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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颠覆到颠覆者：未来十年图书馆技术应用
趋势前瞻
刘 炜 周德明 （上海图书馆）

摘 要 本文深入分析了在当今信息技术指数级发展背景下，图书情报事业所面临的大环境和
诸多挑战，通过对多家咨询机构所做的信息技术未来发展预测报告进行对比，总结出五个方面

的基本判断并评估了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并就调研得到的35项与图书情报领域相关的未来技术

及其接受程度和演变趋势进行讨论，最后提出了我国图书情报机构未来十年可能呈现的六个发展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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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ward-looking of the Next Decade Library Technology Trends
Liu Wei, Zhou Deming  (Shanghai Library)

Abstract In an era of exponential development,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have encountered 
a lot of big challenges. It will be disrupted by a radical change conduct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f our librarians and information specialists cannot transformed to be the disruptor. The paper analyzed 
several trends research reports issued by Gartner, Accenture, McKinsey, IDC, etc. and summed up with 
fi ve general trends. According to a related technology list extracted from document analysis and expert 
interview(introduced in another paper), a big picture of the next decade for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areer has been drawn and discussed. Finally it concluded with six trend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Chines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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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指数发展的时代
美国发明家、科学家和未来学家，奇点大

学创办人雷·库兹韦尔有一个著名论断：启蒙

于狩猎和农耕时代的人类大脑，能够很好地预

测事物的线性运动和发展，但对于当下信息社

会所呈现的各种“指数级”发展，却无法很好

地理解和应对。

我们当前正处于数字革命扫荡一切的爆炸

式发展的“起爆”阶段，移动互联网正在普

及，数字技术正快速渗透到一切领域，指数发

展特征非常明显，诸如计算芯片的晶体密度和

运算速度、网络带宽、硬盘的介质密度和单位

容量及其价格的下降速度等都被证明一直呈现

几何级数增长。这直接造成了一系列后果，如

因特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人类所产生的

信息和知识数量的增长等也呈现指数级规律，

这个趋势甚至影响到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其他领

域，如基因测序的时间和成本、光伏发电效率

的增长等。

指数发展的前期往往有一个漫长、缓

慢的潜伏期，让我们难以意识到增长速度

的变化。而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又无

法想象这样的增长能持续多久，就像 20 世

纪 80 年代著名的“罗马俱乐部”预警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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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馆藏资源深度聚合与可视化展示研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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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指数级增长给我们当前的图书

情报行业提供了一个发展背景，我们必须抛弃

传统的线性思维，认真对待张晓林教授曾提到

的诸多“颠覆性”问题 [2]。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当前的信息环境和用户行为？我们建立在线性

思维下的预测，是否还适用于当下的环境？如

果我们判断失误，将在多大程度上被指数发展

的世界所颠覆？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去驾驭数字

海啸，变身为掌握自己命运的颠覆者？

1 我们将被如何颠覆？
当今世界已经有 60 多亿人拥有手机，其

中每一部手机的计算能力都超越了 1969 年美

国 NASA 把人类送上月球的登月计划所用的电

脑，存储能力能够装下古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

的全部馆藏。这是 1945 年电子计算机发明以

来，经过漫长的等待突然带来的“指数级”发

展。对于图书馆来说，这一天等待了 2000 多

年：保存人类所有知识，并支持所有人“随时

随地地取用”（All information for all people at all 

time）。这就是图书馆与生俱来的理想。尽管

我们还有很多技术问题、制度问题和法律问题

（知识产权）需要解决，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

有哪一天比现在更接近这个理想。

样 a，我们本能地认为资源必将耗竭，指数增

长只能是一种例外，不可持续。然而摩尔定律

历经半世纪仍然继续有效 b，无数的例子正在

证明，当今人类社会进入了一种指数增长的阶

段，一旦某项技术的发展遭遇瓶颈，常常会立

即产生一种替代性技术突破，继续延续这种指

数级增长模式，甚至连经济危机、自然灾害和

战争都无法改变这种趋势。

a 　 “罗马俱乐部”曾预测，人类如果继续像 20 世

纪 60-70 年代那样使用能源，掠夺性榨取土地的

能力，必然带来人类全面危机爆发的那一天。然

而能源却越用越多，且不断有替代性能源，土

地、粮食都不成问题，增长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人类依旧行走在高速发展的康庄大道上。
b 　 摩尔定律最早提出于 1965 年，主要指集成电路

