制作也通常需要若干文字、图片、视频以及参

考文献等版权资源。这些课程内容通常来源于 3
个途径：一是课程制作者本人心血创作的作品，

二是公共领域中具有开放版权性质的作品，三

是他人拥有合法版权的作品。实际上，获取此

类具有复杂化、碎片化特征的版权资源意味着

课程制作者需要花费极高时间及经济成本寻求

他人授权；倘若允许课程制作者基于合理使用

目的去大量使用他人作品制作MOOC课程资源，

并通过信息网络进行传播，MOOC 大规模、开

放性的特征将不可避免地引起诸多版权争端，

而 MOOC 独特的运行机制更是其版权发展道路

上不可回避、亟需解决的重要现实。

有学者认为，“教育模式的运行机制是由

不同系统内部要素构成及相互间的动力作用所

推动的，此处内部要素指代的是运行主体和动

力来源”[3]。我国当前 MOOC 教育模式的运行

主体包含政府职能部门、高校及科研机构、相

关企业、教师个体等；动力来源主要包含政策

驱动、市场利益、社会文化和价值实现等。依

据运行主体标准，本文将 MOOC 平台分为 3
类——由政府主导的政策驱动型平台、由高校

主导的 MOOC 平台和由企业亦即平台运营商所

主导的 MOOC 平台。

政府和高校主导的 MOOC 平台的利润收入

主要用于平台维护和校内 MOOC 课程的长期、

高质量开发以及对教师开发课程的鼓励，因而

与传统高等教育一样具有公益性质。企业主导

平台的动力来源于市场利益。以智慧树平台为

例，智慧树网隶属于上海卓越睿新数码科技有

限公司，除了同样以学分认证、猎头合作、社

会资助等方式进行营利外，智慧树平台更加看

重额外营利的获得 [4]。国外的如 Coursera 平台

以及国内的果壳网的 MOOC 学院都曾经获得高



353

额风险投资收入 [5]。

值得注意的是，以高校为主导的 MOOC 平

台也开始逐渐提供需要直接进行购买的课程服

务，这种趋势加剧了 MOOC 面临的版权风险。

MOOC 的商业运行机制决定其与以往传统在线

网络教育模式存在较大不同 [6]。同时，MOOC
的不同商业运行机制也使得研究者在探讨当课

程资源制作者在使用他人版权保护的作品情形

下，该使用行为能否适用我国现有法律中的合

理使用制度，需要更加慎重地进行类别分析。

2  MOOC 教育适用合理使用制度的
正当性

2.1  公平与正义价值的衡量

著作权合理使用是重要的著作权限制机制，

它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下，法律允许他人自由使

用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而不必征得权利人的许

可，不向其支付报酬的合法行为。其目的就是

在于防止著作权人权利的滥用，损害他人的学

习、欣赏、创作的自由，妨碍社会科学文化技

术的进步。合理使用制度在防止著作权人权利

滥用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合理使用

保障了社会公众的创作自由。版权是一种专有

性或排他性权利，作者在版权法创设的权利边

界内，如基于作品的独占权、许可权等获得作

品利益并保持持续创作的能力。但反之如果这

种垄断权利不加以限制，则会因过分的强调作

者个人利益而压缩社会公共利益，导致权利滥

用。此时公权力通过版权合理使用制度参与到

社会资源的价值分配中来，在保障作者所享有

作品合法权益之外，同时保证作品使用者、传

播者也能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享受一部分利益，

从而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价值。

互联网的发展放大了版权法中的利益冲突，

新技术使得作品的传播、复制更加便捷，也导

致使用方式更加复杂，可控性难度增加。因此，

当今环境下版权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实现路径在

于赋予版权人与技术发展相对应的权利，同时

通过厘清版权限制制度边界的方式加强对公共

利益的保护。对 MOOC 而言，其低成本、快传

播、大规模的特点让版权人产生利益受损的担

忧，但如果对在 MOOC 教育模式中使用他人作

品的行为进行追责，则不免会对高校主动承担

社会责任创作 MOOC 课程的热情造成打击，也

会忽视 MOOC 教育在促进社会教育发展、打破

教育垄断方面的巨大作用。在 MOOC 教育领域，

版权人拥有作品的私人权利，应当适当让利于

全社会受教育的权利，这是公平与正义价值的

要求，也是利益平衡的要求。当我们进入数字

化时代，包括合理使用制度在内的版权限制制

度的边界应当更加广泛，而不是更加狭窄。最

高法也在 2011 年发布的知识产权审判意见中提

到，为了加强涉及文化类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

促进文化创新和培育新型文化业态，积极推动

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促进技术创新

和商业发展确有必要的特殊情形下，可以考虑

合理适用合理使用制度与法定许可制度 [7]。

2.2  成本与效益理论的支撑

法经济学的关键思想在于“成本与效益”，

法律制度的实现应当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价值

取向。作品属于一种“准公共产品”，其转让

及使用的成本较低，存在多人同时使用而不互

相打扰的可能，在财产权角度对作品的更多使

用对于全社会而言效益更高。依据科斯定理的

交易成本设定，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下对权

利进行自由交换，就能产生最大效益的结果。

但在现实交易中几乎不存在零成本的情况，常

常会在获取交易信息、进行合同谈判、履行合

同的过程中产生高额成本，这种条件下交易双

方必定有一方的利益遭受损害，而此时最合理

的交易规则是交易成本最低。因此，法律对权

利边界进行限定的最优选择是社会成本最低的

权利配置形式。从版权限制角度分析，一方面，

合理使用制度虽然使得版权人的利益遭受损害，

但是公众免费获取作品可带来社会整体经济利

益的增长；另一方面，法定许可制度则通过减

少作品使用者与版权人进行谈判的成本，促进

作品的创作产生，同时也让版权人在作品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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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传播与使用中获得潜在利益，最终在整体

上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网络环境下，围绕着版权开展商业活动

是将数字化资源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必经途径，

而一部数字化作品产生经济效益的过程需要依

靠作品许可、转让、使用等流程来实现。在

MOOC 教育中，MOOC 课程资源的制作虽然边

际成本较低，但其获取用户成本非常高。只有

依托大量 MOOC 课程的积累才能带来稳定的客

户群体，从而产生收益。在这个过程中若无法

通过版权限制制度降低权利流转过程中的交易

成本，那么 MOOC 课程资源将面临海量授权许

可问题，这需要课程资源制作者或者相关的版

权服务机构与版权人进行谈判磋商，抑或通过

后续版权清理的方式处理版权问题，更甚者需

要承担应诉的成本。反之，版权限制制度的适

用能让课程资源制作者减少后顾之忧，全心投

入教育作品的创作中，降低市场交易失败的风

险，减少创作成本，同时于社会公众教育和版

权人产生经济利益。

2.3  MOOC 平台商业运行机制的合理性

MOOC 平台的商业性质是讨论 MOOC 能否

适用合理使用制度的前提条件。所谓营利，就

是通过经营获取利润，以较少的经营投入获取

较大的经营收益 [8]。企业的营利性是企业的根

本，任何一个公司无不以营利为目的。有学者

主张可从是否分红、经营目的为标准进行营利

性的判断 [9]。依据上述理论，除了政府主导的

MOOC 平台以外，由高校主导的平台及企业主

导的平台均属于营利法人参与下的营利性平台，

如慕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股的学堂在线，

以及由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上海卓越睿新数码

科技有限公司创立的智慧树 MOOC 平台等。随

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日趋激烈的平台竞争让

许多 MOOC 平台亟需进一步加强品牌营销和市

场推广，这甚至会成为未来 MOOC 平台机构进

行教育分享的首要目标，这代表着 MOOC 的一

些商业竞争性质使得其营利目的超出了维护自

身运营的需求。同时，高质量课程的制作需要

大量资金、人力的投入，如何让平台课程在众

多 MOOC 网站中脱颖而出，仅仅依靠目前政府

投资、企业慈善、学校协作是远远不能的，资

金的缺口很有可能会成为 MOOC 教育长远发展

的桎梏。另就我国 MOOC 平台现状而言，有效

市场化竞争机制的缺乏使得 MOOC 平台甚少形

成品牌教育模式，这与西方国家已经具有规范

化、品牌化的运营模式相比，更加难以匹敌。

只有通过教育资源的合作获取、稳定的收益来

源、低成本控制、市场推广这四部分之间的相

互协调与配合，才能使得 MOOC 平台获得经济

利益，使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高校有充足的资

本运营 MOOC 课程，这也是 MOOC 教育商业

运行机制产生的根本原因。

但平台性质与其使用行为的性质并无明显

关联。倘若以平台的营利性为判断标准的话则

均应排除MOOC其适用合理使用制度的可能性。

然而平台的营利性质并不一定推导出平台在利

用作品行为中的营利性，也即平台的营利性与

其使用行为的公益性并不冲突。在民商法概念

中，“营利”对应的是“非营利”，“公益”

对应的是“私益”。一些公益性的非营利法人

也需要有正常的经济活动以维持运转所需，而

一些营利性的公司法人也时常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促进公益发展。美国法院的观点非常值得

