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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知识资源吸引力与有效配置力分析＊
相丽玲

薛全胜

山西大学管理学院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

〔摘要〕从战略管理的角度出发，运用竞争力理论，提出图书馆知识资源吸引力与有效配置力的概念与构成要素；建立图书馆
知识资源吸引力与有效配置力的具体指标体系，并根据此指标体系，应用ＳＷＯＴ分析方法，对图书馆知识资源的竞争力进行理
论与实证研究；最后提出相应的策略，以期在目前环境下为提高图书馆的知识资源竞争力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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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其获得相关知识储备的能力。

１ 前

言

１．２ 构成要素
１．２．１ 图书馆知识资源吸引力的构成要素 图书馆知识资源

人类社会正步入以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为基础的知

吸引力有两个主要构成要素：用户知识资源需求和知识资源

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源成为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无论是国

的成功获取。要提高知识资源的吸引力，必须提高这两个要

家，企业组织或是个人对知识的需求都在不断提高，作为知

素。

识资源供应链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图书馆正面临着激烈的竞

●

用户对知识资源的需求。
知识资源之所以对公众有吸

争与挑战。如何提高图书馆知识资源的竞争力，即提高知识

引力，首先是因为公众对知识资源有巨大的需求。进入知识

资源对读者的吸引力与有效配置力，使图书馆庞大的知识资

经济时代，知识资源已成为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无论是国

源得以有效的利用，并使读者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取所需的

家，企业组织或是个人对知识的需求都在不断提高，显然这

知识资源，成为现阶段图书馆生存和发展的主要途径。

个前提条件已经具备。

１．１ 图书馆知识资源吸引力与有效配置力的含义

●

图书馆知识资源的成功获取。
虽然公众有很大的知识

１．１．１ 图书馆知识资源吸引力 图书馆知识资源吸引力是指：

需求，但如果没有方便快捷的渠道可以获取到需要的知识资

图书馆拥有的知识资源所具有的价值与用户的需求相契合时，

源，那么公众对知识资源的需求就不能被满足，知识资源也

其知识资源对用户产生的吸引作用以及用户积极主动地调集

不会对公众产生吸引。所以合适的可获取渠道也是知识资源

自身的各种因素获取所需要的知识资源的能力。

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１．１．２ 图书馆知识资源的有效配置力 图书馆知识资源的有

１．２．２ 图书馆知识资源有效配置力的构成要素 图书馆知识

效配置力是指：图书馆向用户及时提供通畅的知识流动渠道，

资源有效配置力，其本质就是要促进知识流动、解决知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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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时各个环节出现的瓶颈问题，从而实现知识资源的有效供

置浪费以及重复情况。它是图书馆知识资源有效配置的一个

给和成功接收，完成知识的有效流动的完整过程。因此，图

重要方面。其指标包括两方面：图书馆馆藏分析与图书馆知

书馆知识资源有效配置力的构成要素就是知识资源的有效供

识资源的流通分析。

给和接收。

２．１．４ 用户对知识资源的有效接收 用户对知识资源的接收

●

图书馆知识资源的有效供给。
即图书馆所能提供给用

是整个图书馆知识流通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

户利用的各种知识资源，并把这些知识资源成功地扩散给潜

该指标主要分析用户对图书馆知识资源的接收程度，并以此

在用户。图书馆不仅需要提高知识资源的供给质量，更重要

为依据进行改进。

的是使知识资源能够有效地转移给用户。
●

表１ 图书馆知识资源吸引力与有效配置力的指标体系

用户对知识资源的有效接收。即使用户能够接近、获

①用户知识资源的

图书馆注册

图书馆注册人数

需求度

用户分析

注册用户阶层状况

图书馆知

图书馆知识

注册用户学历状况
图书馆图书外借数

不同，因此提高用户对知识知识资源的接收能力可以提高知

识资源的

资源使用分析

图书馆网站访问量

识资源利用转化的效率。

吸引力

得和利用图书馆的知识资源。
用户对知识的接收能力的不同，
表现为用户在面对相同的知识资源时，其利用，转化的能力

电子资源使用量
②图书馆知识资源的 用户满意度

知识资源查找渠道

获取度

资料可获取情况

分析

２ 图书馆知识资源吸引力与有效配置力分析

用户反馈满意度
③图书馆知识资源的 图书馆馆藏分析 馆藏量

根据以上构成要素，建立知识资源吸引力和有效配置力
的具体指标体系，并采用 ＳＷＯＴ 分析法，用系统分析的思想
对现阶段图书馆知识资源的内部优势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
、
内部劣势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
、
外部环境机会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
、
外部环境威