每隔 18 个月（最初是 24 个月）单位面积的晶体

管数量增长一倍。参见：http://www.intel.com/cd/

corporate/home/apac/zho/346894.htm。

图 1 计算能力的指数级发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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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20 世纪 90 年代的数字图书馆启蒙运

动，我们逐渐知道了图书馆作为实现一定社会

职能的“制度设计”，并不需要将自己的命运

与某种具有历史性的知识载体——图书进行捆

绑，电子书、数字文献乃至各类数据，都可以

是图书馆的馆藏对象，图书馆甚至可以与载体

无关，只与知识内容有关。这种认识使图书馆

能够超越特定的载体，而得到某种程度的永

恒。基于这种认识，“复合图书馆”作为一种

过渡形态，必将发展到“数字图书馆”。

上述认识还只涉及图书馆作为一种客体

（收存整理和传播利用的对象）的形态变化，

图书馆作为一种主体，其自身以及图书馆用

户也一直处在数字岩浆的大熔炉中，并且在不

断经受数字过程的锻造和锤炼，造就新的形

态和行为方式。例如“没有围墙的图书馆”、

“无纸图书馆”、“无人图书馆”、“智慧图书

馆”乃至“Idea Store”、“共享空间”、“创客空

间”等，这一切无一不是当前信息环境巨变形

势下，图书馆试图继续履行其固有的职能所造

成的。

由于图书情报机构本身就是信息机构，因

此毫不奇怪其长久以来一直行走在信息技术应

用的前沿：从穿孔卡片应用于情报检索，到机

读书目数据格式 MARC 的提出，到 OPAC 公共

目录查询以及 Web OPAC 的出现。进入 21 世

纪以来，也丝毫没有放缓脚步：Web2.0 刚刚起

步，Lib2.0 就有了年会；移动互联网才初见端

倪，大量的移动图书馆解决方案就纷纷出笼；

之后又是云计算、资源发现、大数据、关联数

据，基本上 IT 界的热词无一能逃脱图情界的

追逐。然而这样真能使我们赶上指数发展的火

箭，使我们基业长青吗？

从长远看，对图书情报机构最具颠覆性的

技术，是能够对人类认知和知识交流方式产生

决定性改变的技术。当代社会是工业文明的产

物，纸张和印刷术决定了工业社会的认知和知

识传播方式，由于大规模生产、标准化而极

大地降低了成本，带来了知识平等和自由流

通，促进了科学研究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维

持着与整个工业社会相配套的知识阶层。图

书馆便是其中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钢铁大王

卡内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将其毕生所得

的大量金钱，扶植起几乎是一个国家的图书馆

体系。

当今科学正孕育着巨大突破。从纳米科技

到生物基因工程，从信息技术到大脑认知科

学，许多奥秘都由于计算机的进步所发展起来

的巨大的信息处理而正在得到揭示。各门学科

基于“计算”产生了深度的交叉融合，大量的

学科都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信息科学。如果把

人类大脑还原为一台能够接受全身神经系统传

导过来信息、存储并处理这些信息的机器，那

么其复杂性只是能够同时处理 GB 级信息量的

计算机而已，大脑皮层中纵横交错的神经传

导，其再复杂也赶不上目前因特网的联接能

力。曾经准确做出 20 世纪数十项科技预测的

雷·库兹韦尔认为，人脑作为生物器官，其容

量、复杂性是无法支撑指数级增长的，而到了

2045 年将会有一个“奇点”产生，这个奇点

标志着机器智能（人工智能）终于超过人类智

能，机器大脑将与人类大脑共同发挥作用，他

正领导奇点大学的众多科学家们为此而努力。

我们姑且不论这种预测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影

响，仅仅是其中包含的人脑 - 机器和人脑 - 人

脑直接的知识传输能力就足以颠覆现代教育以

及图书馆形态——图书馆或许只是保存各类知

识胶囊的“药铺”而已，当然，这个“药铺”

