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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 / 意义 ] 介绍苏州市全民阅读线上平台建设实践，为区域性图书馆改善馆际互借和文

献传递服务贡献新思路。[ 方法 / 过程 ] 选取苏州市工业园区的“书香园区”智慧图书流转系统作为考察
对象，对图书馆工作人员和系统用户进行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 结果 / 结论 ] 苏州市智慧图书流转系统
创新科技引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网状图书流转模式，实现了全域性的资源共享和互联互通，具有
一定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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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大众阅读方式日益电子化、移动化，传统服务模式下纸质馆藏严重依赖物理位置的特性
将无法满足人们越来越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但是，如果图书馆可以有效利用科学技术，实现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的转型与升级，让纸质图书无障碍地流动起来，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
足人们多样化的阅读需求［1］。如何运用现代技术，提供科技化、智慧化的服务，成为当下智慧
图书馆建设大背景下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变革的重要议题［2］。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是指基于资源共享理念，图书馆应其读者或用户的借阅请求从其他
图书馆转借文献资料的一种服务方式［3］。该服务可以有效弥补单个图书馆经费不足和馆藏限制
问题，以最大限度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因此，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仍然是当下图书馆间实现资
源共享的方式之一，对提高传统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和效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为了营造全民阅读氛围，提高市民文化素养，苏州市工业园区响应国家号召，积
极推进“互联网 +”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建成园区三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园区一公里服务
［ 作 者 简 介 ］ 郭 隽 瑶（ORCID：0000-0001-6101-4578）， 女， 本 科 生， 研 究 方 向 为 馆 际 互 借 及 社 区 治 理，Email：
guojy0711@163.com； 张 妍（ORCID：0000-0003-3292-4884）， 女， 本 科 生， 研 究 方 向 为 乡 村 振 兴 及 政 府 治 理，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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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的理念下建设了“书香园区”智慧图书流转系统，丰富了园区范围内图书馆馆际互借与文献
传递服务的内涵。
本文在对以人为本、公共文化服务、信息服务生态链等理论充分梳理的基础上，跟进苏州市
工业园区“书香园区”智慧图书流转系统创新实践，剖析其功能结构、运转模式、推行效果等情
况，总结其实践经验、缺陷不足与实用价值，以期为区域性公共图书馆系统的图书流转与阅读推
广工作提供借鉴。

1
1.1

理论与实践基础
理论基础

1.1.1 以人为本理念
以人为本理念最初于 20 世纪在心理学领域兴起，强调对人的关怀，以人的需求为原则，坚
持以人为核心的价值观。以人为本的理念应用于图书馆领域，则强调坚持人文关怀，在尊重和理
解读者的基础上，满足读者个性化、多样化的阅读需求［4］。
1.1.2 信息服务生态链理论
信息服务生态链是参与信息处理的各个主体组成的具有信息流转功能的链式依存关系。在
图书流转的生态链中，图书馆是信息传递、共享的主要载体，在信息服务生态链中处于核心地
位［5］。而信息服务生态链的组织结构合理程度、信息流转的效率等直接决定智慧图书流转系统
的使用效果和用户体验。
1.2

