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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 / 意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图书馆，大多具有鲜明的专业特色。近年来随着研究机构

图书馆的合并、重组，如何保持特色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方法 / 过程］本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专
业图书馆，尤其是经济研究所图书馆的发展历程和实践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从而探析社会科学研究机
构图书馆的特质。［结果 / 结论］从经济研究所图书馆的发展和实践经验来看，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图书馆
主要有四个特质：长期积累的“专、深、特、精”的特色优势馆藏；长期坚守专业、世代传承的图书馆
员；守护、整理和光大机构的学术资产；不懈探索，始终融入科研。据此特质，研究机构图书馆应定位
于复合型、研究型的专业图书馆，才能长期保持专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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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构建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其中就包括了“加强哲
学社会科学图书文献、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加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建设，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化平台”。2019 年 9 月 8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的回信中明确指出，
“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
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
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和图书馆工作做出的重要论述和指示，为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图
书馆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图书馆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重要资源保障和服务支撑，与中国特色哲学
［作者简介］王砚峰（ORCID：0000-0003-1275-4291），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
理、文献整理与研究，Email： kingwyf@cass.org.cn；黄晨（ORCID：0000-0001-7894-1423），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馆员，硕士，研究方向为文献整理与研究，Email： huangchen@c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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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科学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共生。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图书馆，以全国社会科学
院系统图书馆为主要代表，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总馆和各分馆（研究所图书馆），各省级社
会科学院图书馆等。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迎来了大发展，面
对全媒体和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图书馆必须高度自知，明确自身定位，
结合自身情况才能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力量。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图书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在建院初期，均以各研究所附设的图书
馆为建制，不少图书馆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如经济所、历史所、近代史所、考古所、文学所、
哲学所、法学所、民族所，以及国际研究学部的多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基本
始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甚至更早。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图书馆，其最大的特点是馆藏有深厚的学科积累和独特的专业特色，馆员
长年从事与图书资料相关的工作，与本专业科研工作和学者联系紧密，图书馆的发展和所属的研
究机构联系紧密，与科研深度融合。
随着机构的发展，部分研究所图书馆（包括资料室）合并、重组，其定位发生变化。以中国
社会科学院为例，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立，文学所、哲学所图书馆改
为专业书库。2002 年，国际研究分馆由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拉
丁美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亚太研究所的６个研究所图书馆整合而成。2019 年，中国社
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成立，历史所、近代史所、考古所、世界历史所等研究所的图书馆也将合
并。而如何在不断变化中保持研究机构图书馆的特色，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近 20 多年的变化来看，随着一些研究机构图书馆的合并、重组，这些图书馆脱离了原来
所依托的科研机构，随着服务对象、隶属关系的变化，图书馆和研究所之间的联系转弱，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专业馆员的培养和传承，有些图书馆已经出现了本专业馆员后继无人的情况；同
时，因脱离了原来所依托的机构，从研究所得到的特色文献资源和专业指导，以及参与机构科研
活动的机会也有弱化的现象。尽管科技条件在发展，服务手段在更新，但在如何保持专业特色这
个科研机构图书馆的灵魂问题上，还需做深入的研究。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成立 90 周年。作为中国
成立最早的经济学研究机构，经济所的发展历史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发展中具有代表性，同
样，与经济所同龄的经济所图书馆，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特质，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科学
研究机构图书馆的主要特质。而总结和分析这些特质，有助于我们认识自身的定位，在自我认识的
基础上，不断创新作为社会科学机构图书馆的专业图书馆工作，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1
1.1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的概况和发展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概况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与经济所的历史同步，作为具有 90 多年历史的经济学专业图书
馆，其发端可追溯到 1926 年创办于北京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图书室，1929 年调查
部改组为社会调查所，1930 年冬社会调查所将图书室改称图书馆，并于 1931 年 1 月加入中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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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协会［1］。1934 年，社会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两所图书也随之合并，
馆藏以经济、社会等社会科学类书刊为主。新中国成立后，1953 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成立，
1977 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则一直称为经济研究所图书馆。20 世纪 80 年
代，经济所图书馆成为中央国家机关和科学研究系统图书馆学会会员单位。2005 年起成为中国
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常务理事单位。200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实行总分馆改革，经
济研究所图书馆成为五大分馆之一，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经济学分馆。截至 2019 年底，经
济所图书馆藏书量达 70 余万册（件），其中中文平装图书约 15 万册，古籍、地方志 7400 余种，
13000 余函，61000 余册，外文图书约 8 万册，中文报刊约 1 万种，32 万余册（按散册计数），
各类历史档案、文书约 2.5 万件，剪报资料 1000 余合订册，约 10 万件。
经济所藏书结构以经济类为主，兼收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各相关学科门类的书刊资料。经
济所图书馆的经济学专业文献收藏量居全国领先地位且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深度。作为经济所主
管的研究所级图书馆，同时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经济学分馆，其主要任务是面向以经济学
部各院所为主的各经济专业学科的科研和教学，面向全院各院所及国内外各机构、企业和公众，
有效整合相关经济学科经济文献信息资源，开展经济文献信息服务，提供专业文献信息保障，并
开展以经济学专业文献与信息为主要对象的学术研究。
1.2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的发展