借鉴：具有商业性质的组织可能出于符合合理

使用规则的目的而使用作品，例如商业性的传

播者在新闻报道、时事评论中引用他人有著作

权的作品，即是一种非营利的“合理性”目的；

而非商业性质的组织则可能从事营利性目的的

使用，例如教师协会本身虽为非营利团体，但

对其成员出售解析他人计算机软件的复制品，

即超出合理使用的范围 [10]。因而，平台使用行

为的营利性实际上是以平台使用作品目的是公

益还是私益为判断标准——公益或私益是将自

己的经济利益以及知识性成果由个人使用还是

供社会大众使用，这取决于其教学活动最终产

生的社会价值与私人价值之间的衡量。欧盟《数

字版权指令》在涉及“非商业性使用”的判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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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到“适用于非商业性教育和科学研究目的

的限制时，相关的非商业性活动的性质应该由

该活动本身来决定”[11]。因此应当回归到作品

利用的本身对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可能性进行

探讨，也即从平台对 MOOC 课程资源的利用行

为目的出发，明确营利性目的的边界，才能判

断其是否应当适用合理使用制度。对此，可将

平台对课程资源的利用行为划分为基于公益目

的和基于私益目的，两者的划分标准是该行为

是否是以课程资源为交易对象的方式进行直接

盈利。

3  MOOC 教育适用合理使用制度法
律路径的思考

3.1  MOOC 对既有合理使用制度条款的突破

我国合理使用制度自 1990 年《著作权法》

颁布实施以来就已经存在，但彼时带有浓厚的

移植色彩，在实际实施效果上不尽人意。2010
年《著作权法》第二次修改，关于合理使用制

度的改动都是为了满足国际公约的要求，缓解

国际社会的压力，因此在学界及知识产权实务

界存在较大争议。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工

作从 2012 年开始启动，至今进展缓慢，其中的

合理使用问题一直是修改的一大重点、难点问

题。与 MOOC 教育有关的合理使用制度有如

下条款：我国著作权法第 22 条第 6 款规定了课

堂教学的合理使用适用条件，即“学校课堂教

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

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

版发行”；此外明确规定了通过信息网络使用

他人作品的合理使用条款还有 2006 年通过的、

2013 年修改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

6 条，规定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作品，为学校

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向少数教学、科研人

员提供少量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列为合理使用

的范畴。上述规则表明在我国教育领域中适用

合理使用制度具有严苛的条件，在有限的课堂

教学领域内确实足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实

现版权人与公众受教育权之间的利益平衡。但

是随着信息网络化的发展，MOOC 教育模式中

使用作品的主体、客体及方式，已远远超出了

它预先设定的范围。MOOC 教育模式对合理使

用制度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从面授课堂到网络课堂的突破。

MOOC 将课堂从现实世界中的面对面教学变为

任何网络空间都能支持的虚拟教学，将小规模

的有限课堂变成无限规模的自由学习平台，将

封闭、垄断性质的课堂教学变为开放、共享的

网络教学，虽然这是 MOOC 教育模式对打破教

育不均衡局面做出的有效改变，但是在本质上，

它仍然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学校”的要求，

这成为合理使用制度在 MOOC 教育模式中适用

的障碍。大规模的网络课堂也意味着教师或者

授课者对于课堂内容的控制力削弱，一些技术

措施的运用进一步压榨了权利人维权空间。更

重要的是，这种开放的线上教学使得复制变得

更加简单，侵权风险和侵权后果相应不断增加。

其二，从学校到互联网平台的突破。在线

网络教育的兴起催生了一大批如新东方、学而

思等在线教育机构，MOOC 教育模式则将具

有商业性的 MOOC 平台带入到版权纠纷中。

MOOC 平台拥有强大的课程建设能力和课程管

理能力，其代替了原有课堂教学中“高校”的

角色，承担对学生进行管理和为教师提供服务

的义务。除了由政府主导的 MOOC 平台以外，

由高校主导及企业主导的平台皆具有商业运行

属性，因而传统合理使用制度在平台的适用更

加具备挑战性。

据上所述，如若依据“教学研究”的法定

情形内对 MOOC 运行机制中的合理使用行为进

行抗辩，则需对课堂教学合理使用的主体“学校”

进行扩大解释，同时扩大课堂教学合理使用中

课堂的范围，将其从传统课堂范围扩大到互联

网课堂教学中。但是相关的 MOOC 平台及课程

制作者必须采取技术保护措施，防止课程资源

被不合理地复制、传播，减少版权人因此可能

遭受的损失，另外还应扩大课堂教学合理使用

中作品使用方式的范围，增加对课程资源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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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数字化作品的规定。但版权限制制度的设计

需遵循严格的程序要件，并且始终以公共利益

的实现为追求目标，伴随我国互联网教育尤其

是 MOOC 教育模式的发展，我国版权限制制度

需待进一步的调整。

3.2  三步检验法视角下关于 MOOC 教育合理使

用的分析

纵观国外在教育领域上有关版权合理使用

制度的立法进程，《伯尔尼公约》及欧盟采取

的是“三步检验法”标准辅助以成员国内部立

法的标准判断，即第一步规定“在特定且特殊

情形下”，第二步和第三步则为“不得影响该

作品的正常使用”和“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

权人的合法利益”两个一般要件。结合我国的

实际情况，我国是《伯尔尼公约》和《与贸易

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简

称 Trips 协议）的加入国，三步检验法直接体现

在我国《著作权实施条例》第 21 条的规定中，

在 2014 年 6 月 6 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中华人

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以

下简称《送审稿》）将“不得影响作品的正常

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

益”与著作权合理使用的 13 种具体情形进行了

合并，在此仍然依据三步检验法的标准对合理

使用的概括性条款进行规定，这表明我国关于

合理使用的立法模式采取的是“开发性列举”

辅助以“概括性解释原则”调整的方式 [12]，其

中概括性的解释原则以伯尔尼公约的三步检验

法为蓝本。但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在三步检验法

中的第一步“某些特定情形”明显偏向法官造

法而非法官找法，允许在突破法定列举的情形

下裁判 [13]，虽然在《送审稿》第 43 条第 13 款

增加了“其他情形”的描述，但属于扩大了特

定情形的范畴。而如果单纯只依据后两步的标

准对合理使用进行解释，那么一方面致使国内

法难以根据新问题在司法适用上及时调整，另

一方面也会引发国际规则与既有国内法的冲突。

《送审稿》中关于三步检验法的规定直接影响

互联网教育领域使用他人版权作品的侵权判定，

在此体系内判断 MOOC 教育模式是否适用合理

使用制度，需结合三要件进行具体解释。

（1）特定情形的认定。如从我国法律条文

中对“特定情形”进行解释，则应当依据送审

稿第 43 条规定的前 12 项具体情形进行分析，

应当以第 6 条“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

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

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作为解释的基

础。回归到 MOOC 教育本身，在我国以往已有

的互联网教育领域司法判决中，由于缺乏确切

的立法解释，法院判定教育目的合理使用的情

形一再扩大。如在“美国考试服务中心（ETS）
诉新东方学校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最

终认定具有营利性目的的新东方学校“在课堂

中讲解 TOEFL 试题的行为应当属于著作权法第

22 条规定的合理使用他人作品行为，并不构成

对他人著作权的侵犯”[14]，这实际上是将课堂

教学合理使用的主体从公立“学校”的范围扩

大到营利目的的教育机构。对以 MOOC 为代表

的平台机构性质的认定并不影响对其合理使用

行为的认定，只要是基于公共利益目的出发的

教学行为都可以认定其符合合理使用判定要素

的“第一步”标准。

在 2014 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著作权法

( 修订草案送审稿 )》中，作为起草者的国家版

权局在原本穷尽式的合理使用类型列举中增加

了一项“其他情形”，意味着合理使用条款由

穷尽式列举转向开放式列举，法院能够根据一

般判定要件将符合标准的使用行为纳入权利例

外范畴中。当然尽管这一条文已经为 MOOC 的

解释提供便利，但仍需要进行进一步优化。

（2）正常使用与合法利益认定。“不得

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和“不得不合理地损害

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标准需要法官对具体情

况的适用予以自由裁量，但不能脱离具体法律

规定的调整范围，那么这两项要件可借用美国

《版权法》第 107 条的规定及《技术、教育和

版 权 协 调 法 案》（Technology，Educ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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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Harmonization Act，简称 TEACH 法案）

