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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发生大转折的时候,在错误

的方向上跑得越快,就将被甩得越
远。

——施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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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1. 参考咨询服务发展环境分析

2. 从参考咨询走向知识咨询

3. 加强知识咨询服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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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考咨询服务发展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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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LA WLIC 2013

主题：Future Library: Infinite Possibilities
关键词：future；change; transform；cross the boundaries；

technology-driven；open access; e-book; MOOCs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Cloud computing; 
Internet of Things; Linked Data and the Semantic Web；
Big 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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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威尔士大学图书馆
• 自2002年起开始实施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的调整，取消印本主导时代按
照学科组建的专业图书馆（强调现场物理地与用户、员工和资源的交
互），取而代之的是强调西南威尔士大学图书馆是一个图书馆（而不是
几个）的简单结构，组建数字图书馆服务、信息服务（用户与学术支
持）、中心服务（物理图书馆和企业服务）三个部门。没有所谓的一线
阅览室、二线阅览室的划分，也没有采编之类的技术服务部门。95%的
信息资源预算用于电子资源。

• 在该馆：（1）没有服务台（service desks），但设立帮助区（Help 
Zones），使用分层参考咨询模式（tiered reference model）；（2）
设立自助（Self-help）服务，适应联机环境的需求，用户可舒适地进行
检索和联机处理事务。目前，90%以上的借阅可由用户自己完成。最近
还开发完成了一个称为“RightNow”的软件（知识库）来适应用户的需
要；（3）不再做或做法不同。主要是不再开设面对面的信息素质课，
而转移到在线环境下。面对面的信息素质教育规模小（而学生的需求很
大），也不能吸引技术良好的学生，而且常常使用落后过时的教学方式；
（4）不再做的事情将资源释放给新的活动。改革组织结构、参考咨询
服务和信息素质教育模式，使得图书馆信息服务人员重新调整大量的专
业资源，开展新的支撑科研的服务，如科研绩效评价和文献计量分析。
还重新调配资源用于与教职员工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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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流击水？还是被大浪淘沙？—
信息环境演变导览》

• TREND 1: New Technologies will both 
expand and limit who has access to 
information. 

• TREND 2: Online Education will democratise 
and disrupt global learning. 

• TREND 3: The boundaries of privacy and 
data protection will be redefined.. 

• TREND 4: Hyper-connected societies will 
listen to and empower new voices and groups. 

• TREND 5: The global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will be transformed by new 
technologies. 

关注颠覆性的技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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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处的环境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发生的变化超
过了过去两百年的变化，特别是技术发展的驱动。
这种变化正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学术研究对物理图
书馆作为重要信息源满足研究需要的依赖，而走
向复杂的有多种选择的网络。

--British Library 2008-2011
• 图书馆界过去五年的变化超过了前面一百年的变
化，而未来五年的变化将使过去五年的变化微不
足道。

-- Scott Nicho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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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is a constant

图书馆在变化

信息环境在变化

信息技术在变化

用户需求在变化

社会期望在变化

用户行为在变化

出版领域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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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Library Survey 2010
Insights From U.S. Academic Library Directors
http://www.sr.ithaka.org/research-publications/us-library-survey-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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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正在被边缘化

by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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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k Anderson：
• 那种以馆藏为基础、解决“信息稀缺”为目标的
研究图书馆的传统组织结构、实践以及观点都日
益走向一个死胡同。

• 在我们的资助机构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的
时候，图书馆持续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来
提供那些对我们的用户来说价值却在不断削弱的
服务，将致使图书馆面临其任务从根本上被取消
的危险。

正视图书馆危机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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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
“心脏”病？1. Book collections became 

obsolete.
2. Library instruction was no 

longer necessary. 
3. Information literacy was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curriculum. 
4. Libraries and librarians were 

subsum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partments. 

5. Reference services 
disappeared. 

6. Economics trumped quality. 
Brian T. Sullivan.Academic Library Autopsy Report, 2050. 

http://chronicle.com/article/academic-library-autopsy/12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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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需求为中心的图书馆范式

• 以机构为中心

• 以资源为中心

• 简单粗放型

• (用户)走进文献情报机构

• 人力密集型

• 以用户为中心

• 以服务为中心

• 深入精细型

• (服务)走近用户

• 智力密集型
实现：

服务内容的知识化；服务方式的集成化；服务手段的智能化；
服务空间的虚拟化；服务场所的泛在化；服务效果的满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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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咨询服务量持续走低

• ARL：
reference transactions at ARL institutions 
decreased by 65% and circulation 
transactions decreased by 29% between 
1991 and 2011, despite an increase of 
about 33% in the number of students 
enrolled in those institutions during that 
period. 