90 多年来，经济所图书馆的发展历经三个阶段：1926 年至 1949 年的民国时期，1949 年至 1977
年的中国科学院时期，1977 年至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时期。馆址亦随研究机构的变动而不断变迁。
初期办公地址均为租借房屋，1926 年社会调查部图书室成立，
“除杂志不计外，共备书籍四百零九
册”［2］。1928 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时所址位于上海。1931 年初迁至南京鸡鸣寺一号。
1931 年 5 月 18 日，已改组成立两年的社会调查所迁入位于北平文津街 3 号的办公大楼。1934 年两所
合并时曾分处北平、南京两地。1935 年末全所迁往南京。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社会科学研究所
先后迁往长沙、桂林、昆明，最后入驻四川南溪李庄，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1952 年，图书馆随所
由南京迁至北京。1953 年，社会研究所更名为经济研究所，所址位于中关村。1958 年，图书馆随经
济所迁至三里河经委大楼。
“文革”期间，图书馆大部分时间仍坚持订购包括外文书刊在内的专业文
献，仅在经济所迁往河南信阳“五七干校”期间工作被迫停顿。1976年，迁至月坛北小街2号院至今。
在馆址不断变迁的过程中，藏书则始终与机构随行。即使在抗战时期向大后方转移的过程
中，在长途跋涉甚至遭遇日机轰炸的情况下，图书馆藏书仍随所迁徙并得以妥善保护。
随着时代的变迁，各阶段的工作重心和中心任务不断调整，显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第一阶
段以经济学、社会学、经济史以及行政学、法律等学科的文献资源建设和保障为中心任务；第二
阶段以经济学、经济史等学科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和服务为主；第三阶段在服务经济学、经济史
等学科文献资源需求的基础上，把文献整理与研究、经济学信息研究与学术信息平台建设纳入图
书馆业务范围，尤其是近 20 年，重点开展数字化和信息化建设，开展学术研究。目前图书馆设
文献采编部、典藏出纳部、参考阅览部和网络信息部四个部门。
经济所图书馆的人员规模由初期 1~3 人，发展到 20 世纪 80 年代达到 20 多人，目前编制为
12 人。馆员的专业背景呈现出多元的专业结构，在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吸纳了多方向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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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主要包括专业研究、科研管理、图书情报、语言文字等。而图书馆人才的成长路径也呈现
多元化，既有长期坚守的馆员，也向科研管理、专业研究等领域输送人才。
馆员的年龄结构逐步呈现年轻化趋势。高学历（具有硕、博士学位）、高级职称人员以及具
有图书情报、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教育背景的图书馆员比例也逐年增加，目前馆员中取得或
在读硕士及以上学位者占 70%，具有副研究馆员以上职称人数已占全馆人数 1/3。针对现代社会科
学科研需求，经济所图书馆制定了“培养复合型、多能型人才”的培养策略，要求馆员全面掌握
经济学专业文献信息情报服务手段，打破现有岗位限制，形成一人多岗，一专多能的工作格局。
目前，经济所图书馆的馆员，除了承担各基础业务岗位如采编、期刊管理、出纳典藏阅览等
工作外，同时还承担网络维护、网站内容建设、学术信息跟踪与分析、专业文献整理与研究等方
面的工作，同时每位馆员还要负担对口专业研究室的学科联络，做到大多数馆员身兼数职。

2.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图书馆的特质

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担当在于“守正创新”，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重要资源保障和
服务支撑单位，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图书馆务必先“守正”，继而再“创新”。
相较于其他类型图书馆，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图书馆往往馆舍面积小，馆员数量少，但同时馆
藏资源具有高度专业性，特色明显，馆员也往往精于本专业文献信息领域的服务和研究。
2.1