中依据“使用行为对作品市场价值的影响程度、

使用行为的目的和性质、被使用作品的性质、

作品被使用部分的数量”等来判定。从经济学

的分析视角，作品的正常使用被界定为行使权

利所产生的可期待利益，包括既有的和潜在的

经济利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有关合理使用

案件中认定潜在的市场利益时，也认为“损害

既不必是现实发生的，也不必是未来必然发生

的，而仅需要有充分证据证明未来会有出现损

害的可能性即可”[15]。而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

在文义上很难与正常使用相区分，因而对合法

利益的判断应当集中在对“不合理损害”的解

释上，应结合比例原则来进行综合判断，即在

权利受侵害程度与实现目的之间进行权衡，最

终实现利益的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在认定“使用目的”的判

断中，美国近年来产生将转化性使用代替营利

目的标准的风向。在 Google 数字图书馆一案中

通过“转化性目的”使用，淡化了营利性的判

断标准的重要性。法官认为即使 Google 数字图

书馆具有强力的营利性色彩，且明显超出了合

理使用中复制作品的比例，但其使用作品的目

的是为了方便搜索及展示，这形成对原作作品

初始目的的转化，因而认定其为合理使用 [16]。

美国的转化性使用判断更多倾向于肯定一些商

业性使用的合理性，该标准一直处于争议之中。

有学者认为我国法院对转换性的解释，不能直

接照搬美国对合理使用一般判定要件的法律再

造模式，而是要基于现行法定例外的立法体系，

借助“评论作品或说明问题”类的合理使用条

款来确立其合法性 [17]。

回归到 MOOC 教育中，第二步标准要求课

程资源制作者在创作作品时，需要对使用作品

的数量和质量予以严格把控。MOOC 教育具有

大规模性的特点，对于作品使用数量的把握更

应当遵循严格的标准。尽管 MOOC 视频课程通

常时间较短，所使用作品资源具有碎片化特征，

但 MOOC 平台仍要注意使用资源的目的性，以

及该碎片化资源是否是原作品的核心部分。第

三步标准要求课程资源使用作品的目的应当与

教学有极为紧密的联系，如果是单纯的作品展

览类课程则应当被排除在合理使用之外。大部

分课程资源制作者使用他人作品的目的都是为

了更好地进行教授，帮助学习者进行理解，因

此即使其使用作品的数量超出了比例原则的范

围，但只要是基于评论或者解释、说明的目的，

应当仍然可以以合理使用进行抗辩。

综上所述，判断我国 MOOC 课程资源在制

作、传播过程中使用他人作品行为，是否构成

合理使用的抗辩应当依据以下程序进行判断：

按照“先特殊后一般”的顺序来适用合理使用

条款，即首先依据条款所列“教学研究”的法

定情形，结合司法实务的积累，在法律规定范

围内对情形适用条件进行解释，在穷尽解释方

法后仍不构成“教学研究”合理使用的，依据

合理使用的概括性条款作为裁判的准绳。

4  结语

从 1709 年第一部版权法《安娜法令》颁布

至今，版权法已历经三百余年历史，这期间随

着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围绕作品的创作与

传播而出现的三方利益争端始终是版权法必须

面对的问题。MOOC 在近些年的兴起并不是偶

然，而是适逢教育变革的迫切需求与大数据、

云计算技术的技术储备已经成熟的现实条件相

伴相生的产物。在信息时代的潮流中，MOOC
教育模式的革新给当代教育模式带来巨大活力，

极大缓解了教育资源匮乏、分布不平衡的问

题。尽管其快速扩张给我国当前版权法法律制

度带来巨大挑战，但版权法律制度的适用条件

在信息网络技术背景下不应当一成不变。随着

MOOC 教育模式商业化的出现，我国当前合理

使用制度的适用条件不能适应 MOOC 教育的发

展趋势。为此在重申和重视互联网 + 教育领域

版权限制制度立法价值的基础上，我国应当从

创作者和平台使用作品行为本质出发而不是聚

焦于 MOOC 平台的性质，选择我国互联网 +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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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领域版权保护制度的应然路径。在此基础之

上，对合理使用制度的一般条款及具体条款做

出适当改变既是时代的要求，同时也是第三次

著作权法修改良好契机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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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changes to social education, meanwhile, it also meets great copyright risk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legitimacy and specific ways of applying MOOC education model to the copyright system of fair use, in order 
to benefit th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OC education in terms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Method/ 
process] Based on the value theory of interest balance and law economics, combined with the three-step 
test of Berne Convention and the four factor test of American copyright law, it provided the legal basis and 
specific steps for the proper adjustment of the system of fair use of the applicable copyright law of MOOC in 
China. [Result/conclusion] The existing copyright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model of fair use system in China 
cannot provide enough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the use of other people’s works under MOOC education 
mode. The legal path of MOOC’s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should be adjusted and analyzed combining with 
foreign experience and legal prece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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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交媒体在渗透人类生产生活的同时，拓

展了政府社会管理的时空界限，带来了政府社

会管理手段和机制上的创新 [1]。微博是一类广

播式社交媒体，微博用户发布的简短信息可被

其他用户转发、评论、点赞等。微博的兴起催

生了一种新的政务媒介——政务微博：政府机

构在各类微博平台上开设相关账号，发布政务

信息、进行信息交流、提供公共服务。据《2017
政务指数 • 微博影响力报告》统计 [2]，截至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旨在探索政务微博网民参与程度的影响因素，为政务微博运营提供参考建议。

[ 方法 / 过程 ] 基于某政务微博账号 2015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0 月的微博数据，分析标签使用与网民参

与度之间关系，研究微博文本内容的情感性对网民参与度的影响。[ 结果 / 结论 ] 政务微博标签具有本

地化特点，标签的使用会提高网民参与度；微博文本内容的情感性影响网民参与度，情感积极的微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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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底，新浪微博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达到

173 569 个。中央政府在新浪微博、人民微博等

各大微博平台上均开设了官方微博账号。浙江

省人民政府网站上设置了“微博频道”，汇集

了“浙江发布”“浙江公安”“浙江普法”等

本省范围内的重要政务微博。政务微博中的一

类重要群体是城市政务微博，如“上海发布”“北

京发布”等。该类微博通常是一个城市在微博

网络上的门户，一般由该市政府新闻办运营，

发布各类信息。由于城市互联网普及率较高等

原因，城市政务微博吸引了大量微博用户关注，

【学术探索】

标签与情感性对政务微博网民参与度的
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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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海发布”有超过 650 万的关注量（截至

2018 年 9 月）。

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政务微博建设，政务微

博账号数量逐年上升，然而政务微博的运营容易

受到忽视。研究表明，单向信息发布、缺乏互动

交流、信息发布滞后等问题制约着政务微博的发

展 [3-4]。以公民为中心的电子治理理论 [5-6] 认为，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得传统的、以政府中心的

公共服务向以公民为中心的公共服务转变，从

而提高公民的满意度以及参与程度。政务微博

的网民参与程度是政务微博服务质量、政民互

动水平的重要体现。城市政务微博拥有大量粉

丝，研究城市政务微博网民参与度的影响因素

对于各级各类政务微博的推广和应用具有重要

参考价值。笔者利用所获取的国内沿海某市门

户微博账号的长时间跨度数据，从微博内容分

析的角度研究城市政务微博网民参与度的影响

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对城市政务微博的运营提

出相应建议。在政务微博运营中，使用标签、

运用情感等策略体现了以公民为中心的思想。

结合相关研究热点，本文主要针对如下两个问

题展开分析：①政务微博标签的使用能否提高

网民参与度？②政务微博情感的运用能否提高

网民参与度？

2  文献综述

政务微博一般指的是政府部门或其授权

机构在微博平台上认证开通的微博，一些研究

或统计报告也将政府工作人员经认证的微博归

为政务微博。随着微博的蓬勃发展，政务微

博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应用 [7-9]。A. L. 
Kavanaugh 等 [10] 对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地区

的政府官员使用 Twitter 等社交媒体的情况进行

了大范围调查，该研究重点分析了政务社交媒

体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情况。韩国学者对韩国

中央政府使用 Twitter 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

政务微博的应用促使电子政府（e-government）
向“社会化”政府（social government）转变 [11]。

曹劲松 [12] 对政务微博的使用情况展开了研究，

分析了政务微博的传播特点，总结出政务微博

具有及时传播信息、引领舆情、增加政民互动、

提升政府形象的作用。郑磊 [4] 探讨了中国政府

机构在运用政务微博过程中的外部动机、挑战

以及内部潜力。

在政务微博使用过程中，网民通过转发、

评论、点赞等在线行为参与各类角色的互动中。

网民参与程度能够反映政务微博运营状况与服

务水平，政务微博网民参与研究的一个重要视

角为基于政务微博发布内容的分析。郑磊等 [13]

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中国范围内若干具有代表

性的政务微博账号展开了分析，研究发现大多

数政务微博更多地在进行自我推介而不是提供

服务，政府和民众之间缺乏互动。该论文通过

时序数据分析也发现了政务微博的运营能力在

不断提升。刘晓娟等 [14] 基于全国百大政务机构

微博分析了微博内容、发布时间以及来源机构

特征等维度特征与用户转发行为之间的相关性，

研究了影响政务微博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王

国华等 [15] 以中国东中西部三座城市的公安政务

微博账号为例，对比分析了所发布微博的内容、

形式，并进一步基于转发量、评论量、点赞量

等指标对参与程度进行了分析。N. DePaula 等 [16]

将政务社交媒体发布内容划分为四类：信息提

供、输入查找、线上对话与线下互动、象征表达。

N. DePaula 等 [17] 进一步研究了政务微博社交媒

体内容类型对网民参与程度的影响。情感分析

主要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技术将文

本信息按照情感状态分为若干类型，常见的分类

有积极、中性和消极三类。S. M. Zavattaro 等 [18]

基于情感分析技术分析了美国地方政府微博，

研究了微博语调等因素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

冯小东等 [19] 基于文本挖掘方法对公众与政务微

博的兴趣与情感匹配程度进行了测量，并进一

步研究了两类因素在公众参与政务微博传播中

的影响作用。徐月梅等 [20] 设计了政务微博转发

规模的预测模型，通过引入文本内容特征提高

模型预测精度。

标签（hashtag）是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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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布内容进行简短概述或标注的短文本。新

