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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文献传递网组织管理模式的变革
及对策研究
———以福建省文献传递协作网为例
杨
（ 厦门大学图书馆
文

薇
厦门 361005）

摘

组织管理模式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区域性文献传递网的运作流程和运作方式 。以福建
省文献传递协作网为例，分析其组织管理模式从原始模式 、集中模式向分散模式的转变过程中
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为其他区域性文献传递网在组织管理模式上的转型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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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hanges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l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in
Regional Document Delivery Network：
Taking Fujian Province Document Delivery Network as An Example
Yang Wei （ Xiamen University Library，Xiamen 361005）
Abstract：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l can directly influence the operational process
and pattern of regional document delivery network． Taking document delivery network of Fuji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the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l from original mode，centralized mode to decentralized mode，and corresponding
measures are provided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model transition of regional document delivery network．
Key words： Regional document delivery Network，Fujian，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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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式、分散管 理 模 式 和 集 中 与 分 散 相 结 合 的 管 理 模

文献传递服务包括返还式的馆际互借与非返还

式

式的原文传递两种服务方式，是网络条件下实现文
［1］

献资源共享最有效的服务方式之一

。由省内各图

［3］

。李军凯认为，集中模式适合国家级的大型文

献中心，而在地区范围内，采取分散模式（ 或作分布
［4］

模式） 更加经济和便利，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笔

书馆或地理位置邻近的图书馆构成的区域性文献传

者作为福建省文献传递协作网的具体实践者，亲历

递网是全国文献传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益补

福建省文献传递协作网组织管理模式由集中式向分

充。从 20 世纪 50 年代文献传递服务出现至今，区

散式的变革，总结在变革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并

域性文献传递网在服务流程的组成环节、后台运作

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希为其他区域性文献传递网

［2］

方式和组织管理模式上都发生了很多变化

。其

管理模式的转型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福建省文献传递协作网组织管理模式的

中，组织管理模式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到文献传递网

2

络的运作流程和运作方式，是决策者最关心的问题

变革

之一。
文献传递服务的组织管理模式分为集中管理模

福建省文献传递协作网成立于 2002 年 4 月，由
厦门大学图书馆牵头，当时愿意加入该协作网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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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就有 27 个。福建省文献传递协作网的主要特

35

藏馆，亲自到文献收藏馆办理借阅手续，负责读者登

点有： ①成员类型多样化。27 所协作网成员馆中，

记和催还，整个流程全部由纯手工操作。

本科院校占 69% ，高职高专院校占 15% 。其他成员

2． 2

集中模式（2004 年 － 2008 年）

馆还包括福建省图书馆、厦门市图书馆等公共图书

2004 年 6 月，厦门大学图书馆成为 CALIS 福建

馆，以及国家会计学院图书馆这种国务院事业单位

省中心，利用 CALIS 文献传递系统提供服务。2006

图书馆等。②区域文献资源建设能力薄弱。协作网

年到 2007 年间，福州大学图书馆与福建师范大学图

成员馆中只有厦门大学与福州大学属于国家 211 工

书馆也相继购买了 CALIS 文献传递系统，成为 CA-

程院校，其他大部分是一般本科，有些还是最近几年

LIS 文献传递服务馆。福建省文献传递协作网的组

才由专科院校升为本科院校。因此，没有太多学科

织管理模式逐渐由原始模式转变为集中模式。在集

优势互补或办学水平相当的院校共同承担文献资源

中模式下，省内各成员馆可在三家服务馆中的一家

建设的任务。相比较北京、上海等高校云集的地区，

或多家的文献传递系统内注册用户，发送文献传递

福建省的文献资源建设能力比较薄弱，文献资源相

请求。服务馆馆藏的文献通过复印、扫描、邮寄等形

对匮乏。福建省文献传递协作网的组织管理模式经

式发送给 协 作 网 成 员 馆，无 馆 藏 的 文 献 通 过 其 他

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的变革。

CALIS 文献传递成员馆或协作单位获取后传递给协

2． 1

原始模式（2002 年 － 2003 年）
福建省文献传递协作网成立之初，文献传递服

作网成员馆（ 如图 1 所示） 。CALIS 文献传递系统的
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区域性文献传递网的自动化水

