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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onstant enrichment of electronic
resources, network resources and database resources, readers’ demand for knowledge sources
has changed. Early college library services are limited in time, space and resources, which obviously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readers. This paper uses the content analysis to compare
with the information commons of 11 college libraries, which are published for the QS 2015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and whose public information on Website is more complete in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Finally, we provide relevant suggestions of the information commons in physical and virtual levels for the college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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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电子资源、网络资源与数据库资源的不断丰富，读者对知识来源的需求也随之
改变。早期大学图书馆服务在时间、空间与资源建设上的限制，显然无法满足现代读者的需求。本文采
用内容分析法，针对在QS公布的2015年世界大学排名及中国、港台两岸三地中，网站公开信息共享较
完整的11所大学图书馆进行资料整理与分析，最后对大学图书馆的信息共享空间在物理层次与虚拟层次
两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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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电子资源、网络资源与数据库资源不断丰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
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用户的信息行为越来越借助于计算机和网络，信息需求呈现出多元化、
深入化、个性化的趋势[1]。传统图书馆的被动式服务，使读者受到较大的限制与不便[2]。如今，这种服
务形式已经无法满足读者对知识的需求，而建设一个有效支持学习研究活动的信息共享空间，是图书馆
转型传统服务的契机和基础[3]。
信息共享空间(information commons)起源于 1990 年代，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图书馆设置第
一个信息共享空间[4]，目的是以图书馆为中心，连结传统印刷型资源和新型电子资源，支持校内跨学科
教学和研究[5]。此后，信息共享空间在全球获得广大回响。
自 2004 年以来，香港地区的部分大学图书馆对信息共享空间的研究与实践逐渐深入[1]，中国则直
到 2005 年，才由上海交通大学吴建中馆长将信息共享空间理念引入[6]。之后，清华大学图书馆、复旦大
学视觉艺术学院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大学图书馆也于 2006 年开始建立信息共享空间[7]。
在以往的研究中，任静等学者认为，信息共享空间的建设必须对空间、资源和服务这三个要素进行
组织与管理方面的战略整合和技术方面的功能整合[8]。宋爱玲认为，信息共享空间服务模式有多种，除
了常见的信息共享空间外，还有学科型和整合型信息共享空间[9]。
综上所述，本研究目的是针对信息共享空间公开化的全球知名大学图书馆进行探究，以了解信息共
享空间的现状与不足，及其未来的发展情况。

2. 信息共享空间
信息共享空间又被称为 IC 服务模式[10]、信息拱廊(the information arcade)[4]、媒体联盟(media union)
[11]，或学习共享空间(learning commons)[12]。
信息共享空间是指图书馆内一个以学生为中心，支持协作和小组学习的地方[13]，包括物理、虚拟与
文化共享三个层次[14]。也就是说，信息共享不是简单的电子阅览室和计算机实验室的组合，也不是虚拟
资源概念下的数字图书馆，而是一个经过特别设计的一站式服务中心和协作学习环境；一个综合实体空
间、虚拟资源和技术的开放存取环境下的信息共享空间[5]。
另外，信息共享空间被认为是一种打破传统被动、等待、缺乏互动、静态的服务，将其变为一种互
动的、动态的、不断成长和变化的服务，是适应高等教育自主学习、自主研究的发展需要，通过整合利
用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和其他网络化资源，为老师、学生提供的一种新的服务场所和服务模式，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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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图书馆服务功能，吸引读者[15] [16]。
信息共享空间为知识共享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和环境，发生在信息共享空间的知识共享，能促使知
识的交流和融合，使知识在传递后得到反馈，从而对知识进行改进，创造出新的知识[16]。洛约拉大学图
书馆(Loyola University Libraries)馆长 Seal 认为信息共享空间是一个无论是在图书馆或相关技术都能够便
利的满足学生、教师、职员的信息需求，能够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给读者合作，学习，和创造知
识，并且从图书馆员、电脑专家中获取最新技术和专业帮助的地方[17]。同时，信息共享空间是图书馆通
过整合实体空间、互联网、计算机软硬件设施、海量的信息资源，在图书馆的参考咨询员、IT 专家以及
指导教师的共同参与下，为用户提供的“一站式”服务[18]。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对象包括国外知名大学以 QS 公布的 2015 年世界大学排名前 20 名且主页信息较齐全的大学，
以及中国较早建设信息共享空间服务且图书馆主页信息公开度较高的学校，包括：斯坦福大学、悉尼大
学、麻省理工大学、多伦多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台
湾中兴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 11 所大学。
过往学者在对图书馆的信息共享研究中，重视对图书馆的空间、资源、服务进行探讨[7]。本研究则
依照文献分类将大学图书馆的信息共享空间分为物理层与虚拟层，并采用内容分析法，将信息共享空间
的相关研究及对西方和中国、港台两岸三地部分大学图书馆主页[19]-[31]的信息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如
表 1 所示。