浪微博等国内平台上的标签通过一对“#”符

号来标记。微博标签也是微博发布内容的一部

分，使用同样或相似标签的微博往往具有主题

相关性，便于用户检索。微博标签在突发事件

信息传播中具有一定的潜在应用价值 [21]。K. A. 
Lachlan 等 [22] 基于标签提取了 Twitter 上与某大

规模天气灾害相关的微博，对比分析了地方性

和全国性标签的作用。A. T. Chatfield 等 [6] 对比

研究了印尼某火山喷发中基于政府网站和微博

标签使用的应急信息传播，指出了微博可作为

政府快速有效地传播危险感知和灾难信息给公

众的一个多向交流工具。

通过回顾相关文献，结合本文的关注重点，

总结发现：①政务微博的内容分析研究较少关

注标签的作用；②基于城市政务微博等综合性

政务微博发布内容的全面分析较为缺乏；③城

市政务微博的日常运营中标签使用、情感运用

等对网民参与的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认识。基

于此，本文将以某城市政务微博持续 2 年时间

里的发布微博数据为基础，重点从标签使用、

情感运用 2 个方面对城市政务微博日常运营情

况下网民参与情况进行分析，探寻提升网民参

与度的途径，为设计合理规范的城市政务微博

运营策略提供建议和参考。

3  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3.1  概念界定

以公民为中心的电子治理理论 [5,-6] 强调通

过应用社交媒体等新型互联网技术使得普通公

民能够参与社会治理过程。微博平台具有高交

互性、高便捷性等特点，因而成为以公民为中

心的公共服务的一类重要载体。在政务微博运

营过程中，政府或权威机构通过发布信息引领

舆情、与民互动等。政务微博服务依托于微博

平台，民众主要通过微博平台提供的各类用户

功能参与政务微博服务的过程。微博平台提供

给用户发帖、转发、评论、点赞等功能，但政

务微博发布主要由政府或权威机构完成，普通

民众在参与政务微博服务过程中主要使用转发、

评论、点赞等功能。因此，本文将政务微博的

网民参与度定义为网民在参与政务微博传播过

程中转发、评论、点赞等传播行为的水平。针

对某一条政务微博，能够通过该条微博的转发

数、评论数、点赞数等数量指标对网民参与度

进行测量。

3.2  研究方法与思路

城市政务微博研究样本的选取需要考虑其

本身发展水平，水平较高的样本在运营上具有

较高的参考价值。城市政务微博发展水平依赖

于地方电子政务整体发展水平、地方经济发展

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这些因素，选择“杭州

发布”作为研究样本。杭州位于东南沿海地区，

经济相对发达，电子政务基础较好。“杭州发

布”作为杭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的官方微博，

在新浪微博、人民微博等主流平台上均注册认

证了官方账号。以新浪微博上的“杭州发布”

为例，自 2014 年 8 月上线运营以来，已经发布

了超过 40 000 条微博，拥有约 328 万粉丝量（截

至 2018 年 9 月）。

新浪微博是最大的中文微博平台，该平台

上的“杭州发布”账号是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模拟登陆机制实现了一个 Python 网络

爬虫，采用多账号轮循登陆微博进行数据采集，

合理规避微博平台上单位时间内访问频次限制

问题。为了全景式分析“杭州发布”的日常运

营情况，本文采集了 2015 年 1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期间“杭州发布”发布的所有微

博的相关数据，共计 18 667 条，时间跨度达 2 年。

在此段时间窗口里，“杭州发布”的微博标签

使用率在逐步上升，最终稳定在 95%以上。因此，

此段时间窗口数据有助于分析政务微博标签使

用的作用。

获取的数据集包含每条微博的发布时间、

标签、文本内容、点赞数、转发数、评论数、

图片数等字段。研究中采用的数据分析方法包

括描述性统计分析、词频分析、相关性分析、

情感分析等。情感分析采用了百度自然语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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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服务平台，通过 Python 调用该平台提供的

API 接口。该平台的情感倾向分析算法基于深度

学习方法，能够对文本进行情感极性分类并给

出分类置信度。

4  分析结果

4.1  基本分析

在选取的时间窗口里，“杭州发布”共发

布了 18 667 条微博，日平均发布微博 25.54 条。

从微博发布频率上来看，“杭州发布”活跃度

较高，信息量较大。发布时间一般在早 7 点至

晚 10 点之间，符合网民日常使用微博的时间

规律。“杭州发布”所有微博的平均转发数、

评论数、点赞数分别为 39.26 次、15.47 次、

11.68 次。在所有微博中，使用标签的微博达到

15 843 条，未使用标签的微博共 2 824 条。一条

主题为“如果让你学习一门中国国粹，你会学

什么”的微博产生了单条微博的最大转发数（7 
260）、评论数（13 228），其标签为“涨姿势”。

一条主题为“杭州进一步升级房地产市场调控

措施”的微博产生了单条微博的最大点赞数（7 
861），其标签为“权威发布”。

某条微博的转发数、评论数、点赞数反映

了该条微博对网民的吸引力，因此本文选取这

三项指标来测量网民参与度。首先对全部微博

的转发数、评论数、点赞数进行相关性分析，

两两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如表 1 所示。根据

系数水平，转发数、评论数、点赞数两两之间

存在相关性；其中，转发数与评论数、点赞数

与评论数之间相关性较强。

表 1  转发数、评论数、点赞数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转发数 评论数 点赞数

转发数 1.000 0.707 0.551

评论数 0.707 1.000 0.758

点赞数 0.551 0.758 1.000

4.2  标签分析

在使用标签的所有微博中，约 98.9% 的微

博使用了 1 个标签，仅有极少量的微博使用了

多个标签。图 1 是所有标签形成的词云，该图

基于 Python 的词云库生成。图中字号越大表示

使用频度越高，因此可以直观看出使用频度较

高的标签。

图 1  标签云

通过去重，总共获得了 546 个标签。图 2
进一步展示了使用次数居于前 10 位的标签。标

签的使用量最高的是“杭州生活”，使用次数

突破 2 000 次；“关注”和“涨姿势”分别位居

第二、第三。不难发现前十大的标签里有 5 个

直接与杭州有关。对所有标签进行统计后发现，

跟杭州有关的标签占比达到 50% 以上。由于微

博标签大致反映微博内容的主题，可见“杭州

发布”发布的微博内容以杭州本地信息为主。

图 2  使用次数前十位标签

图3展示了按月统计的微博标签使用情况。

在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间，“杭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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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微博标签使用率快速增长。随后，微博

标签使用率增长趋稳。到本段时间窗口结束时，

使用标签的微博占比已经趋近于 100%。此段时

间窗口数据展现了“杭州发布”运营中标签使

用的变化，也因此提出标签使用是否有助于提

升网民参与度这一问题。

图 3  按月统计的标签使用率

图 4 对比了有无标签微博的平均转发数、

评论数和点赞数，按照半年进行统计。从图上可

以看出，除了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4 月间的

转发数，同一时间段里有标签微博的统计指标均

高于无标签微博的相应统计指标。可见，标签的

使用能够提升微博的点赞数、评论数和转发数。

因此，图 4解释了图 3中标签使用率增长的现象：

“杭州发布”的运营团队正确把握了标签使用的

策略，做到了尽可能在每条微博中使用标签。

为了进一步检验标签使用的效应，将所

有微博按照有无标签划分为两个总体，分别检

验转发数、评论数和点赞数是否有显著差别。

在方差分析时，Levene 检验表明这三类数据

均不满足方差齐性假设。因此，选用了 Mann-
Whitney U 检验这一非参数方法进行下一步分

析。在 0.05 的置信水平下，转发数、评论数和

点赞数对应的显著性值均小于 0.001。因此表明

有标签微博与无标签微博在转发数、评论数和

点赞数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4.3  情感分析

对 546 个独立标签进行情感性统计的结果

如图 5 所示，正向情感的标签占比最大。进一

步对18 667条微博的文本进行情感性计算分析，

三类情感微博的比例如图 6 所示。正向情感的

微博达到了 85.05%，也就是说“杭州发布”的

微博内容以积极情感为主。

将所有微博按照情感性划分为三个总体，

分别对转发数、评论数和点赞数进行差异显著

性检验。Levene 检验表明这三类数据均不满

足方差齐性假设，因此不适用方差分析。考虑

到根据情感划分的三个总体，采用了 Kruskal-
Wallis 检验这一非参数方法进行进一步分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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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转发数、评论数和点赞数对应的显著

性值均小于 0.001（0.05 为显著性水平）。因此，

三类不同情感的微博在转发数、评论数和点赞

数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图 4  按半年统计的有无标签微博的网民参与情况对比

图 5  标签的情感性统计 图 6  微博的情感性统计

图 7 进一步展示了三类不同情感微博的平

均转发数、评论数和点赞数。正向、中性情感

微博的平均评论数、点赞数明显高于负向情感

微博的平均评论数、点赞数；正向情感微博的

平均转发数高于负向情感微博的平均转发数，

而中性情感的平均转发数略低于负向情感微博

的平均转发数。因此，正向情感微博的网民参

与度高于负向情感微博的网民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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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微博情感性与网民参与度