特质一：长期积累的“专、深、特、精”的特色优势馆藏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图书馆，其馆藏集中于本专业及相关专业藏书，馆藏注重长期积累，不
收“大路货”，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追求本专业“专”“深”“特”“精”的馆藏方针。如经济所馆
藏方针追求“高度的专业性、求精求深”；文学所“以专为主，精中求全”；考古所要求“系统
完整，特色鲜明，精而不缺，全而不滥”。
在追求“专”
“深”
“特”
“精”馆藏方针的指引下，不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图书馆形成了有
各自特色优势的馆藏。
以中国社科院部分主要图书馆为例，经济所创办于 1926 年，以经济学经典理论、经济史文
献及档案和经济数据为主；法学所创办于 1958 年，早期藏书来自清华大学、最高人民法院研究
室、法制局、法律出版社和著名法学家赠书，构成核心藏书；民族所创办于 1956 年，以民族学、
人类学、民族史、民族语言等专业文献，民族文字文献为主；国际分馆创办于 1965 年（苏东
所），拥有 6 个独立书库，20 个语种，150 个国家和地区的藏书；历史所创办于 1954 年，以徽州
契约文书、侯外庐等名家藏书为主，古籍 2 万多种；近代史所创办于 1950 年，前身机构建于 30
年代，藏书 60 万册，其中档案 19 万册，旧报刊 6400 多种；哲学所创办于 1955 年，其中平装书
和外文书中分别有 40% 和 60% 的纯专业书籍（B 哲学类）［3］。
馆藏专、精、特、深的特质在经济所图书馆尤为突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国家队，经济所的
研究以经济学基础理论为主要研究领域，涵盖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包括经济史
和经济思想史）等学科。为满足科研需求和读者需要，经济所图书馆不仅收藏经济学典籍的重要
版本，保持经济学专业馆藏的学科特色，还重点支持以经济史研究为主的专业基础史料收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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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独具特色的专业馆藏资源：国外重要的经济理论著作以及约 2000 种外文期刊；国内重要的
经济学理论著作、工具书，政府和研究机构的出版物和原始调查资料，相关统计资料和数据，连
续出版物；经济史相关研究文献和史料，原始经济史料、调查和统计数据等；经济研究专题资
料、剪报、数据等 50 万篇，8 亿多字。
经济所图书馆 90 多年来的长期积淀，最大限度的保持了藏书品种的完整性、专业性和连续
性。一方面仰仗于经济所长期活跃在学术一线的顶级经济学专家、学者对图书馆发展的持续指
导，为图书馆荐购经济学专业文献提供了大量高质有效的建议；另一方面依靠本所及同行学者、
各专业机构的捐赠，机构间学术交流等专业渠道，积累了丰富的馆藏。
同时，高度专业化的馆员采集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馆员文献采集的高度专业化体现在馆员
保持在本岗工作长期稳定，熟悉馆藏资源和服务对象需求，对学科和学界发展动向感觉敏锐，能
够最大限度满足专业文献资源建设的需求。自建馆初期，经济所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始终主要依
靠高度专业化的馆员来完成。
2.2

特质二：长期坚守专业、世代传承的图书馆员

一个研究机构图书馆，往往有一位或多位长期守护着这个图书馆的馆员。
他们熟悉图书馆，熟悉研究所，熟悉学界。他们掌握本专业的学术资源，熟悉所服务的专业
学者、学科建设和研究项目，能够胜任图书馆多个岗位的工作，随时能够响应和承担相关的任务。
而一位这样的合格的专业馆员，需要很长的成长时间，通过代际传承，把建馆理念和传统传
承下去。目前一些专业机构图书馆都出现了后继无人的局面，而在经济所图书馆，一直都在努力
保持着这样的世代传承。
经济所图书馆第一代馆员中的代表人物宗井滔先生，一直都是图书馆的灵魂和标杆。宗先
生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加入社会调查所并自 1938 年起兼任图书管理员，直到 1987 年才正式
离开图书馆，为图书馆工作达 50 年之久，对经济所图书馆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服务
了几代经济所学者。在著名学者吴敬琏等人的回忆著作中，都对他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宗井滔先生先后担任过临时计算员、计算员、文书、图书管理员、图书馆顾问，长期担任陶
孟和所长的助手，是研究所的元老之一，长期守护着这个研究机构，历经社会调查所、中研院、
中科院、社科院不同的发展时期。他懂多国文字、有学术研究能力，熟知研究所的学科建设方
向、研究项目、学者需求和偏好、馆藏情况、资源渠道，在所里有崇高的威望。
正因为有宗先生这样的灵魂人物，几代馆员都以宗先生为标杆，传承其精神，守护着经济所
图书馆这个精神家园。
2.3