有效供给

特色馆藏

图书馆知

图书馆知识资源 图书流通率

识资源的
有效配置

的流通分析

制约瓶颈
用户对图书馆知 参考咨询

有效接收

识资源的接收程 个性化知识服务
度分析

２．１ 指标体系
指标：用户对图书馆知识资源的需求度；用户对图书馆知识

图书利用率

④用户知识资源的

力

胁（Ｔｒｅａｔｓ）进行分析，并依照矩阵形式将结果列举出来。

根据图书馆知识资源的吸引力构成要素，建立以下四项

馆藏种类

用户知识利用度

２．２ 理论分析与实证
根据对图书馆知识资源吸引力与有效配置力的指标体系，

资源的获取度；图书馆知识资源的有效供给；用户对图书馆

应用 ＳＷＯＴ 分析法，对图书馆知识资源吸引力与配置力的竞

知识资源的有效接收。并对每项指标进行细分，以便对图书

争力进行以下分析（见表２）
。

馆的知识资源吸引力与有效配置力进行具体的衡量与分析

２．２．１ 优势分析（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分析）

（见表 １）
。

●

图书馆知识资源的质量和数量优势。
图书馆提供的知

２．１．１ 用户知识资源的需求度 该指标用来衡量图书馆知识

识资源数量庞大，品种丰富，质量高。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

资源的用户需求情况。通过对当前图书馆用户数量与图书馆

发展，使得图书馆提供的知识资源不仅仅限于传统的馆藏印

相关人数及同行业图书馆的用户数进行比较，发现潜在用户

刷型书刊资料和音像资料，而且增加了电子图书、电子期刊、

的数量。同时分析图书馆用户的背景，如阶层状况，学历状

学位论文、光盘数据库、网络数据库以及各种目录索引、搜

况，从而制定具体的措施，吸引潜在用户利用图书馆知识资

索工具以及最新的学术动态、科研产品以及图、文、声、像

源。这项指标包括两方面：即图书馆注册用户分析和图书馆

的多媒体视听资料等各种知识资源。同时，图书馆在文献处

知识资源使用状况分析。

理、分析研究、二次知识开发方面积累了的丰富经验，保证

２．１．２ 图书馆知识资源的获取度 该指标用来衡量图书馆知

了图书馆向用户不断提供高质量的知识资源，部分图书馆也

识资源的可获取程度，即通过分析知识资源获取渠道和最终

开始倾向向用户提供经过加工的知识资源，例如各种特色数

获取情况，发现图书馆的用户是否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取所需

据库和特色的馆藏资源等。

要的知识资源，它也是衡量图书馆知识资源吸引力的一项重

●

图书馆知识资源的可获取优势。
图书馆知识资源都经

要指标，体现图书馆知识服务具体效果。其具体指标为用户

过了科学的组织、分类和加工，相对于没有经过专业的筛选

满意度分析。

和组织的其它的知识资源来说，图书馆知识资源的可获得性

２．１．３ 图书馆知识资源的有效供给 该指标用来分析图书馆

要高得多，相对而言，图书馆知识资源的查准率要比其它的

知识资源的有效供给程度，即分析图书馆所提供各种知识资

获取途径有很大优势。

源的配置情况，从而对馆藏知识资源的配置进行合理的优化
组合，使其能够发挥最大化的效用，避免出现知识资源的闲

７６

●

图书馆在培养用户知识接收能力方面的优势。
不同用

户因为其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年龄阶段，以及不同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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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积累量，必然会产生知识接收能力的差异。因此，图书馆