5  讨论

本文选取了“杭州发布”一段有代表性的

时序数据，选择微博转发数、评论数、点赞数

作为网民参与度指标，对这些指标两两之间的

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分析了微博标签使用随时

间变化的情况，研究了标签使用对网民参与度

的影响；通过对微博文本内容情感性的分析，

研究了微博情感性与网民参与之间的关系。接

下来就本文的主要结论展开探讨。

第一，政务微博的网民参与度指标之间存

在相关性。通过对 18 667 条微博的大数据分析，

发现转发数、评论数、点赞数两两之间是相关的。

这种相关性表明了网民的转发、评论、点赞等

在线行为均能反映网民参与互动的意愿。在设

计政务微博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时，这些指标

均应纳入，同时也要考虑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此外，通过对比发现，评论数与转发数、评论

数与点赞数之间相关性较强。这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评论在政务微博互动参与过程中的重要

性。通过政务微博等平台，网民的评论不仅加

强了政民互动，也扩大了网民与网民之间的讨

论与交流。这是政务微博的信息服务供给功能

之外，另外一种公共管理价值的体现：网民通

过政务微博等政务新媒体参与公共评议。

第二，微博标签的合理使用有助于提升政

务微博网民参与度。在本文所选取的这段时序

数据里，微博标签的使用率不断提升，并最终

超过 95%。通过对比网民参与度指标，有标签

微博在整体表现上超过无标签微博，从而解释

了“杭州发布”提高标签使用率的动机。学术

界对突发事件中标签使用的分析较为关注，而

政务微博日常运营中标签使用的相关研究较少；

大量政务微博账号在实际运营中也往往忽视这

一问题。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补充对政务微博

标签作用的认识。分析中也发现“杭州发布”

标签具有本地化特点，表明城市政务微博在发

布内容上呈现强烈的地域性。

第三，正向情感的微博比负向情感的微博

带来更高的网民参与度。本文数据分析表明，

正向情感的语言表达在政务微博的发布比例上

占有绝对优势。通过比较分析，正向情感微博

的网民参与度显著高于负向情感微博的网民参

与度。本文研究结论与 S. M. Zavattaro 等 [18] 的

研究结论较为相似，都表明了政务微博采用积

极情感表达能够提升网民参与度。相比于 S. M. 
Zavattaro 等 [18] 的研究，本文数据量是其三倍以

上，同时本文分析指标更加全面。本文分析结

果中也表明中性情感微博在平均评论数和点赞

数上超过积极情感微博。考虑到中性情感微博

比例很小（仅约 2.64%）、情感分析算法影响等

因素，这一结果有待后续结合微博话题分析等

手段展开深入研究。

6  启示与局限

6.1  管理启示

（1）政府部门在运营政务微博中应重视标

签的使用，探索通过标签使用提高网民参与度

的具体运营策略。通过对“杭州发布”长达 2
年的数据分析，发现使用标签有助于增加网民

的转发、评论、点赞等在线行为，标签呈现本

地化特点。政务微博服务是一项“轻量级”公

共服务，尽管大量政务微博账号已上线，但其

运营管理缺乏人力、财力等。因此，类似于标

签使用的轻量级运营策略值得推广和借鉴。政

务微博的运营者在发布微博时，可花费少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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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考虑相应的标签，以期提高网民参与。城市

政务微博等地域性微博可考虑根据地方特色设

计一套标签体系，其他类型的政务微博也可考

虑在标签中体现相应的特色。

（2）政务微博的发布内容应以积极向上的

情感为主，向网民传递正能量、避免负面情绪

导向。结合本文对中国政务微博的分析及国外

文献对他国政务微博的分析，正向情感的政务

微博比负向情感的政务微博带来更高的网民参

与度。政务微博作为政府的传声筒，旨在向公

众传递权威、准确、及时的信息。在不妨碍这

一前提下，各级各类政府微博均应合理运用积

极的情感表达方式。不仅仅对文本内容，政务

微博运营人员在发布图片、视频等多媒体内容

时，也应该注意其中情感的传达。此外，网民

在评论时的情感表达应得到政务微博运营人员

的重视。通过积极回应、合理引导，排遣网民

的负向情感，营造政务微博政民互动的正向氛

围。

（3）政务微博的绩效评估应综合考虑网民

参与度等指标，管理部门应加强政务微博日常

运营策略的培训。本文研究采用了微博转发数、

评论数、点赞数等网民参与指标，对政务微博

的绩效评估理论研究与实际操作具有参考价值。

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电子政务领域里的“懒政怠

政”问题，已经开展了多次的全国政府网站抽

查工作。随着政务微博的渗透发展，对各级各

类政务微博的考核评估势在必行。鉴于微博平

台的互动性特点，政务微博的绩效评估应将网

民互动作为重要考核依据。各级各类政务微博

的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政务微博运营人员的培训

与引导，让其掌握标签使用、情感表达等方面

的日常运营策略。

6.2  研究局限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大数据分析等

手段发现了政务微博标签使用、正向情感运用

对于网民参与的提升作用。本研究也存在一些

局限，结合未来研究的改进方向，总结如下：

（1）本研究的数据样本来自于同一城市政

务微博账号，可进一步考虑采用分层抽样方法

获取不同层次政务微博账号的样本。本文数据

集横跨 2 年，这也是本研究的初衷，希望找出

政务微博运营策略的变化进而总结提升网民参

与的规律，但来自同一账号的微博数据采样方

法也造成了样本的代表性不足。通过分层抽样

获取各层次政务微博账号的数据，从截面视角

展开分析，有助于认识政务机构的行政级别、

所在区域等因素造成的政务微博运营策略上的

差异及进一步对网民参与的影响。

（2）网民参与度的度量可考虑更多指标，

如基于文本分析的网民参与的质量、情感等。

采用转发数、评论数、点赞数来度量一条微博

的网民参与度便于计算，但不够全面。通过对

网民参与的评论等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可进一步

测量网民参与的质量、情感等，从而有利于深

度挖掘网民参与的公共价值。这一因素的纳入

涉及到网民参与质量的算法设计，并将带来更

大的数据量、计算量，未来研究可考虑向这一

方向拓展。

此外，本研究在文本情感分析中直接采用

百度自然语言处理框架中的情感分析模块。由

于仅限于接口调用，未能对算法本身进行改进。

该算法采用最新的深度学习技术，相比于传统

的基于词库的情感分析算法，该算法的优劣仍

有待更多研究的检验。此外，该算法能进一步

给出情感分类置信度以及正向、负向的概率，

这些附属信息在本文分析中未涉及，未来研究

可考虑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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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Hashtag and Sentiment of Government Microblog on Netizen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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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study explore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overnment microblog 

users’ participation, which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operations of government microblogs. [Method/process] 
Based on data collected from a government microblog account, which spanned from Nov. 2015 to Oct. 201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shtag usage and netizen’ participation was analyzed, and the effect of microblog 
posts’ sentiment on netizens’ participation was investigated. [Result/conclusion] Hashtags of government 
microblog posts were localized and hashtag usage increased netizens’ participation; microblog posts’ 
sentiment influenced netizens’ participation, and positive sentiment resulted in a higher level of netizens’ 
participation than negative sentiment did.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ould provide useful insight into 
increasing government microblog users’ participation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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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最早的人机交互是通过键盘、鼠标、按键

等外在实体媒介进行的。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

展，触屏技术应运而生，其主要目的在于满足

非专业计算机用户操作计算机的需要。20 世纪

90 年代，触屏设备开始进入大众化时期，主要

应用于手机、平板等移动终端。基于 20 世纪的

技术积累，21 世纪的前 10 年成为触控技术真正

的兴盛时期，触控设备越来越为大众所接受和

喜爱。触屏技术改变了人们以往依靠实体媒介

输入信息的方式，通过人手直接向输入设备传

递指令，界面直观、操作简单，使人机交互更

为迅速，极大地改变了人机交互方式。今天各

摘要：[ 目的 / 意义 ]“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触屏系统”将馆藏数字资源与新媒体技术相结合，成为

国家图书馆服务中央国家领导机关的重要方式之一。[ 方法 / 过程 ] 以“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触屏系统”

建设为例，梳理与总结系统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和设计原则，对系统的服务情况、研究现状、建设情况、

现存问题和提升规划作了系统的描述和分析。[ 结果 / 结论 ] 在新媒体技术的助推下，将触屏系统应用

于为中央国家机关用户的日常服务中，既拓展了立法决策服务手段，又提高了服务效率和质量，对今后

图书馆行业向中央国家机关开展同类型的服务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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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智能终端设备基本都依赖于触控技术，触控

技术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应用领域涵

盖各行各业，图书馆自然也不例外。

2  图书馆界的触屏服务

2.1  国家图书馆为到馆大众读者提供触屏服务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信息的展示方式

得到极大丰富，图书馆界的触屏已由叫号机、

数字信息亭、指纹打卡机等单一型设备，转向

服务宣传、资源介绍等综合性触控设备。国家

数字图书馆触屏体验系统的建设扩大了触屏的

应用范围，将馆藏资源、电子报刊、讲座展览、

服务介绍以及中国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平台

【最佳实践】

中央国家机关新媒体技术服务的研究与实践
            ——以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触屏系统建设为例

◎朱蓓

国家图书馆 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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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更多鲜活的资源集成到了触屏内，增加了触