特质三：守护、整理和光大机构的学术资产

保存人类记忆、积累人类知识、传承人类文明是图书馆最基本的职能，因此，图书馆应该充分
发挥社会记忆功能［4］。作为一个研究机构的图书馆，守护、整理和光大机构的学术资产，责无旁贷。
经济研究所图书馆从 1926 年开始多次更名改址，但图书馆始终如影随形，文献资料始终随
研究人员而行。抗战时期在向大后方转移的过程中，幸而得到前辈们舍命抢救，馆藏大部分得以
保存，研究所大量学术资产得以留存，如 20 世纪 30 年代初开始，社会调查所和中研院社科所历
经 7 年抄录整理的清代财政史料清代抄档；三四十年代的本所学者原始手稿、未刊稿等都成为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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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极为珍贵的研究史料。
时至今日，图书馆人正在整理经济所 90 多年来的学术成果，
《社会调查所文库》《社会科学
研究所文库》《经济所全目》将陆续完成。
而《清代粮价》的整理、出版则是图书馆人对本机构学术资产进行整理和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
1997 年，经济所图书馆对经济所留存的“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抄档进行了初步的数字化整理；
2004 ～ 2005 年图书馆申请并完成了“国家清史工程”文献组“清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文献整理项
目；2009 年出版《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
。该书先后获得第三届（2010 年）中华优秀出版物（图
书）奖、第八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第八届（2013 年）中国社会科学
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在国内经济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产出了一批基于本资料的学术成果。
在经济所 90 年所庆活动中，图书馆为留住经济所 90 年记忆做出的贡献，再一次诠释了图书
馆对守护、整理和光大机构学术资产的重要性。
近年来，秉持积累学术资产的理念，图书馆持续搜集经济所人的各种著作、档案、文物等。
2017 年筹备经济所建所 90 周年活动时，图书馆前期所作的相关工作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经
济所建所 90 周年活动的七大项工作中，图书馆承担了其中至少五个大项的主要工作。2017 年 7
月，经济所图书馆作为主要参与者组织和实施的经济所视觉形象识别系统和新网站上线；2019
年 5 月，完全由经济所图书馆策划、承担的经济所所史展开展，经济所档案馆的馆藏初具规模；
2019 年 5 月，由经济所图书馆提供主要素材并作为主要策划的经济所所史专题片完成；2019
年 5 月，由经济所图书馆提供图像、文献材料并参与编写的经济所简史、经济所人回忆录出版；
2018 ～ 2019 年，图书馆人承担了经济所人口述史的摄制、整理等主要工作［5］。
2.4

特质四：不懈探索，始终深入融入科研

研究机构的图书馆始终是支撑机构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智库建设、人才培养的重要学术平
台，理应始终贴近科研，把握好学科和科研方向，因此始终应该服务和研究并重，避免与科研脱
节，失去发展方向，必须长期参与科研活动和科研管理，保持图书馆深度融入科研的特质。
融入科研，并非舍本逐末，社会科学机构图书馆的本分始终是要抓好文献资源建设，经济所
图书馆在各个时期都把工作重点放在文献资源建设之上，根据不同时代的特点、不同学科的文献
需求特点，适应不同技术时代的要求，尽最大努力满足学人对文献的需求。
2.4.1