务主要局限于馆际之间印本资源的互借，也就是馆

平。文献传递服务不再仅限于返还式的馆际互借，

际互借。负责文献传递的馆员一般由一名流通馆员

非返还式的原文传递请求量突飞猛进。

承担，馆员通过 email、QQ 或电话等方式联系文献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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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馆藏书目数据提交到 CALIS 联合目录中进行揭

CALIS 管理中心为推动全国文献资源储备在省

示。2008 年，省中心受 CALIS 管理中心的委托，负

级院校的共享，特别是在文献资源相对匮乏的普通

责收集省内各高校图书馆的书目数据。从收集到的

院校之间的共享，研发了基于 SaaS 技术的共享版文

数据发现，各校的数据格式五花八门，数据质量参差

献传递系统。2009 年初，福建省文献传递协作网开

不齐，严重影响最终的整合与揭示。

始试用 CALIS 共享版文献传递系统。该系统由省中

3． 2

硬件设备的配套问题

心维护，协作网成员馆可免费使用。协作网成员馆

在集中模式下，原文传递一般通过电子邮件接

利用共享版文献传递系统，可以实现独立地向 CA-

收，馆际互借的图书、学位论文等文献通过邮局寄

LIS 成员馆和其他租用馆互相发送文献传递请求的

送。因此，协作网成员馆只需要一台电脑即可工作。

功能，福建省文献传递协作网的组织管理模式转变

然而在分散模式下，协作网成员馆也需承担文献输

为分散模式（ 见图 2） 。至此，省中心及其他两家服

出馆的角色，对本馆馆藏的文献需要复印、扫描后传

务馆在集中模式下的中介作用被淡化，与协作网成

递给文献请求馆，必要时还需通过传真联络。很多

员馆共同成为全国文献传递网络的一个节点，共同

协作网成员馆考虑到文献传递量不大，不愿意配套

承担文献的获取与提供。

相应的硬件设施，无法提供快速、高质量的服务，有

3

组织管理模式变革中存在的问题

的成员馆甚至拒绝提供服务。

福建省文献传递协作网从 2002 年建立至今已

3． 3

传递费用的顾虑
区域性文献传递网的费用政策直接影响到协作

经运作了 9 年。在原始模式下，文献传递仅在邻近
的若干馆之间以纯手工模式进行。在使用 CALIS 文

网成员馆开展文献传递服务的积极性。一般来说，

献传递系统后，文献传递量从 2004 年的 160 份增加

省中心或牵头单位会给予协作网成员馆更加优惠的

到 2008 年的 1463 份，文献传递服务从数量到质量

补贴政策。以福建省文献传递协作网为例，省中心

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然而在进入分散模式后，

厦门大学图书馆一直用本馆的经费补贴协作网各成

协作网成员馆普遍反应很难适应这种新的服务模

员馆，对每笔文献请求提供 80% 的补贴（ CALIS 成

式，仍然倾向于在集中模式下开展服务。究其原因，

员馆之间的 补 贴 额 度 为 50% ） 。然 而 在 分 散 模 式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障碍：