实践基础

1.2.1 智慧图书馆
2003 年，芬兰奥卢大学的 Aittola 首次提出“智慧图书馆”的概念，他将智慧图书馆总结为
一种不受空间限制、可被感知的移动图书馆服务形式，可以帮助用户找到其所需的图书和相关
资料［6］。我国的智慧图书馆研究起源于 2010 年，严栋在国内首次提出智慧图书馆的概念，并且
从物联网的角度将智慧图书馆定义为：智慧图书馆 = 图书馆 + 物联网 + 云计算 + 智慧化设备［7］。
2010 年到 2012 年是我国智慧图书馆研究的初始阶段，主要是从理论上探讨现代科技在智慧图书
馆中的可能应用；2013 年到 2016 年，有关智慧图书馆的研究逐渐深入，积极探索智慧图书馆的
不同服务模式和创新服务建设；2017 年至今，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加持下，智慧图书馆
开始进入应用实践。
1.2.2 图书自助借还
“图书自助借还”是基于无人交互理念的图书馆服务创新模式，突破了传统图书馆需要入馆
借还图书的时空局限，拓宽了服务范围。建设初期的图书自助借还模式囿于藏书理念，表现为
“以资源为中心”的开架借阅形式［8］。然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读者需求的多样化，进一步催
生了无需开架浏览、直接检索预约的图书自助借还系统。
1.2.3 网状图书流转
随着移动互联定位技术和社交网络技术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使得对图书和人的实时追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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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能，图书借阅模式也由传统的星型图书借还模式转变为网状图书流转模式［9］。这种去中心
化的模式突破了传统图书馆服务的固有思维，不同节点在网络中处于同等地位，相互间可以自由
流转。以这样的方式统筹整合图书馆的总分馆体系，可以提供城乡均衡发展的智慧图书馆服务，
实现更广范围内图书资源的共享，是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的创新实践［10］。

2
2.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2014 年，苏州市作为全国首批智慧城市试点之一，积极推进“互联网 +”基础设施建设，开
展政府、企业、社会等各领域信息化建设。为了实现全市范围内的图书共享以满足市民多样化的
阅读需求，苏州市建设了“书香苏州”智慧图书流转系统，推动了市内所有图书馆馆藏资源的图
书流转。在此条件下，作为全国首个开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区域的苏州市工业园区，借助“书香
园区”（“书香苏州”的子系统），秉持“园区一公里服务圈”的理念，以“网上借阅，社区投递”
的形式进行图书流转，践行智慧图书馆建设。截至 2020 年 6 月，苏州市工业园区已建成各类阅
读服务点 265 个、图书自助柜 45 个，覆盖 143 个社区和 13 个民众联络所，基本实现了区域全覆
盖，初步形成全民阅读公共服务设施网络。
“书香园区”智慧图书流转系统以独墅湖图书馆为主要借阅馆、以工业园区为主要流转范围。
由于苏州工业园区是苏州市唯一一个既含有高教区又含有居民社区的行政区划，园区内的读者群
体包含高校学生、社区居民、外来人口等不同人群，因此本文选取“书香园区”智慧图书流转系
统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2.2

研究方法

在确定了研究主题后，团队主要采用了半结构性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开展实地调查。
2.2.1 半结构性访谈法
为了了解“书香园区”智慧图书流转系统的运转模式、工作人员分工、覆盖范围、使用效果
等情况，团队选取了独墅湖图书馆、西交利物浦大学、翰林邻里中心、星涛社区、邻瑞广场等具
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地点作为调研范围，对独墅湖图书馆网借中心主任、星涛社区书记、独墅湖
图书馆工作人员和各个自助柜附近的居民开展半结构性访谈。
2.2.2 问卷调查法
进行问卷调查主要是为获取有关用户使用情况的数据。问卷包含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用
户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所在城市等；第二部分是用户使用图书馆的频率以及对“书香
园区”智慧图书流转系统的了解程度；第三部分是用户对系统使用效果的评价；最后一部分是用
户对系统的改善建议。
问卷在问卷星网站制作，调查对象主要是苏州市大学生和苏州市工业园区的社区居民，偶有
涉及苏州市以外的用户。团队成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放问卷，收回 239 份，排除前后
选项矛盾的 11 份无效问卷，共收获 228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 95.40%。
总体来看，参与本次问卷调查的有男性 92 名，占比 40.35%；女性 136 名，占比 59.65%。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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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20 岁以下年龄段占比 37.72%，21-30 岁年龄段占比 27.63%，31-40 岁年龄段占比 11.84%，40
岁以上年龄段占比 22.81%。