可见，在发达国家，图书馆知识资源的需求度正在日益提高。

除了负责提供知识资源外，
还提供知识接收能力的培训教育，

●

网络技术带来的变革。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同样给

使用户能够成功接收所需要的知识，这些是其它知识资源提

图书馆带来了新的机会。使用先进的网络技术一方面使图书

供方式所没有的。

馆的管理更加高效快捷；另一方面，图书馆的自动化、网络

２．２．２ 劣势分析（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分析）

化、数字化水平逐步提高，促使图书馆的知识资源由传统单

图书馆知识资源配置不合理。
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使

一的纸质文献转变成为电子文献、文献数据库、网络资源等

图书馆提供的知识资源趋于多样化，这其中有传统的纸质文

多种知识资源并存。图书馆从繁重的纸质文献资源的管理中

献，也有各种各样的电子资源。面对这些种类繁多的知识资

解放出来，将更多的精力转向了开发特色数据库，加工处理

源，绝大多数图书馆只是盲目地去扩大知识资源的数量及品

各种知识资源，提供各种知识服务等更符合用户需求的业务

种。对于如何配置知识资源的种类和数量才能使其得到充分

上来。不断生产出的各种新的知识产品，使图书馆可以同知

的利用，发挥最大的效用却极少关注，因此造成知识资源的

识社会中其它的知识提供商展开竞争。

利用率相当低下。知识资源因缺乏合理的配置而造成了巨大

２．２．４ 威胁分析（Ｔｈｒｅａｔｓ分析）

●

的浪费。

●

网络公司给图书馆带来的威胁。一批像Ｇｏｏｇｌｅ，百度

图书馆知识资源获取渠道不方便。网络时代的一个鲜

等以搜索引擎为产品的网络公司的诞生，使图书馆面临着大

明的特点就是网络技术带来的方便快捷，但是图书馆却没有

量用户的流失。
美国的网络巨头Ｇｏｏｇｌｅ甚至已经开始向传统图

●

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图书馆提供知识资源的取得方式没有

书馆发起挑战。
“到２０１５年，
Ｇｏｏｇｌｅ公司将建成一个拥有５ ０００

真正实现方便快捷，一方面图书馆还是采用传统的文献借

［２］
多万册图书的全球最大的网上图书馆”
。
哥伦比亚大学电子

阅；另一方面，即使是可以给用户带来方便的电子资源，也

出版推广活动的组织者Ｋａｔｅ Ｗｉｔｔｅｎｂｅｒｇ
领导的小组在一份三

因为种种限制，容易使用户失去耐心。例如：图书馆的电子

年期的对研究习惯的调查报告中发现，越来越多的读者倾向

资源的服务器因为用户的访问数量的变化经常变得速度慢，

于上网搜索资料，这不是作为图书馆资料的补充，而是作为

不稳定，而且需要权限，这样就限制了很大一部分用户，因

后者的替代品。
他们对全美１ ２３３名学生进行调查之后发现，

此很多用户更愿意采用互联网去寻找所需的知识资源。

电子资源已经成为信息搜集的主要工具。另外，不仅对于学

个性化的知识服务不健全。知识经济时代，作为知识

生，有９０％的受访讲师也将电子资源作为其研究资料来源，
每

创新主体用户的知识需求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各种学科更

周至少上网好几次从事资料的搜集工作。而所有的讲师都认

加深化并且开始交叉渗透，新兴的边缘学科不断涌现，这种

为网络是一个宝贵而实用的资源。
有部分图书馆员甚至承认，

高度深化和综合的趋势使用户的知识结构和需求发生了巨大

Ｇｏｏｇｌｅ最终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取代传统的图书馆［３］。

●

变化。出于职业工作的需要和知识积累与更新的要求，他们

●

管理咨询类企业的威胁。
知识社会的一个新的现象就

迫切需要通过图书馆所提供的专业知识服务，
获得内容全面、

是大量的管理咨询类企业的出现，例如北大纵横、北京零点，

形式多样、来源广泛的知识资源，同时获得全过程、全方位

以及国外的麦肯锡、科尔尼、德勒、贝思等。其特点就是在

的知识服务保障，满足他们多种类、系统化和综合化的知识

某一领域中拥有专业的知识储备，根据用户的具体情况提供

需求。而图书馆传统的知识服务并不含有这些内容。因此图

专业化的知识服务，
一些大的咨询企业甚至能够深入研究、
完

书馆应该发觉到这种变化，提供相应的知识资源服务，满足

成一些大型课题，如麦肯锡，波士顿的战略咨询，埃森哲的

用户在知识时代新的需求。