4. 资料分析与结果
4.1. 信息共享空间的物理层
目前，信息共享空间的空间布局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基于电子阅览室，在图书馆内部建设信息共
享空间；二是基于图书馆资源整合，建立专门的信息共享空间大厦[1] [8] [32]。
创校时间较早的大学，会选择对图书馆进行改造，在表 1 中，图书馆内部建设信息共享空间的有：
斯坦福大学、悉尼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多伦多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台湾中兴
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而建立专门的信息共享空间大厦的新建图书馆有：上海交通大学和暨南大学。
在对区域的命名中，不同的图书馆有不同的称呼，其功能依旧是信息共享空间的空间构建，包括：
多媒体室、小群体使用的研究室、学习室，休闲社交空间，信息台，开放学习区，个人学习区，参考咨
询服务等[1] [18] [33] [34]。如，台湾中兴大学的信息共享空间“兴阅坊”，其“知识吧”是休闲阅读功能区，
爱学区是多媒体区域，陈列电脑技能与语言学习相关的书籍及期刊，供读者学习时方便取用。书刊的配
备契合了该区多媒体创作、数位剪辑、语言学习等功能；学习咨询室主要功能是提供学习辅导咨询课程
或小组课业讨论使用，以配合教学资源发展中心的学习咨询活动，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益[35]。
从表 1 可发现，西方国家的大学图书馆在信息共享空间中，更注重团体讨论学习，以及多媒体的服
务。除了有独立的小组讨论室，研修室外，馆内还有开放的区域，可进行小声讨论。同时，在多媒体的
空间布局上，除了提供基本的视听区域外，还有多媒体的制作区域，提供高级的制作软件或设备。

4.2. 信息共享空间的虚拟层
信息共享空间的虚拟层是用户学习、交流和共享知识的虚拟场所。由虚拟空间、信息资源和网络软
件设施等部分组成，运用 Web 2.0 技术或软件构建[36]。其中，信息资源是虚拟层内相当重要的内容。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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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information commons of college libraries
表 1. 大学图书馆信息共享概况
名称

物理空间

高科技休息室(Tech Lounge)；
斯坦福大
数字语音室；
学
小组研讨区；个人学习区；
媒体自习室等。
团体学习室；
多媒体观看室；
讨论区等。

悉尼
大学
麻省理工
大学

团体学习室；媒体室；
个人安静学习区等。

多伦多大
学

团体学习室；帮助台；
媒体制作区；写作中心；
放映室；个人学习区等。

清华
大学

上海
师范
大学
上海
交通
大学

浙江
大学

暨南
大学

台湾
中兴
大学

香港
科技
大学

虚拟资源

提供服务

相关合作组织

电子书；数据库；
图像；视频；地图等。

休闲阅读；研究援助；
团体讨论；多媒体学习；
学科服务；参考服务等。

数字图书馆联盟(DLF)；
研究中心图书馆(CRL)；
东北地区研究图书馆协会(NERL)等。

数据库；电子书；
图像；视频等。

参考咨询；团体讨论；多媒体学
习等。

期刊数据库；电子书； 参考咨询；休闲阅读；学科指导
服务；团体讨论等。
音乐资料库；图像库等。

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员委员会
(CAUL)等。
NERL；Novanet 等。