屏与用户的交互 [1]。国家图书馆在局域网内开

通了触屏版贵州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系统，

成为全国较早运用高清技术电子触屏进行地方

政府信息查询的公共图书馆之一。该系统将贵

州省政府及各部门、厅局的公报、信息、机构

设置等内容进行资源整合并发布，以便公众根

据自身需要查询信息 [2]。

位于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的国家典籍博物

馆更是通过触控设备，提供了一种图书阅览的

新形式。国家典籍博物馆在读者互动方面下了

很大功夫，展厅内放置了一台甲骨文互动写字

设备，设备的触屏上显示有甲骨文字帖，用户

选定某一个文字后可以用手指临摹并打印带走。

此外，国家典籍博物馆还借助触控设备使翻阅

古籍成为可能，利用微波传感与电子典籍的结

合，通过透明液晶屏使用户在观看展柜中真实

古籍的同时，还能轻松地阅读古籍中的内容，

既能保护古籍又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

2.2  国家图书馆为中央国家机关提供触屏服务

除了为到馆读者提供触屏引导、阅览服务

外，随着近年来图书馆业务的不断发展与创新，

国家图书馆在以数字资源和信息专题等内容为

基础的数字化信息服务平台及服务的基础上，

结合用户对于电子触屏等新媒体的迫切需求，

研发了“国图两会信息加油站”“全国人大新

闻中心”“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平台触屏”

等系列触屏系统。在新媒体技术的助推下，将

触屏系统应用于为中央国家机关用户的日常服

务中，既拓展了立法决策服务手段，又提高了

服务效率和质量。

2.2.1  全国两会服务

2010 年“两会”期间，国家图书馆为政协

所有 7 个驻地提供了“国家图书馆·信息加油站”

电子触屏，2011 年又在人大新闻中心提供服务。

第一代电子触屏以用户体验为中心，通过数字

化方式向代表委员提供服务。设计了友好的交

互界面，代表委员只需轻轻点击触屏，就可以

浏览所有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内容。载有丰

富信息文献资源的电子触屏首次进入政协委员

驻地服务，表明国家图书馆的“两会”服务，

在服务模式和手段上取得新的突破。

电子触屏内容如图 1 所示 , 包括：“两会专

报”“两会热点”“实时报刊”“立法决策服

务”“国图瑰宝”“讲座展览”“文津图书奖”

几个栏目。代表委员通过触屏，可实时浏览国

内主要报纸新闻，同步阅读《国家图书馆“两会”

专题信息专报》《“两会”专题、热点问题汇编》

和部分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及时了解关于“两

会”的新闻报道、国内外大事以及国家图书馆

的特色数字化馆藏和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

情况的介绍等，享受国家图书馆的服务。

图 1  全国两会服务触屏系统展示图

2.2.2  部委分馆服务

为中央国家领导机关立法与决策提供文献

信息支持和保障，是国家图书馆所承担的首要

任务和职能。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家

图书馆迈入了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用户也不

再满足于获取文献信息，而是对信息的获取方

式、获取途径、信息获取的外在表现形式都提

出了相应的要求 [3]。基于此，国家图书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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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技术手段与资源组织方式，在国家

图书馆部委分馆中适时推出了多媒体电子触屏

特色服务。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触屏用户信息

如表 1 所示：

表 1  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触屏用户信息一览表

序号
触屏用户

触屏开通时间
用户机构 触屏名称

1 - 百年馆庆触屏 2009.09

2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分馆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分馆 2010.06

3 - 立法决策服务成就展 2010.08

4 中编办分馆 中央编办分馆 2010.11

5 全国人大图书馆 全国人大图书馆 2011.04

6 国家行政学院分馆 国家行政学院分馆 2011.04

7 全国政协机关分馆 全国政协机关分馆 2011.11

8 中央政法委 - 2011.12

9 水利部分馆 - 2012.05

10 人大代表及委员 全国政协两会驻地触屏2010版 2010.03

11 人大代表及委员 全国政协两会驻地触屏2011版 2011.03

12 人大代表及委员 全国政协两会驻地触屏2012版 2012.03

13 人大代表及委员 全国人大人大新闻中心触屏2011版 2011.03

14 人大代表及委员 全国人大人大新闻中心触屏2012版 2012.03

15 团中央分馆 团中央分馆 2013.06

16 湖北省人大办公厅 国家图书馆·湖北省人大触屏 2015.01

2.3  地方图书馆提供的触屏服务

除国家图书馆外，还有部分地方图书馆也

以触屏形式服务于地方“两会”的信息服务中。

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通过触屏为广西人

民会堂和代表委员驻地提供“专题资料汇编”“信

息咨询检索”“数字资源浏览”“办证借书”“新

媒体图书馆信息应用”等服务。吉林省图书馆

提供的数字阅读信息服务触屏，可以让代表们

通过触屏了解大会的相关会务信息，同时为代

表提供各地党报的数字阅读和履职信息服务，

代表还可以通过触屏与吉林省人大常委会的网

站实现信息互动。南京图书馆在江苏省“两会”

期间开设了触屏报刊阅览系统，为近 2 000 人次

到馆用户提供触屏服务，这一高新快捷的信息

服务手段深得领导和代表委员的好评。

还有更多的地方图书馆 , 则将触屏服务投

入到了日常的读者服务中。重庆图书馆的触屏

读报栏，为读者提供国内 40 种最新报纸、1 800
多种 3 万多册畅销期刊及 300 种品牌杂志 [4]。

该馆还引进了重庆市勘测院和重庆数字城市科

技有限公司定制的虚拟图书的“电子画册”，

采用光学投影方式展示图书内容，能侦测识别

读者翻书的动作，自动翻页，同时还配有纸质

图书翻页的声音，充分运用声光电技术的结合，

为读者奉上一种新颖的阅读体验 [5]。福建省图

书馆同样引入了触屏报刊系统，读者通过触摸

操作就能免费浏览当日全国各地的 200 多种报

纸。南京图书馆除前边提到的针对地方“两会”

提供了触屏服务外，还为读者提供了集“馆史

馆藏”“机构设置”“读者服务”“图书馆常

识”于一体的多媒体导读系统。四川省图书馆

的触屏系统包含了古籍珍品、名人手稿、老照

片、年画、民国书刊、学术讲座、电子报等。

宁夏图书馆设置的触屏，主要涉及本馆介绍、

读者须知、图书馆利用指南、电子报刊、电子

图书、政府信息、城市信息以及本馆特色馆藏、

外购数字资源等 [6]。广西图书馆多媒体导读系

统由本馆简介、本馆布局、文献类型和读者指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9.037

知识管理论坛，2019（6）:369-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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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4 个模块构成 [7]。武汉图书馆引进触屏电子

读报系统向市民开放，系统内存储有全国各地

的报纸近 80 种，并每日实时更新。山东图书馆

举办的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型展览中也有触

屏服务的身影，展览以“展板 + 实体书 + 触屏”

的形式展出从 1931 年至今出版的抗日连环画，

“从连环画艺术作品的视角讲述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这段波澜壮阔的

历史”[8]。另外还有天津图书馆，也在全民数字

化阅读推广及培训活动中使用过触屏服务，创

新的服务形式，同样令读者耳目一新。

3  图书馆触屏系统的研究现状

对于图书馆触屏系统研究现状的调研，笔

者主要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作为数据来

源，以主题 = 触屏 + 图书馆或者题名 = 触屏 +
图书馆或者 v_subject= 中英文扩展 ( 触屏 图书

馆 , 中英文对照 ) 或者 title= 中英文扩展 ( 触屏 
图书馆 , 中英文对照 ) ( 模糊匹配 )，以文献跨

库检索为检索策略，时间选择不限，共得到文

献 76 篇。通过阅读标题，删除重复及新闻报道

或简讯类的介绍性文章、实际内容与图书馆触

屏技术或系统建设研究主题不相关的文献，剩

余 33 篇，时间跨度为 1998-2018 年。从检索结

果中可以看到，触屏技术应用于图书馆行业最

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起初以多媒

体导读系统为主，简单地展现图书馆的基本信

息，引导用户科学有效地利用图书馆。后来随

着触屏硬件产品的升级、可视化计算和视频等

单项应用关键技术的突破和电子报出版形式的

出现，以触屏为介质的电子报纸阅读系统、交

互式 flash 阅读系统等成为图书馆服务的新方式。

从文章内容来看，主要集中于公共图书馆及高

校图书馆向大众提供的“信息咨询”“书报导

读”“资料查询”“馆舍导航”等多媒体触屏

系统服务的内容，均未有涉及公共图书馆以新

媒体触屏技术服务于中央国家机关日常工作的

内容。且文章较为老旧，近 3 年的文章仅有 4 篇，

占比不到 13%。因此，本文拟通过介绍国家图

书馆在为中央部委分馆图书馆建设立法决策触

屏系统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及系统未来的提升规

划，以启发国内各地方图书馆向地方政府部门

开展以触屏为媒介的立法决策服务思路。

4  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触屏系统的
现有建设情况

“立法决策触屏系统”是将国家图书馆馆

藏资源及立法决策服务部的数字资源与新兴媒

体供应方式结合，便捷、高效地为中央国家机

关用户提供信息服务的系统。

4.1  数据来源方面

作为国家总书库的国家图书馆，其藏书宏

富、品类齐全，系统以国家图书馆珍贵馆藏资

源及立法决策服务部自主研发的数字资源为依

托，以咨询服务为支撑，依据图书馆资源建设、

服务的标准和规范，为用户量身定制个性化触

屏服务，立法决策触屏系统为用户查阅馆藏资

源提供了新的途径。系统内展示的国图瑰宝资

源包含了古籍珍品、民国书刊、名人手稿、年画、

老照片等馆藏内容，通过触摸体验系统访问馆

藏资源，既实现了对馆藏珍品的保护，也实现

了文明的传承。系统还为用户提供国内报社百

余份最新的实时电子报刊，提供往期报纸数据

为期 1 个月的回溯。此外，触屏中还有国家图

书馆专门面向中央国家机关所开展的各类服务

的介绍及国情概况、省情概况、各国议会等专

题数据库和讲座视频库，并可根据用户需求展

示个性化内容。

4.2  应用服务方面

2010 年国家图书馆首次在政协委员驻地以

电子触屏形式提供信息查询服务，引起政协委

员的积极响应，2011 年“两会”期间，国家图

书馆在延续和完善驻地电子触屏查询服务的同

时，在人大新闻中心也安置了电子触屏设备，

实时向参与“两会”报道的新闻媒体提供最新

的会议信息和相关资料 [9]。随后又在为中央社

会主义学院分馆、中央编办分馆、国家行政学

院分馆等部委分馆的立法决策工作中提供了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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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服务。