可能具备高度智能。

上述猜想，虽然从技术上可行并且被那些

相信指数级发展的奇点大学的科学家们坚信，

但至少目前仍停留于科学幻想层面，在未来十

年内还不太可能对我们的职业产生影响。未来

十年能够对我们行业产生影响的，也不太可能

是任何单独的技术，而应该是众多风起云涌、

此起彼伏、不断产生的各类新技术所造就的一

个环境。我们现在应该开始为变化做好准备

了。上述技术颠覆性及其长久影响，是一种警

醒我们的参考坐标系。我们越是深刻理解指数

级发展，越会对我们目前这种形态的图书馆所

被赋予的神圣使命产生怀疑，图书馆是可以多

种多样的，其古老的职能，只要社会需要，可

以有新的实现方式，甚至其名称叫不叫图书

馆，也都不是十分重要的原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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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技术环境扫描
环境分析和趋势研判有助于我们把握自身

的定位，制定合理的战略规划以实现组织机构

的目标和愿景。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世界知名的

咨询公司非常热衷于发布各类趋势研究报告，

而这些报告总是受到用户和市场的热烈欢迎。

盖特纳、埃森哲、麦肯锡、IDC、弗瑞斯

特（Forrester）、兰德、皮尤等公司都花费巨大

人力物力和资源进行技术及其影响的预测，麻

省理工学院（MIT）和一些国际和政府组织（世

界经济论坛 WEF、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NIC）

等也在预测方面颇有建树。它们都会定期不定

期发布预测报告，有的对未来一年进行预测，

有的进行阶段预测（2025、2030、2050 年等），

有的还同时或分季发布多份报告。这些报告立

足不同角度，采用独门方法，针对不同用户，

风格迥异，但都拥趸众多，影响很大。

盖特纳和麦肯锡的报告，将众多新兴技术

分门别类并最终以图示撮其要旨，让人一目了

然；埃森哲和弗瑞斯特常常归纳综合出 6-10

条提纲挈领的结论；IDC 多从产业角度进行有

关市场规模和发展的数据预测；皮尤公司则通

过将大规模访谈记录归类发布，原汁原味地呈

现业界精英的意见；MIT 和世界经济论坛则有

选择性地列举了认为可能对未来产生巨大影响

的新兴技术（MIT、WEF）；以分析预测见长的

美国情报委员会（NIC）和兰德公司会在一个

技术清单基础上加以详细分析。NIC 另有一个

2030 年报告，把技术置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

发展背景之下阐述整体趋势。这些报告大都采

用文献调查、问卷调查和专家访谈相结合的方

法，个别还采用了外包部分过程或众包方式，

但具体的步骤过程和处理方法各不相同，这些

应该属于各家 Know-how，大都秘不示人。

由新媒体集团（New Media Consortia）推

出的著名趋势研究系列报告《地平线报告》[3]，

于 2014 年专门针对大学图书馆出版了一份专

刊，在进行了趋势分析、挑战讨论之后，提出

了五年内由近及远的六大趋势：近期（1 年内）

为电子出版和移动应用；中期（2-3 年）为文

献计量学、引用技术和开放内容；远期（4-5

年）为物联网、语义网和关联数据技术。该报

告在调研了大量技术基础上精选的这六项技

术，对图书馆行业近 5 年的技术应用趋势非常

具有参考意义。

图书馆界专门针对技术发展趋势的预测分

析，主要有 OCLC、ALA 偶尔有些研究成果发

布，IFLA 也会有一些高屋建瓴的报告。OCLC

曾于 2003 年和 2006 年分别发布了著名的“环

境扫描”报告 [4] 和 2010 年的图书馆认知报

告 [5]；美国图书馆协会下的图书情报技术协会

（LITA）于 2014 年初出版过一本《图书馆员应

该知道的 10 项技术》[6]；IFLA 在 2013 年发表

了“趋势报告”，2014 年又提出一个“里昂宣

言”，虽然都非常原则性，但反映了整个行业

的共识，具有强烈的紧迫感和积极意义。

国内这类有方法论支撑的系统预测研究还

不多见，一些机构由于科研规划和决策咨询的

需要，会进行一些零散的、局部的或者专门领

域的分析评估并发布报告。

我们可以从上述所有技术预测与分析，对

我们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所面临的信息环境，

总结归纳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判断：

（1）网络成为公共设施。随着网络普及率