ＩＴ咨询，
所以政府和企业的一些重大决策项目以及一些技术

２．２．３ 机会分析（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分析）

研究都青睐与他们合作，而图书馆在这方面的竞争力显然不

●

用户知识资源的需求度高。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

和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知识作为一种独立的资本对经济增

足。
表２ 图书馆知识资源吸引力与配置力的竞争力分析

长和可持续发展越来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知识成为整个经
济活动中最基本的资源，由此决定了人们对知识需求的进一
步扩大。作为人类知识资源存储与提供的专门性服务机构的

优势

①图书馆知识资源配置不合理

②知识资源的可获取优势

②图书馆知识资源获取渠道不方便

③在培用户知识接收能力方面的优势

③个性化的知识服务不健全

图书馆，其用户对知识资源的需求度也表现出越来越高的发
展趋势。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度英国公共图书馆的主要统计数据显
示：全英国共有４ ２００所公共图书馆，全国 ６０％ 的人口拥有

劣势

①知识资源的质量和数量优势

机会

威胁

①用户知识资源的需求度高

①网络给图书馆带来的威胁

②网络技术带来的变革

②管理咨询类企业的威胁

公共图书馆的成员身份；公共图书馆全年共外借３．４１亿册图
书；图书馆用户范围广泛，从社会阶层来看，
中产阶级占４４％，

３ 提高图书馆知识资源的吸引力与有效配置

工人阶级占５６％；其中男性占４１．１％，女性则达到５８．９％［１］。

力的策略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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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图书馆应该抓住机会，改

务。随着网络的发展，简单的知识查询服务已不能满足用户

进劣势，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改进自身知识资源的吸引力和

的需，用户个性化的知识服务需求越来越大。图书馆应围绕

有效配置力。
具体应采取以下策略：

用户提出的知识需求，搜集、分析、组织、加工知识，直接

３．１ ＳＯ 策略

向用户提供经过加工整序后的新的知识产品，或通过对用户

充分利用图书馆知识资源的巨大优势吸引更多的用户。

个性、使用习惯的研究而主动地向用户提供其可能需要的知

①采取相应的宣传措施和优惠政策，
使用户了解图书馆知识

识服务；政府和企业的各种决策和技术研发也需要专业的知

资源的优势。例如，对用户开放图书馆电子资源的一些初级

识资源的支持。所以，图书馆应该注意到这些新的需求，利

访问权限，
在图书馆网站以及其它媒介上进行相应的宣传，
建

用自身在知识资源的巨大优势，向用户提供各种个性化的知

立图书馆开放日等。②完善培养用户知识接收能力服务。对

识资源服务及大型项目课题的知识支持服务。

用户知识资源接受能力进行培训是提高图书馆知识资源吸引

知识经济时代是以知识为生产力的时代，社会和个体对

力的重要环节，也是图书馆现阶段所特有的服务，图书馆应

知识的需求都有大幅度的提高，而图书馆知识资源的先天优

该不断提高这项服务的质量，使不同知识背景的用户都能成

势，使其在知识经济时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图书馆应抓

功地利用图书馆的知识资源。例如：图书馆可以把用户知识

住这一契机，改变其在知识资源的吸引力和配置力方面的劣

资源的接收能力培训做成视频放在图书馆的网站上，方便用

势，充分发挥其优势，
提高图书馆知识知识资源的竞争力，
使

户接受培训。同时调查用户不断出现的新的需求，并设立专

图书馆在知识经济时代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

门的培训链接解决用户的问题。

参考文献：

３．２

［１］ 英国公共图书馆利用率激增．［２００７－１０－０６］．ｈｔｔｐ：／／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ｃｓｄｌ．

