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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校图书馆网络在线服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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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分析高校图书馆开展网络在线
服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 着重从具体类
型、作用、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对网络在线服务
的开展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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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在线服务作为基于网络平台的一种全新的服务项
目, 目前在国内高校图书馆处于起步阶段, 因而有必要对
网络在线服务给予更多的关注。
所谓网络在线服务, 指图书馆馆员和用户之间借助于
各类网络进行信息的传递和交流。具体地说, 就是图书馆
馆员针对用户的信息需求, 利用各类网络技术和手段, 主
要通过实时在线参考咨询和问答知识库系统来提供服务。
1 开展网络在线服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 1 必要性
( 1) 数字化和网络化信息环境的迫切需求
越来越多的信息资源正在数字化和网络化, 越来越多
的用户逐步具备网络使用能力并越来越依靠网络进行信息
检索和利用, 这就自然要求相应的信息服务也逐步实现网
络化、数字化, 为用户提供一个全面和无缝的信息服务环
境。特别是一向对新知识新技术敏感的高校师生, 越来越
倾向于从网络上获取信息。如从计算机终端上直接查找联
机检索书目 ( OPAC) 、光盘数据库、网络数 据库及 Internet
上的资源, 希望得到准、新、全、快的信息。因此, 图书
馆的信息服务就应更充分地介入用户趋之若鹜的网络, 为
参考服务在日益数字化和网络化的信息环境中满足用户的
需求开辟一个重要渠道。
( 2) 网络环境下仍需要馆员和用户之间的即 时互动
在网络普及、用户自我查询能力日益增强的高校, 似
乎不再需要图书馆员的介入, 图书馆的参考服务也无用武
之地了, 但情况并非如此。由于电子资源的快速增长和软
件种类及格式的纷繁复杂, 庞大的电子资源和系统的多样
性形成了检索障碍, 这种障碍的解决依然需要图书馆员提
供指导。而 这些需求的满足用户往往更希望通过网络来实
现, 只需轻轻按一下鼠标就能瞬间和馆员实时交流, 即时
互动。这样 , 图书馆 必须适时发展网络在线服务, 更好地
满足师生多方面、多层次的信息需求。图书馆参考咨询的
网络化已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
1. 2 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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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优势
如今, 大多数 高校 图书 馆 都通 过校 园 网连 接 Cernet、
Internet, 获取网络信息资源已变得轻而 易举, 为信息 的利
用与共享提供了便利条件 。同时, 新型电子 信息载体的不
断涌现并大量进入图书馆 , 特别是 近年来, 我国高校图书
馆在 CALIS 中心的协调与指导下, 引进了一批网络、 光盘
数据库, 所占馆藏的比例越来越大 , 各种类 型的电子信息
资源已蔚为大观, 而且数量迅速增长, 种类日益繁 多, 打
破了长期以来印刷型文献 在馆藏建设中 一统天下! 的局
面。电子信息资源已不是一种点缀 , 而是图 书馆信息资源
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的网络 化信息资源成
为网络在线服务的坚强后 盾。
( 2) 人才资源优势
网络在线服务要求有一支知识 结构合理, 善于把握用
户信息需求及变化, 有较强的分析 与综合能力, 熟练掌握
网络应用技术的咨询队伍。而高校图书馆拥 有一批在长期
用户教育和咨询实践中积累了丰富 经验的专业人员, 尤其
是具有解答问题的技巧及计算机应 用能力, 这在网络在线
服务中更为重要。
2 网络在线服务的 类型
2. 1 电子邮件 ( E- mail)
以电子邮件方式提问和解答问 题, 是最 常用的网络在
线服务形式。用户只要有自己的电 子信箱, 就可通过电子
邮件提问, 可以按服务类别发送到 图书馆相应的部门, 也
可以按主题类别直接给具有特定专 业与技能的馆员。馆员
在规定的时 间内 可通 过电 子邮 件解 答, 可 以进 行 反复 交
流。这种方式很容易在图书馆中利 用和推广。为更深入地
开展电子邮件服务, 图书馆可制作 专门咨询表格, 用户按
照表格栏目内容详细地表达咨询问 题及相关要求。如用户
姓名; 用户咨 询问 题的 背景、 内容 和 已经 查阅 的 相关 资
料; 对检索过程的特殊要求, 如答复时间、检索结果 的形
式、传递方式等。
2. 2 实时问答咨询
通过在图书馆主页上开辟虚拟 咨询台, 用户和馆员实
时对话, 进行在线信息交 流。借助类 似于 Net - Meeting 或
者 Chat 的网络交互 软件, 馆员 以网 上聊 天的 方式 接待 用
户咨询, 即时在线完成解答。这种咨询方式 的即时性与交
互性较强, 如果当时不能直接给出 答案, 可 以与用户约定
继续联络的方式。实时问答咨询是网络在线 服务的最基本
形式。
2. 3 电子公告系统 ( BBS)
BBS 是网上交流信息的重要场所。图书馆将 BBS 作为