3
3.1

“书香园区”系统概况
组织结构

“书香园区”智慧图书流转系统的主体结构包括以独墅湖图书馆为核心的后台管理系统、以
邮政快递为支撑的物流配送系统、以图书自助柜为分支的智慧投递系统以及通过“书香园区”手
机客户端实现的用户终端系统，通过建立“后台管理 - 物流配送 - 智慧投递 - 用户终端”的信息
服务生态链而实现图书流转。如图 1 所示。

图1

智慧图书流转系统组织结构图

在这个系统中，涉及三类主体：作为智慧图书流转系统后台管理核心的独墅湖图书馆，专门
设置了网借中心部门，负责处理图书借阅申请、查找打包图书和平台运营三项工作；承担物流配
送功能的中国邮政快递，对接网借中心，负责运送书籍、更新物流信息；作为终端用户的读者，
享有自助借阅书籍、提出意见的权利，同时承担保护书籍的责任。
“书香园区”手机客户端作为智慧图书流转系统的用户终端平台，包括“主页”、
“我的书
房”、
“发现”和“个人中心”四个模块，主要功能是帮助读者掌握图书馆馆藏信息、实现读者之
间的互动交流、完成图书借阅过程。其 APP 界面与功能如图 2~ 图 5 所示。在“主页”这一模块
中，读者可以通过查看新书馆藏、图书分类、数字资源和图书搜索模块在线掌握图书馆馆藏信
息；通过电子证、社区借书、自助还书和读者咨询模块完成整个图书流转过程。“发现”这一模
块为读者进行互动交流提供平台，这一模块以“读者”和“图书”为依据分为“书房”和“图
书”两个栏目。“读者”栏目下以“最近”“人气”和“藏书量”为依据展现出借阅图书较多或
人气较高的读者，其他读者可以通过浏览该读者的书房借阅其阅读过的图书。“图书”栏目下以
“最新”“热门”为依据展现出借阅次数较多或人气较高的图书，其他读者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借
阅。“我的书房”和“个人中心”这两个模块可以查看个人的电子证、借还书记录、包裹信息、
送书上门订单、取书点、地址管理等信息，使读者清晰准确地查找每次的借还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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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图 2 “书香园区”APP
主界面

图 3 “书香园区”APP
“我的书房”界面

图 4 “书香园区”APP
“发现 - 书房”界面

图 5 “书香园区”APP
“个人”界面

操作流程

读者使用“书香园区”智慧图书流转系统，可以通过“书香园区”手机客户端、支付宝小程
序、微信公众号等途径获取在线借阅服务。第一种方式是使用手机等移动智能终端下载安装“书
香园区”APP，进行身份认证；第二种方式是通过支付宝中的芝麻信用进行信用授权办理读者证，
在支付宝中的“嘉图借书”小程序上基于信用在线借阅馆藏书；第三种方式是关注“书香园区”
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绑定读者证进行取还书操作，其界面和 APP 是相同的。读者通过以上
任意一种方式提交借阅申请，网借中心工作人员接收借阅申请后检索苏州市所有图书馆的馆藏，
并指派离读者最近的图书馆接收借阅申请；然后，相应图书馆工作人员在系统后台收到借阅申请
后，取出纸本图书并在线填写物流信息，实时将借阅信息录入图书流转系统，系统会立刻通知邮
政快递员取书并进行物流配送；接着，纸本图书通过物流系统配送到读者指定的图书自助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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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机客户端实时更新物流信息及取书凭证；最后，读者凭取书凭证前往自助柜取书，整个图书
流转过程完成。如果苏州市内图书馆没有馆藏，则读者无法借阅纸本图书，在线图书借阅操作终
止，如图 6 所示。

图 6 “书香园区”借阅平台操作流程图

此操作流程体现了“互联网 + 物流配送”技术下“网上预约、社区投递”无接触、定点分配
资源的运转构想，所有的借阅信息和物流配送信息都在系统实时更新，各个终端同步可查，保证
了借还书流程的信息共享和准确高效。
3.3

