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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 / 意义］将数据的获取、处理和利用引入高校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资源配置过程和服务

环节中，深入挖掘图书馆日常工作中可能的数据信息，推动高校文献信息资源配置与服务的智能化。
［方
法 / 过程］提出文献信息资源的配置与服务两个环节中存在数据取存要素，分别对两个环节中数据可能的
来源、存储、关联、利用等过程进行分析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应的过程提出优化策略，促进数据的
效用最大化。［结果 / 结论］新一代图书馆的服务核心必须是数据支撑下的智慧化服务和个性化服务，文
献信息资源的配置与服务更应该以数据为支撑，深入挖掘潜在的服务环节和功能，更好地实现文献信息
资源对学科建设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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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当今时代下的信息技术发展为科技和服务创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尤其是在文献资源的
揭示、管理和配置上，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使文献信息资源的组织揭示更加便捷化、智慧化，
以及对文献信息资源用户的行为感知越来越全面和精确。前者使人们查找和利用文献信息资源
变得更容易，如各类检索工具和数据库平台的支撑，使文献信息资源从无序到有序，大大降低了
文献信息资源的利用成本；后者则使文献信息资源的推送针对性大大增强，对服务对象可以精确
把握，使资源利用的准确度和利用率提升、用户的个性化需要得到满足、文献信息资源的配置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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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智能。促进这些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网络传感器层、数据传输层及应用层组合形成的数据收
集处理和应用所提供的数据驱动。作为高校图书馆最基础和最重要的业务，高校文献信息资源的
配置与服务依赖于数据的支撑，在复杂化的数据来源和管理中，满足多元化的用户需求，只有深
入挖掘出文献信息资源配置与服务的数据，规范化地分析其数据结构，揭示文献信息资源配置与
服务数据的关联关系，才能有利于优化文献信息资源配置，实现文献信息资源管理的“帕累托最
优”（Pareto Optimality），从而提高文献服务效率和水平，真正实现高校图书馆从馆藏资源的“拥
有”（ownership）向文献信息资源的“获取”（access）转变。
本文将针对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配置和服务相关数据的来源、获取、存储以及后续利用进行
分析阐述。

1
1.1

文献信息资源配置的数据取存
文献信息资源的配置流程

目前，高校图书馆主流的文献资源配置方式是对市场中的书商、代理商以及出版社进行公开
招标，从中选出资信优良、服务质量高的代理商承担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资源配置服务。代理商根
据图书馆的资源需求，向图书馆提供配置书单，罗列可能满足图书馆文献资源需求的图书，图书
馆的采购部门对书单上的数据进行勾选，将需要的资源数据与已有数据进行查重对比，最后获得
相应的文献信息资源采购目录，流程如图 1 所示。另外，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配置流程需要提
前进行用户需求分析，在配置过程中增加了试用、维护和测评反馈等流程，对用户需求和使用数
据要求更高。

图1

高校文献资源采购流程

在主流文献资源配置方式以外，随着以学科建设为导向的文献资源建设体系的构建以及学科
馆员制度的发展，更加多样化的荐购体系也逐渐建立、完善，包括学科馆员根据学科专业需求的
荐购，以及通过读者圈选书单、现场图书展览、网络表单、社交软件、应用程序等多种方式进行
的读者荐购。由此可见，文献信息资源配置中的数据导向日益增强，在全流程的文献信息资源配
置中起到了最基础的串联和支撑作用，这种支撑作用除了体现在流程的简化和成本的降低上，还
体现在满足了用户日益专业化和个性化的服务需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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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数据来源与利用