接近 100%，覆盖所有人口，真正的网络社会

已经到来。“谷歌气球”等类似计划将极大降

低联网成本，甚至免费、不间断网络已不是梦

想，上网也将成为基本人权。

（2）云即服务。人需要的并不是网络，而

是服务。网络可以免费，但服务存在的前提是

有价值。人并不需要感觉到网络的存在，只需

知道有没有服务即可。所有服务都在云上，云

能帮助满足人们的所有需求。云在改变服务的

形式和各行各业的形态，云使行业合作和互操

作成为必须。

（3）万物皆数字。并非指物质世界也是虚

拟的，而是说万事万物都可以用数字来表达，

用计算机来处理。埃森哲等公司进一步得出断

言：所有的生意都是数字生意（All business are 

digital business）。当前数字信息的爆炸式增长

超出人们的想象，“大数据”即应运而生，这

时，智慧就不再局限于人类个体的大脑，群众

智慧将集合所有人的智慧。

（4）万物互联。移动互联网普及之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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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将联接所有设备，电脑将小至红细胞、白

细胞一般大小而遍布地球的所有角落。所有设

备都是专用电脑，机器人工业将超越汽车工业

成为人们的日常所需。

（5）体验为王。无论是线上的各类服务，

还是线下的各种活动，能否提供良好的体验是

成功的要素。个性化又是良好体验的要求，大

数据分析提供了个性化的可能。个性化又将导

致多生态和部落化，不同社群的差异性越来越

大，“鸡同鸭讲”、“鸡犬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

来”的情况将在不同网络社群中普遍存在。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把当今时代总结

为“大智移云”的时代，即以“大数据”、“智

慧城市”、“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为特征

的时代。CNNIC 在 2014 年 7 月的互联网发展

报告中指出，目前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首次超

过使用 PC 上网的数量。我们当前处于移动互

联网初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下一阶段应

该是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乃至万物互联

（Internet of Everything）阶段，它们构成智慧地

球或智慧城市的基础 [7]。这是对于互联网发展

形态的历史划分，而“大数据”和“云计算”

之类的概念是当前移动互联网的技术特征，类

似的技术特征还有“社会性网络”、“语义技

术”等，可简称为“大社云语”，这才是当前

移动互联网阶段的技术特征，可用来描述这个

特定的历史阶段。

图 2 我们现在所处的互联网发展阶段

当然，我们在考察图书馆事业未来发展的

技术环境的同时，也要考察应用环境和用户环

境，以及我国当下和今后一段时期的政治法律

和社会经济环境等。当今我们正经历迅速城市

化的时期，经济发展虽然进入了“新常态”，但

增长速度还是不低，城市流动人口越来越占有

很高的比例，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就业压力

使得终身学习成为必须，同时整个社会因老龄

化带来诸多问题，这些都构成我国图书情报事

业未来十年“新常态”的背景和环境 [8]。

3 新技术应用前瞻
在上述信息技术革命的大潮中，所有行

业无一例外都受到影响，分解、重组、跨

界、融合是常态，创新无处不在。图书情报

机构以信息服务为业，更是受到各类信息技

术的直接影响，然而并非所有技术的影响都

是等量齐观的。为考察具体哪些技术对我

们行业未来十年有重大影响，我们参照前述

盖特纳趋势曲线的研究方法 [9]，经过环境分

析、文献调研和专家访谈，初步得到如下 35

个与本行业未来十年的发展较为相关的技术

或技术应用领域，分为服务相关技术、行

业性应用技术、资源组织技术、应用系统和

与图书馆新形态相关的技术应用五大类，见

表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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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图书情报相关的新兴技术应用