---http://www.arl.org/storage/documents/service-trend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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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需要自信

• 作家Neil Gaiman说：“Google可以给你提
供10万份答案，而图书馆员则给你提供一
份正确的答案”（Google can bring you 
back 100,000 answers, a librarian can 
bring you back the righ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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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一份2006年8月-2012年10月JobLIST图

书馆招聘广告（71份）的分析表明，需求
排在前面的岗位是：新技术监测与应用、
网站管理、参考咨询、信息素质教育、用
户联络、协同、在线教学资料制作、技术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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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参考咨询走向知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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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咨询服务的定位和功能
• 树立大咨询的概念

• 突破reference或ready reference，走向
consultation（类似医学咨询、心理咨询、工程
咨询、管理咨询等）；

• 咨询服务与情报研究、政策研究、管理决策支持
的融合；

• 从以检索、提供文献为特征，到数据挖掘、情报
分析、政策研究、竞争战略、知识管理为特征；

• 突破免费服务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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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咨询服务的层次结构

指向性咨询-问询
Information Desk

基于文献的参考咨询
Ready Reference Service

提供solution的知识咨询
Knowledge Consul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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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咨询服务的局限：
• 参考咨询主体属于便捷咨询（ready reference)
• 参考咨询基本上是基于文献和文献线索的一种问
答式的服务，没有深入到知识层面；
• 参考咨询是一种基于图书馆（甚至是本馆）的资
源与服务的、被动的服务，没有从用户需求出发，
为用户能动地提供基于问题的解决方案
（solution）；
• 参考咨询是一种简单的知识性劳动，更多地体现
为一种技能和经验，而不是一种复杂的智力型劳
动，服务成果的知识附加值很低；
• 参考咨询适应的是到馆用户和网上用户的一般需
求，不能适应图书馆知识化、学科化、个性化、
泛在性、嵌入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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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知识咨询：
• 强调基于用户需求，主动 （active)并且能动地
(proactive)融入用户过程，提供问题的解决方
案，是智力密集性的劳动，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
知识服务；

• 图书馆的传统咨询需求在下降，而知识咨询的需
求在急剧上升，符合图书馆的定位和发展方向；

• 图书馆拥有良好的专业人才基础和潜能，在知识
咨询服务上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 推动图书馆服务的转型：从文献服务到知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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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图书馆咨询服务模式（国外）
(1)分层服务模式（tiered service model）

• 总问讯台（general information desk）

• 参考咨询台（reference desk）

• 数据库室（database room）

(2) 研究咨询模式（research consultation 
model）

(3)“流动参考馆员”（floating / roving 

reference libra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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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建立咨询服务新的机制

•从参考咨询到知识咨询的范式转化;

•用户在哪里，服务就在哪里；

•学科为基础、知识为保障、技能为条
件、技术为驱动、效果为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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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将参考咨询有机嵌入用户的查询过程

• 用户的检索点（access point）

检索点帮助对数字参考咨询的成功是至关
重要的。

Schneider：联机参考咨询最重要和最变革
性的特征是用户并不是远程的，图书馆员
才是远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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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参考咨询服务与全馆服务的嵌接
• 参考咨询量并非越多越好！

可能：
–用户教育与培训不够；

–图书馆系统导航功能不完善；

–图书馆资源不完备；

–图书馆服务不到位；

–图书馆制度不完善；

– ……
• 为资源建设、信息系统、文献传递、馆际互借、用户服务、
图书馆管理提供问题诊断。

• 与全馆其他业务部门的沟通、反馈、督促与问题解决的落
实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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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建立咨询合作伙伴关系

• 咨询服务应融入用户的一线（办公室、实
验室、虚拟空间等）

• 跟踪用户信息查询与利用全过程。
• 咨询人员应成为用户团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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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咨询服务要加强工具建设

• 不仅要有理念，更要有
工具；

• 开发工具与购买工具相
结合；

• 充分地利用工具的各种
功能；

• 加强工具的适用性研究
与试验;

• 舍得在工具上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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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献引证报告服务系统(CRSS)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31

个人科研产出资源整合—研发基于“作者姓名+署名单位”整合工具

面向科研的知识服务应用——个人文献资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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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社交媒体的利用
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图书馆使用一种装在移动设备上的免费
的、按键式、对讲机一样应用程序，称为Voxer。Voxer是
一种集成的多媒体按键通话应用程序，便于声音、文本和
图片第一时间即时传输到个人和群体。它可以在任何iOS
或Android系统中使用，并且能在WiFi或蜂窝网络下工作。
而且，无论是本地还是国际，都没有任何地域上的限制。
图书馆参考馆员都可以将Voxer应用程序装在智能手机或
iPad中。咨询台也配备装有Voxer的iPad。这样无论谁在
咨询台值班，都可以很容易地联系相关方面回答他（她）
本人不能回答的问题，而不必将用户送到另外一个地点
（比如信息技术部），或让他（她）预约下次再咨询。