成员馆若直接发送文献请求至文献收藏馆，则无
下，

3． 1

馆员的业务素养有待提高
在原始模式与集中模式下，成员馆文献传递员

的主要任务是在本校范围内宣传推广文献传递服

法享受省中心给予的优惠补贴政策，这也是很多成
员馆宁愿继续保持集中模式的重要原因。
结算模式的变化

3． 4

务，
收集文献传递请求并将其发送到服务馆。成员

原始模式下，文献传递仅在若干馆之间进行，文

馆的文献传递员只起到“中介”作用。因此，只需要

献传递量不大，涉及金额少。在集中模式下，协作网

一名全职或兼职的馆员即可完成。然而在分散模式

成员馆也只需与三家文献传递服务馆的一家或多家

下，
协作网成员馆不仅需要进行宣传推广、收集和发

进行结算，现金流简单明确，工作量也不大。然而在

送文献请求，还需向 CALIS 联合目录提交本馆的馆

分散模式下，协作网成员馆需要与各个文献提供馆

藏书目数据、接收来自其他馆的文献请求并提供文

进行单独结算，结算次数将成几何级数增长。如此

献传递服务。集中模式下，一个全职或兼职的馆员

复杂的结算关系令协作网成员馆对分散模式望而却

即可承担的事务，在进入分散模式后，可能需要采

步。

访、
编目、文献传递及技术等多个部门的馆员共同合

4

作才能完成。

4． 1

组织管理模式变革的应对措施
认清角色，转变观念

然而，很多成员馆的馆员在五年的集中管理模

从集中模式到分散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协作网

式下已经养成了惰性，既不愿意学习文献传递系统

成员馆需认清自己从“文献中介”到“独立服务”过

的使用方法，也不愿自己查找馆藏地。收到本校读

程中角色的变化。在分散模式下，文献传递员需熟

者的文献传递请求后还是提交服务馆代为查找和传

练掌握文献检索方法与技巧，快速准确地查找文献

递，造成分散模式形同虚设。

馆藏地，熟悉文献传递系统的各项功能。省中心及

另一方面，在分散模式中，协作网成员馆既是文

其他服务馆应主动将检索技巧和经验介绍给协作网

献输入馆，也是文献输出馆。因此，成员馆需将自己

成员馆，使其能尽快独立地开展工作。福建省文献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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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网在试用 CALIS 共享版文献传递系统以来，利

CALIS 管理中心负责平帐，根据账目平衡后的结果

用每年一度的文献传递会议向协作网成员馆教授文

向各单位收取或发放款项，各成员馆只需与 CALIS

献传递系统的使用方法及文献检索技巧。根据成员

管理中心结算。第二种方式是由省中心统一结算。

馆的反馈情况来看，培训力度仍需加强，最好有一对

协作网成员馆与其他图书馆生成的费用统一打入省

一的辅导和较长时间的上机实习。

中心账户，再由省中心与其他各馆结算。运用这两

除文献传递员需要接受一定的培训外，协作网

种结算方式，协作网成员馆只需与 CALIS 管理中心

成员馆也应注重提高馆藏书目数据的质量。质量高

或省中心进行一次结算即可，大大简化了结算步骤。

的编目数据有利于将来的整合与揭示，而书目的整

4． 5

拓展文献获取渠道，优化网络结构

合与揭示又有利于更好地提供服务。提高编目质

在分散模式下，协作网成员馆成为网络的一个

量、
重视馆藏特色文献的揭示将为建设全面、完整的

节点，独立承担文献输入输出的双重角色。因此，协

联合目录扫清障碍，进而提高文献传递的效率与满

作网成员馆应积极拓展文献获取渠道，优化网络结

足率。

构，
成为文献传递网络中富有生命力的节点，以保证

4． 2

文献传递网持续健康发展。

硬件设施的解决办法
协作网成员馆一般是由文献资源建设能力相对

拓展文献获取渠道的方式有二： 一是在 CASHL

薄弱、文献资源相对匮乏的小馆组成，主要以从外馆

和 NSTL 等文献传递机构中注册，充分利用他们提

获取文献为主，对外提供文献的机会不多，量也不

供的非中介文献传递服务，降低文献获取成本，缩短

大。协作网成员馆不愿意为此增加额外的硬件设施

文献获取周期，减轻其他馆的服务压力； 二是积极发

也是情有可原。成员馆可以考虑用其他替代方法解

展有地域特点或学科特点的协议单位，丰富文献传

决这个问题，比如联系文印店将复印、扫描的工作外

递网的成员结构，提升整个文献传递网的满足率。

包，或者将该部分工作转交给有复印机或扫描仪的

5

部门合作完成，压缩服务成本。
4． 3

结语
区域性文献传递协作网是全国文献传递服务的

争取上级主管机构的经费支持
福建省文献传递协作网中，由省中心通过本馆

中坚力量，是文献保障体系的终极保障。建立一个
高效运转的文献传递网络对于文献资源相对匮乏的

经费提供优惠补贴的做法并非长久之计。一方面，

福建省来说尤为重要。福建省文献传递组织管理模

协作网成员馆为了获得更加优惠的补贴政策，不愿

式的变革旨在推动和扩大全国文献资源储备在福建

意与其他文献提供馆直接发生联系； 另一方面，若遇

省内各级院校的共享。在组织管理模式的变革过程

到省中心本身经费紧张的情况，这样的补贴模式就

中，积极面对、合理调整，使之适应职能和角色的转

难以为继。

变，
有利于减少阻力，促进文献资源在深度和广度上

参考其他区域性文献传递网的做法，如天津高
等教育文献信息中心（ TALIS）

［5］

与浙江省高校数字

［6］
图书馆（ ZADL） ，他们有天津市教委与浙江省教

的共知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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