服务技术 行业应用 资源组织 应用系统 图书馆新形态

iBeacon

NFC

RFID

二维码

位置服务

3D 打印服务

BYOD

游戏化

SNS

微博

微信

智能参考问答

云计算

WEB APP

移动 APPS 应用

HTML5

RDA

SKOS

本体

关联数据

书目框架

大数据

内容分析

替代计量学

发现系统

数字阅读平台

数字人文与 e-Science

下一代图书馆自动化系统

电子书

数据服务

无人图书馆

移动图书馆

智慧图书馆

全自动密集书库

创客空间

从新技术应用上可以看出，现代图书馆几

乎在所有方面，从资源类型和内容，到服务方

式，到服务的深度广度，都远远超过了传统图

书馆。现代图书馆拓展了很多新业务，但它仍

然赶不上网络发展的步伐，在重要性方面还不

足以使其获得昔日曾经拥有的社会认知度和地

位。这也是转型期的痛苦之处。

选出上述 35 项新兴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具

有偶然性，其中有些是单纯的或独特的技术，

有些则是一项综合应用甚至应用领域。由于本

来就是面向实用，我们也就没有进行严格的剖

析、区分和归类。分为上述 5 个大类主要是为

了对应前面的趋势分析，同时基于图书情报服

务的环境、平台、资源、服务和系统的分类：

 服务技术多为将颠覆我们服务形态的技

术，涉及直接与读者交互的各种技术，提醒我

们这个行业在网络时代，要将消除用户的信息

鸿沟作为我们的立足点；

 行业应用涉及图书馆基础设施方面的改

变，影响着整个行业的业态，甚至会颠覆上下

游产业的联接方式；

 资源组织技术历来是图书馆的核心竞争

力，目前结合万维网和大数据的进展，将颠覆

我们在资源获取、组织、检索利用和评价方面

的传统做法；

 应用系统则是我们这个行业近年来面临

的解决方案升级和支持开展新业务的软件；

 图书馆新形态中涉及的名词则比较宏观，

目前也大多没有定论，但却属于受到较多关

注、代表一定趋势、有待进一步定义和丰富的

技术领域。

经过一系列调研过程，大约 200 多位专家

在问卷网上回答了调查问卷，我们仿照盖特纳

方法将 35 项图书情报相关新兴技术画出一条

潮流曲线。详细过程在本专题的下一篇文章 [11]

里有详细讨论，这里就不赘述。

从调研结果可以看到，专家认为将于近

期（小于 2 年）内得到普及的技术有 Web App、

微信、Apps 应用、位置服务、微博、关联数

据、电子书、移动图书馆、SNS、RFID 和二

维码等；在中短期（2-5 年）可能得到应用

的有 iBeacon、NFC、BYOD、智能参考问答、

创客空间、HTML5、书目框架、数字人文与

e-Science、SKOS、本体、发现系统、云计算、

数字阅读平台和内容分析等；在中长期（5-10

年）可能得到应用的技术有游戏化、下一代图

书馆自动化系统、大数据、3D 打印服务和全

自动密集书库等；长期可能实现的有智慧图书

馆、替代计量学、数据服务和无人图书馆等。

这个调查结果大多数与我们最初的预计差

不多，出乎我们意料的，只有关联数据和位置

服务被认为近期（2 年内）就能得到应用，且

前者已经度过了泡沫谷底期进入了稳步发展

期；另外 BYOD 和替代计量学被认为还处于概

念初显期，则落后于我们的想象。我们估计是

由于前两项技术近年来被较多提到，而后两项



1010 ·专 稿· 图书馆杂志（2015年第1期 总第285期）
 Library Journal(Vol.34.No.1)