经济所图书馆人适应不同时期的学科需要，通过打造、建设经济学专业文献工具和

平台，保持对学科前沿的有效把握
20 世纪 80 ～ 90 年代，经济所图书馆编写了一批重要的经济学工具书：
《经济学工具书
指南》《经济体制改革文献索引（1978 ～ 1983）》《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国内报刊论文索引
（1981 ～ 1983）》《经济学著作要目（1949 ～ 1983）》《世界重要经济学家辞典》《中国改革开放以
来经济大事辑要：1978 ～ 1998》。
80 年代，经济所图书馆创办了《经济文献信息》杂志，为经济学界提供了成果发布的平台。
1999 年 7 月创办《网上经济动态》，2002 年 6 月 1 日更名为《经济走势跟踪》，至 2019 年 11 月
18 日，已发布 1970 期宏观经济信息分析报告，共 1900 多万字。
进入新时代，图书馆将所网站、所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的内容建设作为信息化的工作重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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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绝大部分馆员都承担了网站内容采集，网站和微信号的绝大多数内容都由馆员采集，其中原
编原创内容达 30% 以上。
2.4.2 在经济学专业领域持续开展研究
经济所图书馆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编撰、编译了多部专著和工具书，如《通向 21 世纪的
道路：俄罗斯经济的战略问题与前景》
《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经济学文集》
《证券操作与
管理大辞典》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传记辞典》
《实业大亨的足迹》
《全球经济的 22 个瞬间——
重点问题研究》
《数字·影像：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
《
“新经济”透视》
《现代经济辞典》等。
经济所图书馆人还主持了多项社会经济调研，出版了《中原农业大镇的发展之路：河南省息
县东岳镇经济社会调研报告》
《中国伞城的创新与发展：浙江省上虞市崧厦镇经济社会调研报告》
《历史文化名镇的开拓之路：江苏省常州市孟河镇经济社会调研报告》。
经济所图书馆的馆员近 20 年在《经济学动态》《中国经济史研究》（China Economist）、
《经济
学家茶座》
《人民日报》《大公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营报》等报刊发表的数十篇论文和专
业文章，集中反映了经济所图书馆人在经济学专业领域的研究和探索。
近年来，
《数字货币的金融风险及其防范》
《比特币能否替代传统货币》
《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转
型初探》
《基于智库服务的社会科学图书馆转型探索》
《2013 ～ 2017 年中国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热点
分析——基于科学知识图谱视角》
《研究前沿探测方法进展》等在专业图书馆转型、数字经济、经济
学计量分析、学科前沿等领域的研究，代表了经济所图书馆年轻一代馆员的科研能力和研究方向。
2.4.3 对经济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经济所图书馆融入科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所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陆续对馆藏清代抄档《粮价》《题本》《黄册》《日本对华经
济调查资料》《薛暮桥笔记》等进行了系统整理，全员参与，封越健、王砚峰主编出版了《清代
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图书馆编辑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近代经济史料初编》
（18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近代经济史料续编》（国家图
书馆出版社待出版），
《中国近代经济文献史料丛刊》（经济科学出版社待出版），参与编辑了《薛
暮桥笔记选编（1945 ～ 198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徽州文书类编》等。
未来，经济所图书馆还将在馆藏史料文献整理上进一步加大力度，结合数字化工作，为学界
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学术资料。
以上总结的四个特质，一方面可以说是在经济所图书馆 90 多年发展历程中所铸就出的具有自身
特色的品质，但从另一方面看不论是保持“专、深、特、精”的专业馆藏，还是保持传承的专业馆员，
不论是守护本机构的学术资产，还是与科研深度融合，都应该是作为科研机构图书馆所必备的特质。

3

结 语

面对大数据时代全媒体带来的巨大冲击，图书馆早已从“保持安静”中研精覃思，谋新求变。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图书馆，复合型、研究型应是我们的定位。复合型、研究型主要体现在图书
馆的功能和人才两方面。从功能上看，应在充分满足多种文献服务需求的前提下，充实所服务的学
科和智库建设，助力科研管理和成果转化，服务科研，服务社会，同时，守护学术资产、传承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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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亦是职责所在。从人才角度看，培养“复合型、多能型”人才，打破岗位设置，实现一人多岗，
一专多能；根据任务灵活配置，相互配合，团组合作应是有效应对新时代需求的人才建设策略。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图书馆，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机构会变迁，人员
会流动，而图书馆应保持相对的稳定，同时，作为一个学科或学科群的专业图书馆，理应认识自
身特质，找准定位，用心守护，如此才能保持特色，开拓创新，迈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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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ion Librarie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Library
WANG Yanfeng HUANG Chen
(Institute of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836，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Most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libraries have distinctive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merger and reorganization of research institute libraries，
how to maintain characteristics is a question worthy of serious consideration.［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makes a survey of and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experience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librar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specially the library of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so as to analyz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Result/conclu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Library of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the librarie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ions
mainly have four characteristics, namely: the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professional, deep, special, and
reﬁned” unique and advantageous collections; librarians who have long been professionals, experienced in
their institutions’ disciplines and inheriting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guarding, organizing and extending
the inﬂuence of the academic assets; unremittingly exploring and integrating into scientiﬁc research. Based
on these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 institution libraries should be positioned as hybrid and research-type special
librarie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for a long time.
Keywords: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Special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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