电子书；DVD；图片；
视频；微缩资料；
数据库；报纸等。

加拿大研究知识网络(CRKN)；
参考咨询；视听服务；写作指导；
CRL；多伦多健康科学资讯联盟
媒体制作；团体讨论等。
(HSICT)等。

IC 咨询台；电子阅览区；
音像视听区；大屏幕放映区；
研讨小间等。

特色数据库；数据库；
电子书；音像资料等。

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参考咨询；团体讨论；
(CADL)；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
音像视听；影片欣赏；
中心(CASHL)；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
电子阅览；SCI 咨询中心；
障系统(CALIS)；MyiLibrary 联盟；中
信息素养培训；学科服务等。
国高等学校数字图书馆联盟等。

自由交流区；经典阅读区；
文献资源；个人学习区；
视听演示区；研讨区等。

数据库；电子图书；
报纸；中文；
特色数据库；光盘等。

安静自习区；小组讨论室；
数据库；自建数据库；
课题研究室；多媒体体验区；
参考工具书；
多媒体制作室；多媒体演播室；
音频与视频库；
外语自主学习中心；
学位论文；电子书等。
新技术体验区等。

学科导航；参考咨询；
团体讨论；信息交流；
视听教育；教育培训；
媒体制作等。

CASHL；长三角高校图书馆联盟
；全国师范院校图书馆联盟等。

电子教参服务；团体讨论；
CADL；CASHL；CALIS；
信息专员培训；学科导航；
中国高等学校数字图书馆联盟；
科研支持；影音欣赏；数字加工；
上海教育网络图书馆等。
新技术体验等。

研究空间；文化空间；
CADL；CASHL；MyiLibrary 联盟；
数据库；数字音乐；
参考咨询；多媒体制作；
中国高等学校数字图书馆联盟；
创新空间；系统体验空间；
教学图片数据库；
学科导航；视听教育；信息交流；
长三角高校图书馆联盟；
多媒体空间；学习空间； 医学视听资源；电子书等。
信息素质教育培训等。
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等。
外文特藏研修；知识空间等。
多媒体阅览室；多媒体培训室；
特色数据库；数据库；
教师专区；个人研修室、
团体讨论；参考咨询；读者培训；
电子书；电子报纸；
虚拟咨询服务等。
学术讨论室；文献演示厅；
随书光盘；读者培训等。
计算机检索区等。

CASHL；CALIS 等。

思风区；知识吧；爱学区；
数据库；电子期刊；电子书；团体讨论；多媒体创作与学习；台湾文献传递服务；国际快速馆际合
创艺区；悦读区；
学习咨询室；发表练习室； 兴大机构典藏；资源情报站；作品展示；休闲阅读；学习咨询；作；台湾中部联盟；台综大联盟馆；
DVD；VCD 影音光碟；CD 简报练习；小型活动排练；语言 台湾云嘉南区域；全台学术电子资讯
自习室；服务柜台；
学习；欧盟资料专区等。
资源共享联盟等。
唱片；录影带；录音带等。
打印与列印区；
辅助器材借用；视听欣赏区等。

研究区；E-学习中心；
创意媒体区；茶点区等。

电子资料库：包括新闻；
团体讨论；媒体制作与培训；
参考工具、音频视频；
休闲阅读；参考咨询；
电子书；电子学习视频与游
3D 打印；职业咨询与服务；
戏；音乐和视频；
学习辅导；员工培训等。
科大数字图像等。