通告信息和开展参考咨询服务的基 地, 用户 可以就有关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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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向馆员请求帮助, 以 不见面的面对面! 的方式和馆员
进行交流与沟通。电子公告 系统 ( BBS) 是最 普通的 网络
在线服务形式。
2. 4 常见问题解答 ( FAQ)
常见问题解答是最简单的网络在线服务形式。建立一
个常见问题解答知识库, 用户可以 在寻找 馆员帮 助之 前,
首先查询该知识库的有关内容。在实际工作中, 馆员常常
解答不同用户提出的 同一个 问题。因此, 一个界 面友 好、
检索方便、回答问题清楚全面的常见问题解答知识库, 可
以自动解答用户提出的一些简单的、重要的咨询提问。而
且, 这样一 个知识库将是馆员提供实时问答咨询时非常有
价值的参考源, 馆员可以方便地将解答内容复制、粘贴在
电子邮件或在 线聊 天窗 口中, 提 高 回答 问题 的效 率 与质
量。对于知识库, 馆员在日常工作中应不断地加以扩充维
护, 将来源于 BBS、留言簿、信 件、电话/ 口 头/ 实 时问答
咨询记录以及各部门在对外服务中用户提出的具有代表性
的问题, 经分析、甄别、完善后加至库中, 成为一个可供
分类浏览与检索的知识库系统。
3 网络在线服务的作用
网络在线服务作为一种新的咨询方式, 目前国内已有
少数高校图书馆进行了开发和投入使用。笔者所在的厦门
大学图书馆通过引进数据库, 馆内数字资源大幅增加。目
前已拥有 30 多个国 内外著 名的 联机数 据库。 外文电 子期
刊种数已明显超过纸本期刊, 达到 1 万种以上。 电子文献
信息服务占图书 馆实 际文 献服 务总 量的 60% 以上, 图书
馆的网站成为 师生 工作 和学 习的 重要 设施。2002 年 下半
年我馆推出 在线问答 咨询服 务!, 用 户在选 择面对 面与
电话咨询等传统问答咨询方式的同时, 可以选择在线问答
咨询服务方式, 只要在校园网上就可以向我们的馆员进行
实时咨询或 E- mail 咨询。如用户在 上网检 索过程 中有问
题可以边查边问, 得到实时指导, 受到了师生的好评。
高校图书馆开展网络在 线服务 的作用 是不言 而喻 的。
最大的优点在于即时与用户进行信息交流, 用户不必亲自
到图书馆来, 可以在家里、办公室、实验室等有计算机终
端的地方, 通过网络这样 一种可以 进行迅 速交流 的工 具,
利用图书馆的各种资源, 享受即时性的服务。馆员在与用
户的交流过程中可挖掘用户的潜在需求, 可以随时就含糊
的提问进行澄清, 就检索策略的制定展开磋商, 就信息资
源的内容及使用方法进 行介绍, 提 供充分 个性化 的服 务,
使服务形式更加 灵 活, 速 度 更快, 效率 更 高, 服 务更 方
便, 图书馆工作也更紧密地结合了学校的教学科研, 从而
营造出更好的教育和科研环境。
4 开展网络在线服务应注意的问题
4. 1 先进技术的支持
在优越的网络环境的支持下, 图书馆建立网络在线服
务网站, 设计强大的后台中心信息数据管理系统, 采用浏
览器/ 服 务 器 ( Browser/ Server ) 结 构 和 客 户 机/ 服 务 器
( Client/ Server) 结构, 作为整个 系统 的框 架结 构。在 图书
馆主页的显要位置上多处建立链接, 实现网络在线服务的
各项功能; 编制数据管理应用程序对中心信息数据进行有
效的管理, 真正做到用户使用方便, 信息发布快速, 信息
存储全面、高效。
4. 2 加强网络信息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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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资源将是在线服务的 主要参考信息源。根据
本校重点学科与专业, 建立专业网 络资源导航数据库。如
将本馆租用数据库、自建数据库及网上的信 息资源尤其是
专业性网站按学科分类组 织链接, 形成统一的界面, 组成
丰富的多层次的学科信息资源库。图书馆还 应有计划地将
一些印刷型资源转化成电 子资源, 以丰富在线信息资源。
4. 3 开展馆际间的交 流与合作
随着网络在线服务的逐步开展 , 高校图 书馆之间诸多
的同行可以进行即时性的 合作, 共 同解决一些复杂的、研
究性的课题。由多个图书馆建立起 协作关系, 充分利用各
自的馆藏特色和人才优势 , 通过实 时在线多馆联合, 建立
一个基于网络合作的数字 参考咨询系统。
4. 4 注重服务的专业 化、个性 化和人性化
图书馆除选派一些具有相应学科背景的馆员负责相关领
域的信息需求跟踪及信息资源的选择、检索、咨询等方面的
工作外, 还可邀请一些学科专家, 作为义务咨询馆员解答用
户的一些专业问题。另外, 在图书馆网站在线服务页, 应附
有对服务的特别说明, 包括服务的范围、咨询请求的填写规
范、答复用户的时间规定等。通过专业化来提高服务的深度
和质量。同时能够针对具体用户及其需求提供实时的个性化
帮助, 从而提高参考服务的针对性或个性化。
由于实时参考咨询是在线完成 , 要注意 咨询过程尤其
是交互过程的语言和方式 。如果有 用户登录, 系统要通知
在线馆员接收信息并进行交谈。还可以设置 一个定时自动
回复功能, 或是设置备用礼貌回答 用语, 在 线馆员通过点
击就能快速回答。这样有利于咨询问题的解 答和促进用户
进一步使用咨询服务, 充分体现出 服务的人性化。当然开
展网络在线服务还需要考虑宣传、效果评价 及用户私密的
保护等等问题, 这有待于在实践中 进一步摸索。
网络在线服务是将网 络技术应用于参考服务的一个典
型例子, 在国外也处于实践和探索 阶段。2001 年, 在美国
图书馆协会年会上, 实时网络在线咨询服务 成为最热门的
讨论话题, 图书馆员们普遍认为开展实时参 考咨询服务的
时机业已成熟, 参考 服务由 此将转入 一个新 的发 展阶段。
我们相信网 络在 线服 务将 在国 内高 校图 书馆 有更 大的 发
展, 它以简捷、专业、到位的参考咨询服务更能有效 地满
足用户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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