使用情况

根据国内专业移动推广数据分析平台“七麦数据”，截至 2021 年 5 月，
“书香园区”APP 在应
用市场中累计下载 29 万余次，市场综合评分 4.9 分，综合评分超过 90% 的应用。以支付宝中的
“嘉图借书”小程序为例，该小程序已有超 12 万人次注册使用，市场总评分 4.8 分。本研究通过
问卷调查了解到该系统的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3.3.1 用户了解程度
在被调查者中，大学生群体占比 56.3%，普通居民占比 43.7%。据统计，只有 27.45% 的被
调查者了解“书香园区”图书流转系统（包括“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而大学生群体仅有
11.26% 了解该系统。具体数据见表 1。
总体来说，只有大约 1/4 的被调查者了解该系统，而大学生群体比例更低。究其原因，大学
生群体拥有高校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因此较少接触公共图书馆服务。另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大

124

SBBJB（加周年）.indd 124

2021/7/2 9:48:25

郭隽瑶，张妍 . 苏州市工业园区智慧图书流转系统建设分析［J］. 文献与数据学报，2021，3（2）：119-128.

概是由于大众阅读氛围较差，加之宣传不到位，因而有 27.51% 的普通居民不了解甚至从未听说
过该系统。
表 1 被调查者对图书流转系统的了解程度
（单位：%）
非常了解

比较了解

听说过，但不了解

从未听说过

大学生

0.04

11.22

15.24

29.8

56.3

普通居民

5.35

10.84

25.94

1.57

43.7

合计

5.39

22.06

41.18

31.37

100

3.3.2 使用效果评价
对于使用该系统的效果，使用过该系统的被调查者中有 68.57% 的用户表示，图书流转系统
给借阅纸质图书带来了很大便利。对于没有使用过该系统的被调查者中，有 71.18% 的用户希望
尽快建立图书流转系统，实现图书流转服务更大范围内的推广普及。见图 7、图 8。

图7

被调查者对图书流转系统的评价条形图

图 8 被调查者是否希望建立图书流转系统的扇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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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主要使用困难
对于读者在使用图书流转系统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由多到少依次为“使用人数太多，等待
时间太长”、
“图书流转时间太长，不能及时借阅”、
“缺少自己想要借阅的书籍”、
“借阅图书不流
转”等。如图 9 所示。这一结果集中反映出系统流转的速度问题以及图书馆馆藏资源的不足和使
用限制问题。

图 9 使用图书流转系统时遇到的困难

4 “书香园区”系统建设反思
“书香园区”智慧图书流转系统有效地将电子商务领域的 O2O 模式引入了图书馆的馆际互借
与文献传递服务，将图书流转过程分解为读者、自助柜和传统图书馆三个物理端，借助现代物流
管理技术，实现了线上和线下服务的有机结合。然而，笔者在调研的过程中，也发现一些存在的
问题，大致归纳如下。
4.1

自助柜选址不合理

笔者调研发现，部分图书自助柜在选址时欠缺考虑。一方面，自助柜与周边的基础设施功
能重合。例如，西交利物浦大学的自助柜站点设在学校图书馆旁边，将同质性设施设置的如此之
近，实则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部分自助柜选址较偏僻，很难引起用户的注意，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使用频率，也无法起到宣传推广的作用。
4.2

宣传工作效果欠佳

“书香园区”智慧图书流转系统在前期宣传时采用了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线下主要是在
社区摆设摊点、在图书馆内部张贴宣传海报等；而线上则是通过图书馆的官方网站进行宣传。然
而，本研究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31.37% 的被调查者表示从未听说过该系统。显然，
“书香园区”
智慧图书流转系统虽然进行了前期宣传，但效果欠佳，之后也没有持续推广。
4.3

