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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ibrary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the poor areas in the west are relatively scarce, and 

the information services provided by most libraries are no longer 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user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 ecosystem model in western impoverished areas 

explores the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 in western impoverished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system services. At the same time, the new features of the model's components, system 

characteristics, and cooperation models provide a new solution for the lack of library informatio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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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部贫困地区的图书馆信息资源相对匮乏，大部分图书馆提供的信息服务已不能够满

足用户的需求。西部贫困地区图书馆信息服务生态系统模型的构建从生态系统服务的视角探

讨西部贫困地区图书馆信息服务，同时，该模型的组成部分、系统特性和合作模式的新特性，

都为该地区的图书馆信息资源匮乏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思路。 

1.引言 

生态系统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生态学家 A．C.Tansle 提出，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

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及信息传递而相互联

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生态学功能单位[1]。在资源匮乏的西部贫困地区重新以生态的、整

体的、互相联系的观点对西部贫困地区图书馆服务进行思考，这对西部贫困地区用户的信息

的获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该地区图书馆生态系统信息服务建设的定位和发展提供了一

种全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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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部贫困地区图书馆建设现状 

2.1 图书馆基础设施及信息资源现状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西部贫困地区的图书馆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改进，尤其是一

些高校、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但是与大部分发达地区图书馆的建设相比较，还是存在以下问

题[2-3]。（1）馆舍老化，面积不足，不能满足大众的信息资源获取需求。（2）馆藏不足，藏书

的数量和质量都无法满足读者需要。（3）图书馆员专业知识匮乏，综合素质能力有限。（4）

数字化图书馆发展较慢。（5）缺乏网络服务体系，缺乏线上服务。（6）高校获取文献的数据

库资源不够完善，无法满足用户或师生的信息需求。（7）缺乏特色化服务。 

2.2 图书馆之间的网络资源合作现状 

本文通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图书馆在网络之间的合作进行分析。我们选取了西部贫

困地区的 12 个省的省级图书馆以及 49 所高校的图书馆新浪官方微博。在 12 个省中西藏和甘

肃省都没有省级官方图书馆微博，在 49 所高校中 20 所高校图书馆没有官方微博，西藏所有

高校图书馆都没有官方微博，贵州省高校图书馆官方微博也很少。同时我们收集了所选省级、

高校的图书馆的新浪官方微博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注情况，做出以下统计，如图 1。 

 

图 1 西部地区高校图书馆微博社群图（新浪） 

通过收集的数据对其进行内部结构分析，陕西省图书馆和重庆市图书馆积极参与互动交

流，而其他图书馆都较为被动，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西部高校图书馆微博之间、省级图书

馆微博之间以及公共图书馆与省级图书馆之间的联系都有待提高，从该网络的整体特征可知，

西部图书馆微博之间连通性和互惠性都不是很好，说明各图书馆不仅在利用微博提供用户服

务上有待提高，也在与其它馆保持联系以进行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方面更需要进一步加强。 

3.西部贫困地区图书馆信息服务生态系统模型 

生态系统图书馆就是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对图书馆的方方面面进行一个系统的、生态化的

理解,图书馆信息服务部门之间的互动、合作和社交网络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广泛信息需求。

本文所指的生态系统服务是把西部贫困地区的各个图书馆整合成为一个有机体。 

3.1 生态系统信息服务 

3.1.1 生态系统与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定义 

生态系统这个术语是从生物学或生命科学中借鉴的，被定义为生态学的一个亚单位或子

系统。图书馆生态系统信息服务综合了生态系统的优点，各个图书馆联系起来形成图书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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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为资源的共享以及互相的合作提供了便利。 

图书馆信息服务是提供各种信息资源的服务，在提高全民素质教育和专业技能等方面起

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的图书馆信息服务的组成部分有高校、公共、学校、社区和企业图书馆，

它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提高图书馆资源输出能力。 

3.2 图书馆信息服务生态系统模型框架 

由于西部贫困地区图书馆在提供信息资源方面的局限性，图书馆信息服务系统需要作为

一个生态系统共同努力，为贫穷的地区提供服务与信息资源。高校、公共、学校、社区、企

业图书馆等不同的信息服务类型需要采取全面和综合的方法，彼此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给资

源短缺的西部贫困地区提供图书馆信息服务。这个生态图书馆网络需要各个成员都积极参与

到资源合作建设中，根据自身特色提供相关的信息资源服务。该图书馆信息服务生态系统模

型如图 2 所示。 

 