----Lesley Moyo and Jennifer Nardine. A Living Network Supports Reference 
On-the-Go. http://library.ifla.org/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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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大学图书馆，现在使用社交媒体提供与师
生的交流与使用传统在线咨询服务（如电子邮件）
一样广泛。对全球100所最好的大学的调查表明，
参考咨询服务与Facebook和Twitter正在结合，但
并不很普遍，但参考咨询和其他信息服务在社交
媒体上进行推广表明二者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
在很多大学图书馆，Facebook和 Twitter与参考
咨询服务共生共处，并没有相互取代之势。

----Jill Benn and Dawn McLoughlin. Facing Our Future: Social Media Takeover, 
Coexistence or Resistance?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Media and Reference 
Services. http://library.ifla.org/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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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建立基于用户的咨询服务体系

• 咨询场所：物理的、电话的、网络的、虚拟的。
• 咨询时滞：延时的、实时的；
• 咨询主体：一般馆员、参考馆员、学科馆员、咨
询专家；
• 咨询对象：保障本单位需求，延伸到一切用户；
• 咨询模式：嵌入用户过程（用户在哪里，服务就
在哪里）。
• 咨询成果：便捷咨询答复、调研报告、情报分析
报告、咨询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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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知识咨询服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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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强化图书馆的咨询服务工作
• 从文献流程驱动到用户需求驱动

“需求决定服务，服务决定资源” ；业务流程重组，服务
前置 。

• 从文献服务到知识服务

从以文献（文章、期刊、书）为单元，到知识单元的聚合、
重组、分析、关联、挖掘、重构等。

• 从知识宝库（warehouse）到知识喷泉（information 
hub）、从图书馆到知识服务中心
• 江绵恒：我有一个总的方向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把
data变成information，把information变成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后面的应用就是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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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推动咨询服务的转型
面对面咨询
到馆、到用户

嵌入用户过程咨询
需求驱动

便捷咨询
data、information

文献咨询
提供文献与文献线索

独立的咨询
各自为战

研究型咨询
Intelligence based

知识咨询
知识产品导向

合作咨询
协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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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提高咨询服务的层次

咨询专家

参考馆员到馆服务

一线服务

信息服务

知识服务

普遍服务

个性服务

信息中介

科研伙伴

服务场所 服务内容 服务模式 扮演角色 服务能力

服
务
层
次

重
点
转
移初中级

所图

高级
人员

现实
服务

未来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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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激发用户的潜在需求
• 咨询服务的深化与拓展：
• 学科发展态势、路线；

• 研究前沿、热点；

• 技术跟踪性情报；

• 竞争对手（目标机构）的研究优势和发展动态；

• 研究进展与综述，等等。

• 用户的自身局限：
• 缺乏时间；

• 缺乏信息素质与能力；

• 缺乏相应的工具；

• 缺乏跨学科协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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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确立知识咨询服务的核心业务定
位

（知识）咨询服务将是图书馆的主
导业务模式，需要规划设计：

–岗位设置与迁移；
–业务重心调整；
–业务结构重组；
–咨询服务市场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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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咨询服务与学科服务融合

• 任何知识咨询都是面向学科的；
• 建立学科服务部门；
• 咨询服务与情报服务、政策与决策支持的
界限模糊（在大洗牌的时代，敢于跨界）

• 将咨询服务定位为图书馆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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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咨询人才能力建设
规划和建设能力结构:基本能力+核心能力+关键能力
+特色能力）
–基本能力：沟通联络、用户研究与分析、检索、咨询、
培训。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中英文）；咨询馆员制度
与咨询服务规范；

–关键能力：WOK、IR、所级平台、ENDNOTE、TDA、
Aureka；

–核心能力：检索查新、课题情报跟踪、竞争力分析、学
科热点、学科发展趋势。机制：通过创新到所项目。

–特色能力：Word高级功能、搜索引擎高级功能、期刊投
稿、软件、知识产权、LB/BEISTEIN/knovel、开放获取、
怎么制作PPT、信息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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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potential skills and knowledge areas。

Nine essential skills and knowledge areas: 
1.Excellent knowledge of bibliographic and other finding tools in the 

discipline/subject
2.Excellent skills to design information literacy training (both face to 

face and online) to meet the identified needs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searchers

3.Outstanding skills in information discovery, literature searching etc.
4.Knowledge to advise on citing and referencing, and the use of 

bibliographic management software
5.Ability to pro-actively advise on and market appropriate library 

services to researchers
6.Good knowledge of data sources available in the discipline/subject
7.Excellent knowledge of content available in the discipline/subject
8.Awareness of current and changing local research interests
9.Ability to gain an appreciation of individual researcher/project 

needs, including effective listening skills。

----Re-skilling fo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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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得在人才建设和培养上投入！

• Attention will shift from the library to the 
librarian: the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 is 
the library of the future.

----redefining academic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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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在改变，赢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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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chujl@mail.las.ac.cn

电话：1391128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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