系统故障响应不及时

调研发现，部分图书自助柜存在投递口无法闭合、扫码还书装置使用异常、触摸屏不灵敏、
手机终端信息更新不及时等故障或系统问题。当自助柜出现故障时，往往需要技术人员维修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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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恢复正常，如果响应不及时，或排除故障耗费过多时间，都会极大地影响用户体验，进而造成
用户的流失。
4.4 图书污损无法追责
纸质图书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使用时应关注图书污损追责的问
题。图书维护适当则能够延长其使用寿命，使之发挥更大的公共服务价值。然而笔者调研时发
现，许多图书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除去自然折旧因素，借阅期间的人为损坏是主要原因。此
外，标签丢失或图书污损无法被手机识别，而不能继续流转，将会导致系统中图书数量的减少。
然而，对于这个问题，系统并没有有效的图书维护或追责制度，以防止或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

5
5.1

“书香园区”系统改进建议
重视系统建设后期维护

虽然图书流转系统的全域化给传统图书馆带来了很大便利，但并不意味着图书馆管理人员的
工作量就此减轻，相反，图书馆管理人员需要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技术水平以跟进智慧图书馆的建
设和发展。此外，对系统故障的及时响应和处理、开展周期性检查和系统运行反馈、提出改进建
议、针对人口流动进行周期性的宣传推广等，这些工作都需要在系统上线以后，进行持续的维护
更新，才能保障智慧图书流转系统的正常使用和迭代升级。
5.2

加强图书损毁监督管理

苏州市工业园区“书香园区”智慧图书流转系统实现了自由便捷的图书借阅，然而，在这种
自由宽松的环境下，读者可能会在图书上无意勾画或有意污损。虽然在图书流转自助借阅过程中
无法做到人工检查，但可以通过“书香园区”智慧图书流转系统的借阅记录进行追查以确定责任
主体，通过设置合理的奖惩机制，督促读者养成爱护图书的意识和习惯。
5.3

推广宣传营造书香氛围

笔者调研中发现，被调查者普遍存在着阅读氛围不浓厚、系统使用率低的现象。为提高图书流
转系统的使用效率、充分利用图书资源，图书馆可以尝试在社区、高校区、各大媒体平台上多加宣
传推广，帮助更多人了解并使用该系统。针对阅读氛围不浓厚的社会现状，可以尝试在“书香园区”
手机客户端上开展多种在线阅读活动，根据借阅数量给予不同程度的奖励，助力营造社会书香氛围。

6

结 语

虽然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的理念在我国图书馆界早已是老生常谈，但囿于各种现实条
件的制约，真正能够实现纸本图书无障碍流动的图书馆并不多见，与发达国家便利的馆际流通更
是相差甚远，这对普及大众阅读极为不利。在互联网和科技发展的潮流中，苏州市秉持“科技引
领，服务创新”的理念，建设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书香苏州”智慧图书流转系统，并推广到全市
各区图书馆系统。本研究通过对苏州市工业园区“书香园区”智慧图书流转系统的考察，展示
了其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网状图书流转模式，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无线射频识别（RFID）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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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卫星定位和智能监控等现代科学技术，实现了苏州市全域的资源共享和互联互通，具有一定
的推广价值，希望能为我国区域性图书馆系统创新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贡献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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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Wisdom Book
Circulation System in Suzhou Industrial Park
GUO Junyao

ZHANG Yan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acti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online
nationwide reading platform in Suzhou and contributes new ideas for regional libraries to improve interlibrary
loan and document-delivery services. ［Method/process］This paper selects the smart book-circulation
system “Shuxiang Park” in Suzhou Industrial Park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nducts ﬁeld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on library staff and system users. ［Result/conclusion］The smart book-circulation
system in Suzhou is led by innovativ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realizes the global resource sharing and
interconnection by the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reticular book-circulation mode, which has the
certain value of promotion.
Keywords: Book circulation; Smart library; Interlibrary loan; Document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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