图 2 图书馆信息服务生态系统模型 

3.2.1 图书馆信息服务生态系统构成 

根据图书馆信息服务、生态系统的相关观点并结合西部贫困地区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现状，

本文将该地区的图书馆信息服务生态系统分为学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社区图书馆、高校

图书馆、企业图书馆 5 个构成部分。 

（1）学校图书馆 

由于地理位置和环境的影响，西部贫困地区资源相对较少，所以学校资源变得非常重要

而西部贫困地区的中小学不能提供给学生丰富的图书馆资源，尤其是农村中小学图书馆信息

服务严重不足，在电脑技术方面的知识更加匮乏。这就意味着学校图书馆与其他学习支持系

统之间的有效协作和合作关系对于满足教师和学生的教学任务至关重要，因此可以根据教师、

学习者和课程的教育需求建立并维持有效且有活力的学校图书馆信息服务。 

（2）公共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最大的特征就是用户种类多。因此，图书馆馆藏需要全面以满足不同用户群

多样的信息需求。由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比重较大，导致了文化需求的多元化。因此在文献

资源建设中，既要考虑汉文数字资源建设，也要兼顾少数民族文献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 

（3）社区图书馆 

社区图书馆是公共图书馆的延伸和细分，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提供给居民相应的知识获

得场所。在西部地区很多人的文化意识薄弱，整体受教育程度低。所以社区图书馆的建设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人们学习并对不同的风俗习惯与知识需求提供更专业的图书馆信息服务。 

（4）高校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是学校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的资源中心，专门针对各类高校的需求提供给各

个专业的教研人员、老师、学生等用户相应的学习资源。而西部贫困地区高校的图书馆信息

学校 

公共 

高校 企业 

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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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供应不足意味着现在的高校图书馆需要积极主动地满足广大师生的信息需求。高校图书

馆与其他图书馆信息服务（如学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和社区图书馆）的合作势在必行。  

（5）企业图书馆 

企业图书馆是企业根据各自不同的行业特点，在发展过程中为相关人员提供相应的信息

资源，其中既包括具有针对性的经典文献，又有企业长期发展中积累的理论知识。企业图书

馆有着丰富的技术资源可以向该地区提供最新的就业动态，帮助提高青少年的专业技能。 

3.2.2 图书馆信息服务生态系统特性 

据生态系统理论，本文认为该生态系统具有的特性有共享性、开放性、动态性、多样性。 

（1）共享性 

资源的共享性也就是馆际之间的合作情况，图书馆信息服务生态系统之所以能够提供西

部贫困地区的信息服务能力，主要是通过其系统成员之间的合作化实现的。据调查，在瑞典，

25％的公共图书馆目前与学校图书馆相结合。共享性模型如图 3。 

 

图 3 共享性模型 

（2）开放性 

图书馆信息服务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根据用户的信息需求获取系统所需要提供

的资源，同时对系统资源进行加工整理输出用户所需信息。开放性模型如图 4。 

 

图 4 开放性模型 

（3）动态性  

图书馆信息服务系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系统，它根据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不同的

用户群体提供不同的信息服务，并且会根据用户群体的反馈调整他们的信息服务内容以及方

式。动态性模型如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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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动态性模型 

（4）多样性 

图书馆信息服务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该系统是由不同子系

统构成，另一方面是该系统的子系统又是多样的。各个系统都有其各自的功能但又互相联系。

多样性模型如图 6。 

 

图 6 多样性模型 

4.启示与建议 

西部贫困地区图书馆信息服务生态系统的各个成员要在合作过程中彼此兼顾，做到各个部门

之间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满足不同用户的广泛信息需求。但是西部贫困地区

在图书馆信息服务生态系统构建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制定相应的战略规划。

（2）鼓励大众参与图书馆建设。（3）加强合作关系。（4）加强合作者之间的交流。 

5.结语 

本文借助生态系统的观点，为西部贫困地区建立一个图书馆信息服务生态系统体系。该

体系对西部贫困地区图书馆信息服务部门的系统、资源和服务进行调整，重新构建和配置，

更好地给不同的用户提供信息服务。同时，西部贫困地区图书馆信息服务生态系统模型的构

建，不仅满足了不同用户群体的动态和广泛的信息需求，而且解决了西部贫困地区信息资源

短缺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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