大家比较陌生的缘故。

另外值得说明的是，技术一直在不断发

展，不断有新兴技术或新型应用产生，而专家

调查一般是不会产生新知识的，访谈和问卷只

能调查到已有的东西，而无法预测没有的东

西。例如调查马车的改进方向时通常得出的结

论是需要更快的马车（而不是汽车），因此调

查法在做前景预测时会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

困难。

4 结论
图书馆是人类文明的伴生物，其最大的功

能在于克服人类个体生命的限制，作为体外大

脑，联接着过去和未来，延续每一代人获得的

知识和经验。在人的平均寿命是 30 多岁和已

上升到 80 岁的时代，在人的主要活动以温饱

生存和以精神愉悦为目的的时代，在人的社会

交流以金石泥板、皮草帛纸和以硅电光磁为方

式的时代，图书馆的形态和作用都是完全不同

的。农业文明时期，人类的经验和知识开始起

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动植物特性、四季更替、

周遭环境乃至社会协作，都需要丰富的知识

积累，图书馆依附于劳心者阶层；工业文明时

期，大生产使得每一个个体都需要掌握一定的

知识和技能，“知识就是力量”，能够给个体带

来更多的财富和能力，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建

制，成为一种民主的基石，致力于保障知识平

等和信息自由；而信息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的

产物，图书馆将在全人类知识一体化基础上，

更加有力地保障普遍均的知识服务，同时有能

力开展更加人性化、个性化的服务，进一步解

决信息素养的不均衡带来的数字鸿沟问题，激

发每一个人的潜能，其作用能发挥到何种程

度现在尚未可知，需要我们主动进取、不断探

索、努力创造。

未来十年哪些信息技术将在图书情报行业

得到应用？将对我们的职业和学科带来怎样的

影响？我们谁都不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因此

任何对未来的具体描述都充满风险。有人一直

将兰开斯特 20 世纪 70 年代对世纪末无纸化社

会的预测作为一个笑话，在我看来固然有兰开

斯特说得过于绝对的地方，他毕竟没有受过专

门的科学预测的训练，但也存在我们误读的地

方，他所描述的只是在一定条件下经过趋势外

推得到的结论，可以认为是一种变量恒定状态

下的实验室结果，我们现在的众多调侃其实也

反映了我们自身科学素养的不足和浅薄。

本文虽然基于对 35 个具体的技术或技术

领域的分析，然而本文的目的并不是探讨这些

技术能不能在图书情报领域得到普及应用，而

是探讨其背后的具有规律性的趋势问题。IFLA

趋势报告揭示了行业发展的总体趋势 a[12]，其

中第一条就是关于技术。本文试图将 IFLA 的

这条原则性的技术趋势具体化，以下提出图书

馆相关技术应用的六大趋势。但这里探讨的也

主要是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领域应用的总体趋

势，而不做兰开斯特式的、有关具体技术的取

舍或存亡的预测。

这里还需说明的是，具体的技术总是在不

断迭代和变化的，技术发展的驱动力总是来自

两个方向：更加精致高效、更加满足需求。以

前我们过于重视需求的力量，现在我们发现，

需求与技术是一种鸡和蛋的关系。需求带来技

术应用，技术发展也会创造进一步的需求。技

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有时来自其自身的

冲动而并非源自需求，好奇心本来就是科技最

初的源头。图书情报领域当前的大趋势，很大

程度上受到信息技术潮流的影响，但也不能忽

视社会需求和事业本身的内在逻辑，而且这种

内在逻辑常常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多种环境

因素以及国情的影响。

趋势一：网络是图书情报服务的主战场。

这并不是做一个网站，或把传统服务用 Apps

形式来实现这么简单。所有资源都可以通过网

络提供，所有的服务都可以通过移动设备提

供，读者的网络环境是 24*7*365 的，图书馆的

服务也是不间断的；读者可用任何设备随时上

a 　 IFLA 趋势报告中五个趋势的具体内容是：（1）

新技术是把双刃剑，可提高或限制人们对信息的

获取能力；（2）在线教育促进全球教育公平，其

副作用也不可忽视；（3）隐私的边界和数据保护

将被重新定义；（4）超链社团将倾听新声音，集

结新力量；（5）新技术改变全球信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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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图书馆也提供任何方式的无缝连接；读者