第一代“立法决策触屏系统”投入使用以

来效果明显，极大地提高了工作人员的工作效

率，丰富了国家图书馆为部委分馆用户提供信

息服务的方式，在“两会”服务中，受到用户

的好评。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领导、

各部委分馆用户，以及与国图密切合作的地方

省级公共图书馆，对触屏产品的后台管理、界

面显示、响应速度、软件兼容等方面提出了新

的需求，尤其是在系统的后台远程监控管理方

面提出了更高的期望。

为此，2013 年“两会”结束之后，国家图

书馆立法决策服务部就进一步完善第一代触屏

项目产品的相关事宜进行了梳理，在与用户进

行多次沟通的基础上制定了进一步提高产品性

能的第二代触屏项目方案。为使触屏产品能更

好地服务“两会”代表委员、各省馆同仁及部

委分馆用户，并持续扩大国家图书馆的影响，

立法决策服务部特申请启动第二代立法决策触

屏系统项目的建设工作，系统于次年上线并投

入使用至今。

4.3  系统功能方面

第二代触屏在系统设计之初，考虑到触屏

系统信息更新缓慢这一缺点，对第一代触摸查

询系统进行了创造性的改进。将 B/S 模式引入

系统，使触屏系统前后台分离，方便维护与实

时更新触屏信息。在以前台展示为主的第一代

触屏系统的基础上，以用户需求为方向，第二

代触屏系统增加了用户可以自助管理前台终端

的后台管理系统。具体包括以下方面：①通过

管理系统，作为系统管理员的用户可在后台选

择进入不同的子用户后台，对其触屏终端展示

的栏目进行启用、禁用、可视化编辑、顺序调

整等操作，对触屏系统的内容管理颗粒度细化

到数据层级，能够实现对栏目中的相关数据进

行添加、删除、预览等操作。②后台管理系统

还应当具有用户管理功能，可以添加管理员和

普通用户，并对系统中的用户进行角色授权，

角色权限不同对后台数据的相关操作不同。在

人手不足、设备多的情况下，分级管理能够保

证信息发布管理的顺利执行。③除管理功能外，

掌握用户的访问数据，根据数据分析用户行为，

以调整触屏资源内容，也是日常用户服务中必

不可少的功能。④为了确保触屏系统前台的运

行及互动信息的安全性，增加了留言管理及触

屏系统状态监控管理两大功能，管理员可通过

留言管理功能，在后台对留言内容进行审核，

删除不当内容 , 确保信息发布的规范性和正确

性。触屏系统的开关机、是否正常运行等设备

终端运行情况，可通过触屏系统状态监控管理

功能进行监控。⑤此外还有一些辅助功能，如

界面换肤功能，用户可根据触屏主题的需要对

触屏系统背景图及与之对应的模块图标进行更

换设置，突出个性化需求；屏保功能，当设备

无人点击的情况下，按设定时间返回系统主界

面；设备分组功能，可将每个机构内的设备进

行分组管理，更清楚地掌握本机构中各台触屏

的使用情况。

从整体上考虑，该系统需要实现国家图书

馆与省级公共图书馆及部委分馆图书馆之间的

相互协作，共同构建面向各级领导机关的服务

协作网络。通过共享共建资源，用户能够一站

式地发现、获取决策咨询信息资源并得到相关

服务。

5  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触屏系统的
问题改进策略

5.1  系统问题

虽然相较第一代展示系统，第二代触屏系

统能够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但部委分馆及省

馆用户在使用中发现，第二代触屏系统在系统

功能、需求满足、资源内容、阅读效果等多个

方面仍存在诸多需要解决与提升的地方。①系

统功能方面，在数据更新、多套系统的配置管

理上仍需优化操作复杂度，以简化后台维护者

的工作量。②需求满足方面，触屏服务手段的

多样性与便捷性需要与时俱进，应针对移动互

联网时代的特点及内网用户数量逐渐增多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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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向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增强用户粘性。

③触屏资源方面，在丰富性与专业性上也亟待

完善与提高，因资源建设量有限，现有系统还

存在内容长期无法更新的问题，从而降低了用

户的使用频率。④触屏系统的传输与传播途径

问题同样不可忽视，新媒体时代下信息传播与

获取的方式，需要突破面对面的服务方式，利

用多种终端设备提供用户服务，使用户能全方

位感受和体验现代信息服务成果。但在缺乏良

好网络环境的条件下，电子文献的传播会遇到

阻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数字阅读的效果。

除前边提到的在触摸屏服务过程中用户反

馈的问题外，还有部分部委分馆用户从其他角

度对触屏系统提出了意见。例如有用户反馈触

控终端的价格过高、选择面不大，而且相较于

PC 端来说，触屏的购买数量较少，同一时间可

以体验触屏服务的人群范围相对有限。因为经

费紧张等原因，也无法通过大规模购买设备来

平衡这个问题，甚至无法定期更换最新的触屏

硬件设备，以享受最新的技术成果。基于采购

成本的考虑，触摸屏一体机相较其他终端具有

一定的劣势，用户希望将触摸屏服务延伸至移

动客户端，以降低硬件成本。

5.2  提升规划

结合当下触摸屏系统技术与功能，以其他

图书馆成功经验为改进依据，国家图书馆立法

决策服务部积极探索新媒体触屏技术在图书馆

服务中的应用，提出系统改进策略，进一步解

决现存问题和提升系统服务能力，力求升级改

造为集电子资源阅读与借阅、图书馆服务站与

信息发布于一体的触屏系统。

5.2.1  设备硬件方面

原立法决策触屏系统采用经典横向触摸屏，

该机型是读报机和查询机的理想选择。近几年，

立式落地单屏触摸屏和立式落地双屏触摸屏因

其设计简约、美观大方、功能多样的特点，深

受图书馆、政府机构、高校及其他企事业单位

用户的喜爱。尤其是双屏交互数字标牌，左触

右显（左侧为可触摸式互动屏，右侧为不可触

摸式展示屏），该款触摸屏可用于展览展示、

楼宇导航、报刊阅读、信息查询和互动娱乐，

此外，上方内置 LED 滚动栏，可用于实现通知

公告功能。因此，第三代触屏系统将选用立式

落地屏触摸一体机为硬件，在此基础上进行软

件系统的开发工作。

5.2.2  系统功能方面

提升后的第三代触屏系统，前台展示需同

时支持传统的横屏设备与新款的竖屏、双竖屏

设备。保留部门自建资源展示、馆藏资源整合

展示、部门产品介绍展示等经典栏目，将页面

风格做整体优化设计，新的用户界面设计，简

洁清晰、美观时尚，减少阅读疲劳，让用户拥

有全新的阅读体验。

触屏系统的阅读功能是图书馆数字化建设

的有机组成，它不仅实现了数字阅读资源的集

成服务，也提供了舒适高效、时尚环保的阅读

体验，表现出阅读便捷、内容完整、检索精准

的优势，实现纸本与数字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优

化整合，赋予图书馆阅读服务以新的内涵。因

此对用户使用需求量最大的电子报功能，需着

重优化调整，增加更多的电子报阅读模式。而

针对新媒体时代用户碎片式、即时化的阅读习

惯特点，可以通过增加二维码扫码阅读功能，

实现手机端阅读资源的下载。升级改造后的触

屏系统还可以借助云同步的方式，满足用户跨

平台阅读的需求，利用触摸屏技术突破图书馆

传统服务在时空的限制，让读者便捷迅速地获

取信息。

考虑到某些单位的性质，这类触屏使用者

所涉及到的一部分数据资料必须处于内外网完

全隔离的安全状态下，禁止接入 Internet，因此

需建立与互联网物理隔离的内网工作环境。内

网用户物理隔离的办公环境影响了其对资源获

取的便捷性，但在内网办公系统中又需要一定

的数据交互。全媒体时代的图书馆更关注用户

个性化需求，力求提供满足其个性化功能的服

务。能在内网环境中实现人机资源交互，也是

本次触屏系统改进策略中的亮点功能。通过技



375

术手段实现在内网环境下 WIFI 热点的覆盖，使

服务既具有保密性又具有延伸性，同时服务内

容个性化也是数字图书馆显著的时代特征。

优化触屏系统后台功能是本次系统问题改

进中的重点。后台在编辑、发布、管理功能的

实现上应该更清晰明确、便于操作，以降低维

护者工作量。维护者通过触屏系统后台，可以

快速高效地编辑文字、图片和视频等素材发布

到触摸屏终端。管理维度包含用户、数据、终端，

对终端的管理要细化到栏目、模板层级。同时

增加访问统计功能，根据访问数据分析用户行

为与偏好，进一步把握用户的实际需求，提高

服务的精准度与质量。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正面

临着严峻的形势和挑战，作为以宣传展示为主

的触屏设备，用户在发布资源前，应注重加强

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新增审核单元，将资源

内容经过审核无误后才能发布。立法决策触屏

系统前后台新增功能如图 2 所示：

图 2  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触屏系统前后台功能

除了对触屏系统功能的重点优化外，页面整

体风格也需要进行优化设计，同时支持原系统采用

的横向触摸屏设备与新系统采用的竖屏、双竖屏设

备，立法决策触屏系统前台展示效果如图 3 所示：

图 3  国家图书馆第三代立法决策触屏系统前台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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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扫码阅读：针对大众用户阅读习惯逐