联合大学图书馆咨询委员会；
MyiLibrary 联盟等。

着电子资源数量的激增，大多数图书馆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由于经费、设备等方面的原因，各大学图
书馆的电子信息资源建设大多数不可能将各个学科所需要的文献资料收藏全，要想充分满足读者的文献
信息需求，资源共建、共知、共享是最佳之路[3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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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亦可发现，关于电子资源的馆藏，西方国家的大学图书馆十分重视电子资源，除了数量众多
的电子期刊数据库和电子图书外，还有各类音像资料，例如：电子新闻、报纸、音乐、视频、录音等等。
而中国及港台的大学图书馆更多是集中在数据库、电子书及校内学位论文库等，在对音像资料的收藏较
少。
为了丰富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同时降低经费开支，许多大学图书馆纷纷聚拢，形成全国性图书馆联
盟、区域联盟、跨区域联盟[39]。如表 1 中，浙江大学图书馆与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都有加入长三角大学
图书馆联盟，形成跨区域的图书馆联盟。上海交通大学中的上海网络教育图书馆，属于区域图书馆，该
联盟提供共享文献资源、网上参考咨询、联合目录、文献传递等服务[40]。暨南大学图书馆则有多校区的
合作，图书馆不仅对校本部校园网内的所有师生提供免费开放服务，而且对 3 个校区以及 10 个附属医院
免费开放。此外，学校师生若需在校园网以外利用图书馆电子资源，向图书馆申请免费的 VPN 服务即可
[41] [42]。国外的图书馆联盟类组织，例如研究中心图书馆(CRL)、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员委员会(CAUL)、
东北地区研究图书馆协会(NERL)、Novanet 等主要功能都有电子资料授权服务，负责购买电子资料，以
降低单一图书馆的采购成本[31]。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在本文列举的西方国家大学图书馆中，其信息共享空间的建设已经相当完善，即便个别图书馆并无
具体说明信息共享空间服务，但是属于信息共享空间该有的理念已经融入到图书馆中, 如提供给读者一
个合作、学习和创造知识的舒适环境，有大量的馆藏满足读者对知识的需求，有丰富的多媒体资源与设
备，而且读者可从图书馆员、电脑专家中获取最新技术和专业帮助[17]。在图书馆内的物理环境建设上，
除了对信息共享空间的服务建设外，还结合了个性化和人性化的服务；在讨论室，休闲室上，其美观，
舒适的设计风格，也增加了图书馆特点与对读者的吸引力，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中国的大学图书馆在信息共享空间服务方面起步较晚，虽然已经有大学图书馆建设了信息共享空间，
但是与西方国家的大学图书馆相比，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在物理空间上，属于信息共享空间的基本区
域(讨论区；多媒体区；视听区；参考咨询区)都有建设，但是在虚拟空间上，电子资源与国外大学图书馆
相比，数目较少，种类不多。

5.2. 管理意涵
大学图书馆在对图书馆的建设中，应结合自身学校的情况，在物理空间及虚拟空间上，符合校内师
生的具体需求。
在物理空间上，大学图书馆应摆脱以往“安静学习”的主调，除了讨论室、研讨室等讨论区域外，还
要设置公共自习区，允许读者进行小声讨论。使大学图书馆成为促进读者进行面对面学习交流、互动合
作、研究创新和社交的个性化空间[5] [18]。注重读者的个性化需求，购置种类不一的家具，如沙发、不
规则桌椅等，满足不同读者的个性化需求，同时，可以增加图书馆对读者的吸引力。
在虚拟空间上，图书馆可为读者提供一个便捷的虚拟空间，包括：1)建设图书馆电子图书库，实现
实体书电子化，增添图书馆可使用的数据库种类，满足不同读者科研学习的需求，可通过图书馆间的馆
际合作，共同购买电子资源，在同一组织中，避免重复购买同一资源，以减少资金浪费；2)建设图书馆
VPN，使读者能在馆外，直接通过 VPN 账号，链接进入图书馆主页，使用图书馆的电子资源；3)提供电
子信息参考咨询，信息素质教育培训、IT 技术支持(包括文件恢复、账号管理、配置无线上网、配置安装
软件、查杀病毒等)服务[36]；4)适时更新馆内硬件设施(如电脑等)，及软件(如办公软件等)，提供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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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质的虚拟空间使用；5)在电子资源的增设方面，要注重多方面购买，而不仅仅局限于数据库、电子
书类资源，可以增加音像类资源的购买。
另外，与建立大型的信息共享空间相比，将学科服务与信息共享空间相融合而形成学科化信息共享
空间更容易实行[9]。中国的大学图书馆比较注重学科服务，不少图书馆还设立学科馆员这一职务，因此
尚未建立信息共享空间的大学图书馆可以根据本院校的情况，建立学科化信息共享空间，或是以信息共
享空间为理念的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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