ＷＯ 策略
改进图书馆在知识资源配置和获取渠道的劣势：①建立

馆藏战略：即在充分分析图书馆知识资源的前提下，根据图

ａｃ．ｃｎ／ｂｏｏｋ／Ｌｉｓｔ．ａｓｐ？ＳｅｌｅｃｔＩＤ＝３８７＆ＣｌｓｓＩＤ＝１７８．
［２］ Ｇｏｏｇｌｅ网络图书馆计划遭抨击． ［２００７－１０－０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０１ａｄ．
ｃｎ／ｈｔｍｌ／ｓｅｏ／２００７０２２７／７５７６．ｈｔｍｌ．

书馆自身储藏的知识资源的特点和核心任务以及学科发展概

［３］ 《纽约时报》
：Ｇｏｏｇｌｅ
阴影下的图书馆业． ［２００７－１０－０６］．ｈｔｔｐ：／

况，确定馆藏的目的和范围、馆藏量和资源形式，合理地购

／ｗｗｗ．ｐｃ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ｍ．ｃｎ／ｎｅｗｓ／ｈｙ ／０４０６／４００１７０．ｈｔｍｌ．

买和配置知识资源。同时，电子资源在图书馆馆藏中的地位
将会越来越重要，应将馆藏的重点放在电子资源上。②建立
通畅的知识流通渠道，保障知识资源的有效流动。图书馆传
统的知识获取渠道已经不能适应知识社会的需求，知识社会
中更多的用户需要更加简单，快捷的渠道去获取所需要的知
识。而图书馆现在采用的渠道都有一定的限制。因此，图书
馆应该吸取网络技术的优势，
建立方便快捷的知识获取渠道，
吸引更多的用户去使用。例如：进一步提高图书馆网络的投
入，
建立更好的网络支持电子资源的使用和文献资源的流通。

３．３ ＳＴ 策略
继续巩固图书馆在知识资源上的可获取优势，不断提高
图书馆知识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并调查用户不断产生的知识
需求，采取符合用户需求的分类和组织体系，对知识资源进
行更加科学细致的组织分类，增加知识资源的可获取度。吸
引用户从网络以及其它的知识获取方式转到利用图书馆上来。

３．４ ＷＴ 策略

［４］ 胡昌平，李福新．我国国家创新中的图书情报组织战略．图书馆
论坛，２００３，２３（６）：２６－３０．
［５］ 陈丽君，许春漫．数字图书馆电子商务服务．ＳＷＯＴ 分析与发展
策略．情报科学，２００６，２４（１０）：１５８２－１５８６．
［６］ 王咏梅．国外数字图书馆评价研究与实践述评．图书馆学研究，
２００６（６）：２７－２９．
［７］ 朱清扬，沈映红．论图书馆知识管理与个性化知识服务．中国西
部科技，２００４（１２）：７２－７３．
［８］ 陈文华．论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用户需求的满足．科技情报开
发与经济，２００３（１２）：１－２．
［９］ 孙

明．浅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１，１５（２）：１５－１９．
［１０］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咨询企业的发展现状与对策．
［２００７－１０－１９］．ｈｔｔｐ：／／ｌｉｂｒａｒｙ．３ｓｅｅ．ｃｏｍ／ｉｔｅｍｓ／２００７／０８／０７／８１８９．
ｈｔｍｌ．
［１１］ Ｍａｒｃｈｉｏｎｉｎｉ 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ｅｔｅｄ ｖｉｅｗ．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ｒｅｎｄｓ，２００１，４９（２）：３０４－３３３．

提供个性化的知识服务以及大型项目课题的知识支持服

〔作者简介〕 相丽玲，女，１９６２
年生，教授，硕士生导师，在读博士，发表论文３０余篇，出版著作６部。
薛全胜，男，１９８４
年生，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１篇。

７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