渐向手机端变化，开发多终端一体化的自助电

子书、报、期刊借阅功能。用户可以通过手机、

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扫描二维码，下载安装触

屏系统中预设的阅读 APP，选择所需书籍扫描

相应的二维码下载至手机，随扫随读，从而拓

展服务类型以及提高服务质量，扩大图书馆服

务和影响范围。

（2）内网 WIFI 热点：在内网环境下，连

接硬件设备提供独立的 WIFI 覆盖服务，可推送

信息、安装包等到使用 WIFI 的移动端，自动弹

出已绑定的网站供用户通过移动设备访问。客

户端连接到 WIFI 后可通过扫码下载对应的资

源，保证数据安全以及内网的数据交互。

（3）电子报纸：在上一代报纸阅读的显示

效果上，新增原版原貌展现各类报纸的阅读效

果。还可按需增加热词搜索功能，根据用户所

输入的搜索关键词进行统计，了解用户行为，

通过统计量进行热词推荐。增加弹幕功能，弹

幕展示当天任意报纸中的新闻标题，触摸点击

新闻标题可直接进入到该报纸该新闻标题的阅

读页面，增强与用户的互动性。

（4）LED 通知展示：触屏上方的 LED 屏

幕滚动展示公告信息以及新闻，并可实时更新

滚动播放信息，为用户及时地提供最新信息，

起到宣传或提示的作用。除此之外，双屏触屏

可辅以图文视频富媒体对活动进行包装，使活

动宣传更有吸引力。

（5）栏目管理：增加审核机制，系统内的

资源需要经过操作、预览、审核、发布等步骤

才能最终呈现在前端展示系统上，保证资源内

容的质量与安全。

（6）模板管理：增强易用性和可移植性，

对不需要改变结构仅需改变内容的栏目组，可

以将第一次制作好的栏目保存为模板，日后复

用，这样就能快速地完成、审核、发布新栏目。

（7）终端管理：系统管理员可以查看每个

终端播放栏目的历史记录、正在展示播放的内

容及该终端 CPU、内存、进程等的实时信息。

能够设置每个终端的定时开关机时间、音量、

屏幕亮度等信息，甚至可以在特定的时候要求

播放特定的栏目。在终端设备开机状态下，终

端管理功能可以自动记录终端设备的运行情况

以及自动恢复终端内容不正常的情况，减少人

力维护成本。

（8）系统统计：用户在触屏系统上浏览、

查询、扫描二维码等操作均在后台有数据统计，

数据可以反映出一段时间内全部的书籍、报刊、

杂志的搜索、点击和扫码量。以此数据为基础，

可更加快速判断出书籍、报刊、杂志的热门程度，

分析出市场及用户关注度等情况。根据数据随

时更改调整相应的展示效果，提升用户体验，

进而提高交互式触屏的使用效果。

5.2.3  资源建设方面

造成触屏系统资源内容匮乏、专业性差的

原因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资源建设过程

中没有考虑到多种终端共享资源的可能性，所

以存在 PC 端、移动设备端对已建成资源无法多

元发布的情况，而在重复建设中又发现，有的

数据库因为互动性、适用性等问题，不适合或

者无法移植到触屏设备上，导致可用资源少，

因此无法定期更新资源或是需要重复建设适用

于触屏的资源。另一部分原因是没有形成既布

局合理又有能力长期维持生产的数据库建设团

队，绝大多数图书馆的触屏是外包给第三方公

司来制作的，这些外包公司在技术、硬件、页

面设计方面可以满足系统的外在需求，但是却

无法满足作为系统灵魂的数据内容的内在需求。

由于制作周期短，制作人员无法全面了解馆藏

和文化的内涵，制作的内容空洞、信息量贫乏，

吸引不了用户的兴趣、抓不住用户的心，从而

无法长期、稳定地维持住用户的使用频率，最

终造成系统闲置的惨淡结局。

信息资源是服务用户的基础，因此为了实

现触屏资源内容多样化、更新周期化，亟需培

养专业的数据库建设团队，形成以数字信息技

术为核心的存储格局，加强软硬件配置保障，

满足数据库开发和运维需要。新媒体环境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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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源是丰富多样的，可选择范畴不仅包括

外购资源、自建资源、联盟共享资源，还可以

包括网络开放获取的资源，只要是能获取到的

资源都可以入选触屏资源的范畴。图书馆也要

打破以往各部门各自为战的建库方式，从上至

下、统筹安排、协调管理、联合建库、资源互补、

成果共享，尽量避免重复、浪费、空档现象。

在加强数据资源建设的基础上，还要逐步向产

品化、标准化、商品化、品牌化的方向发展。

5.2.4  用户服务方面

以人为本，以用户的关注点、兴趣点为出

发点选择触屏系统的内容，做到将特色数据资

源与特定用户阅读习惯有机结合。依据图书馆

所提供资源服务的特点及未来宣传工作的重点，

采用既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又体现本图书馆

特点的模式，结合所服务用户的关注度和兴趣

点，对内容设置进行规划整理。部门成立专门

负责设备内容制作的工作组，定期收集用户体

验评价及意见建议，还需要改变图书馆对触屏

作用认识不到位的现状，提高图书馆馆员对触

屏系统的认识。图书馆作为具有特殊文化属性

的场所，触屏系统不应仅具有指引和导览的作

用，科学有效地使用触屏设备，可以使用户以

最快捷、最直接的方式了解馆藏及其文化、历

史的内涵。

6  结语

根据触屏的服务方式，国家图书馆挖掘

和利用触屏技术，对信息组织和系统管理模

式加以改造，提升后的触屏系统实现了服务

功能的完善和强化，优化了数据及栏目的配

置管理，终端管理功能加强了对异地分布终

端触屏的远程监控和管理。在内网环境下提

供的 WIFI 热点功能，将打破服务对象物理隔

离的办公环境形成了的壁垒，增大内网用户

对资源获取的便捷性。实时抓取用户的交互

信息及访问数据等，在更好地实现资源整合

与调配的同时，深入地了解用户所关注的信

息点，及时调整资源提供策略，使触屏成为

本馆服务中央国家机关的重要服务方式。未

来希望通过培养专业的数据库建设团队，完

善与提高触屏资源的丰富性与专业性问题。

既布局合理又有能力长期维持生产的数据库

建设团队，保障触屏系统不再是一个一次性

交付使用后内容便不再更新的资源载体，而

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可以源源不断地为

用户定期输送高质量又符合用户需求的触屏

资源。让触屏系统真正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而不是作为一个看似具有科技感、实则毫无

内容的设备。除了数据库内容本身以外，触

屏系统建设人员还需要增强多种终端共享资

源的可能性，一方面降低资源重复建设的开

发成本，另一方面增加用户与移动客户端的

互动性。

随着触摸操作方式为越来越多人所接受，

触屏的使用率正在与日俱增，具有越来越广阔

的市场。为了适应用户的阅读习惯、获取信息

习惯的变化，图书馆应不断致力于触屏系统的

数字化探索之路。随着触屏技术的发展及 5G 等

技术的诞生，因网络环境欠佳所导致的电子文

献传播受阻、多种终端设备提供用户服务困难

等问题也会逐步解决并完善。触屏必将为图书

馆带来更广泛的应用空间，为用户带来更丰富

的阅读体验。但在新型技术驱使下的图书馆，

也要注重传统模式与新媒体技术的相互融合，

在重视新媒体技术应用的同时，使图书馆传统

业务与新媒体技术相结合，促进图书馆事业更

加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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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Service for Central and State Organs :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ouch Screen System for Legislative Decision-making in National 

Library as an Example

Zhu Bei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National Library’s Legislative Decision-making Touch Screen 
System combines the digital resources of the collection with the new media technology and become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thods for the National Library to the leading organs of the central state. [Method/process]
Take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Library Legislative Decision-making Touch Screen System” as an 
example, combed and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 and design principles in the process of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he system from service situation, research status, construction situation,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 
upgrade plan was systematically described and analyzed. [Result/conclusion] With the help of new media 
technologies, the touch screen system is applied to the daily service of users in central state organs, which 
not only expands the legislative decision-making service means, but also improves the servic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for the library industry in the future. It is useful to carry out the same type of service to the central 
state organs for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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