需要的是直接满足需求的服务，图书馆也把其

资源和能力打包成云服务的形式提供。“一切在

网上”对图书情报机构来说有三方面的含义：

（1）提供了上下游行业的新业态：产业链重

组，角色重新分工；（2）提供图书情报行业深

度整合、共建共享的新机遇。未来大馆小馆在

云环境下连为一体，各自分工，这种变化呼唤

法律（如知识产权和事业单位法律地位等）和

体制上的创新；（3）提供各类资源（包括信息

资源、人力资源等）多种形式合作的可能。例

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开创的 2CUL

模式，不同图书馆可以“共享”技术和编目部

门，以及共享所采购的数字资源。

趋势二：“数据”是图书馆资源的基本类

型。所有的资源都有数字化版本，所有资源都

是某种格式的“数据”，可由图书馆系统进行

统一管理；数据管理不仅管理数据的组织、检

索和提供，而且包括数据的生命周期完整过

程；资源的多元化，不仅表现为数字资源的种

类和格式繁多，而且表现为“数据化”和“关

联数据化”，即结构化和语义化；前所未有地

支持用户产生数据（UGC）。所有这些，带来图

书馆资源建设的“大数据化”，传统文献资源

的比重越来越小。

趋势三：智慧图书馆成为新的建设目标。

随着移动设备和穿戴电脑的普及，以及各类信

息感知技术、增强现实和大数据分析的采用，

图书馆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将大幅提高。基于位

置的自适应服务、普遍的移动设备支持、响应

式网页设计、自动参考问答、个性化推荐等技

术的广泛采用，甚至能做到还没有提出要求就

得到满足，还没有提问就得到回答。传统的印

刷资源越来越多地采用密集型智能书架方式进

行管理，藏用分离，需要时由全自动的机械手

取用，节约出来的空间改造成知识交流的活动

空间。这种趋势使实体图书馆与虚拟图书馆服

务的边界逐渐模糊，阮冈纳赞的五原则理想将

最终得以实现。

趋势四：书目控制的理想照耀着下一代互

联网。整序人类的所有知识是图书馆与生俱来

的梦想。图书馆分类编目、主题标引等工作提

供了知识组织的基本方式，长期以来一直是

我们这个行业的核心能力。它与万维网协会

（W3C）推出的下一代语义万维网技术（元数

据、本体、资源描述框架等）具有天然的相关

性，利用后者，将分类法、主题词表以及传统

文献资源的各类 MARC 数据发布于网络，并利

用语义技术标注和关联网络资源，使信息语义

化。更多的语义信息得到重用和链接，实现知

识内容本身的智能化，产生关联，具有语义推

理和逻辑判断能力，图书馆知识组织的核心能

力能够在网络世界发扬光大。

趋势五：图书馆作为一种空间的价值得到

重新定义。传统图书馆资源、空间和服务是三

位一体的，而剥离了资源之后，空间的服务对

于证明图书馆实体（主要是建筑）的价值，变

得尤为重要。这其实用不着证明，图书馆历来

就是一个学习的空间，是一个面对面交流和创

造的场所，肩负有消除信息鸿沟和数字鸿沟

的责任。围绕着这些固有的职能，近年开展

的“无书图书馆”、“创客空间”、“新阅读（数

字阅读）体验”等新业务层出不穷，讲座、展

览、会议等现有的服务形式更加得到创新发

展，图书馆的空间再造运动从很多方面正在重

新定义图书馆。

趋势六：读者是图书馆的主人，图书馆是

读者的天堂。各类型图书馆分化严重，大小型

图书馆差别巨大，图书馆的多样性充分体现，

满足各类读者千差万别的综合、多元或个性化

的需求。可能某研究图书馆无法接待上门读

者，因为根本没有对外服务和办公场所；而大

量的社区图书馆虽与咖啡馆无异，但承担城市

图书馆体系服务末梢的功能，大量的借还流通

和读者培训都在此进行；国家图书馆继续包罗

万象，而附近的无人图书馆只是一个凉亭。所

有图书馆背后都可以有行业的联合，大馆牵小

馆，各司其职，服务社会。馆员可以是粉丝无

数的服务明星，也可能是社区志愿者，读者利

用虚拟空间结识，成立兴趣小组或读者俱乐

部，在各类平台上实现各种自服务。不论是虚

拟空间还是真实空间，读者在其中建立连接，

产生灵感，交流知识，读者把图书馆作为“翻

转课堂”，成为真正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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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趋势固然美好，但美好的趋势不会自

己到来。如果只是等待，而不能有意识地去引

导和创造，做一个消极被动的“被颠覆”的角

色，最大的可能是我们将被边缘化，我们的职

能将渐渐被更多的其他机构所取代。预测未来

的最好方法是创造未来，只有积极主动地成为

一个颠覆者，我们才有可能把未来掌控在自己

手中。

要成为颠覆者，首先最重要的是观念更

新，要充分认识到信息技术对于我们这个职业

乃至未来社会的颠覆性作用。目前我们这个行

业在观念上最需要更新的最大问题，是非常普

遍的信息技术工具论思想，这是非常有危害和

混淆视听的 [13]，应该尽快从工具论转向本体

论。信息技术早已不再仅仅是工具这么简单，

它已成为影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

生活本身的最重要的角色，并影响到意识形态

和世界观价值观等所有领域。

其次，我们还有因为无知而造成的轻视、

逃避和恐惧思想，缺乏迎接变革的主观能动

性。信息技术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我们自己

养成的“宠物”，只要善待之，就能善用之。

未来十年，我们必将迎来图书情报事业翻天覆

地摧枯拉朽的变革。机遇之门已经叩响，我们

如果能主动驾驭这场变革，将给我们的事业带

来无穷的正能量，我们就有可能依靠信息技术

的力量，最终实现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理想，使

图书馆成为人类知识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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