高校图书馆作为一个天然的数据存储机构，所面向的用户大部分具备较高的信息素养，在
文献信息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用户产生和接受的数据类型多样且（需求）质量普遍更高。因此，
高校图书馆对文献信息资源配置方面的数据收集应该更加主动，可挖掘的数据来源可以为管理
数据和用户数据。其中管理数据包括：MARC（Machine Readable Catalogue，机读目录）数据，
文献信息资源（包括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等各类资源）的使用数量、频次、流转率、流转周期
等数据，图书馆空间使用数据，等等。这类数据通常显示在图书馆的管理流程当中，所以可以
成为管理类数据。在文献信息资源的配置当中，管理类数据既是配置全过程中的工作体现，也
是提升工作效率的关键抓手。MARC 数据是随着数字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发展产生的新型文
献信息资源管理形式，在日益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种类中，MARC 数据的扩展和有序管理意味
着更简明的数据资源分类和更高效的资源配置，各类文献信息资源使用情况的数据收集，则能
更好地帮助高校图书馆了解和分析文献信息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效果。有些资源的利用率高、流
转频繁，也有些资源在长时间内未获得有效的利用，这些都是传统图书馆无法直观展示，却切
实影响图书馆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其他诸如图书馆空间、图书馆人流量等数据都是图书馆日
常所接触到，且通常与文献信息资源配置呈正相关的数据，都是可以也应该被关注的。
用户数据包括：学科馆员或专业教师推荐资源数据，学生用户推荐数据，用户对文献信息资
源的评价数据、资源获取期望、资源配置建议等个性化数据。这类数据在当前的研究中，有许多
已经被诸多高校图书馆注意到，且应用到实践当中。例如，最早兴起于美国大学图书馆的 PDA
（Patron-Driven Acquisitions）即读者驱动采购，又称 DDA（Demand-Driven Acquisitions）即需求
驱动采购，是一种基于读者需求的资源建设模式，根据读者的实际需求与使用情况，由图书馆以
一定的标准或参数确定购入文献［1］。虽然，在国内真正实施数据化需求 PDA 项目的高校图书馆
还比较少，但是关于 PDA 模式与图书馆建设的主题研究和活动已广泛开展，直接的读者荐购服
务已经较为普遍。以武汉七所原“985”“211”大学为例，截止到 2019 年 3 月，武汉大学、华中
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理工大学，
已经全部实现了读者荐购的相关服务，并且对荐购要求、流程、原则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另外一些用户数据是用户对文献信息资源的主观表述，包括：评价、投诉、建议、期望等，
这类数据通常独立发布在用户个人的网络平台上，或者发布于高校图书馆的专门反馈平台上，对
于这类数据就需要图书馆主动地采取网络爬虫、问卷调查、定向征集等方式去获取数据。这类数
据可以帮助图书馆更好地了解用户需求，评价自身服务，并更好地提供创新性、个性化服务。实
际上，当前高校图书馆的很多服务创新也都是来自用户数据、基于用户需求，如馆际互借、文献
传递、科技查新、参考咨询等［2］。
1.3

配置数据存储与关联

为了实现数据驱动下的文献信息资源配置，需要通过构架相应的数据获取、存储与关联“层
级”，以实现数据有效处理和利用。传统的数据处理过程中，收集的数据通过“网络层”输入，
进入“处理层”，通过归类清洗、存储、关联等流程，被规范为可供检索或参考咨询的数据，最
后输出到“用户层”供管理者决策或用户查询（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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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文献信息资源配置数据框架

由于图书馆中的配置数据数量庞大且更新速度快，数据类型较多且用户数据多数具有非结构
化的特征。因此，数据的关联和存储对其能否被整个图书馆的配置系统所接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首先，在数据获取后，应该保证多种类型的数据能够得到安全的存储，这样才能保证数据后续
的整合和清洗。当前，我国高校图书馆的主流存储形式是以个人计算机存储、数据库存储或硬盘存
储为主。除此之外，云端存储和邮箱存储也逐渐被推广开来。高校图书馆在制定数据存储方案时，
应结合数据的特点综合考虑，包括：数据集的大小，是否存在数据共享的需求，数据的性质是否敏
感，是否需要进行远程传输，数据的保管期限，数据的格式和关联存储需求等。图书馆应当依据不
同的因素和特征，同时结合用户的使用需求，制定最合适的配置数据存储方案。
其次，文献信息资源配置数据的关联集成，是将泛在化复杂结构的数据与明确的配置手段相
结合的过程。其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配置数据间的关联，二是配置数据与图书馆管理服务
的关联。配置数据间的关联集成包括同类型数据间的关联集成和多类型数据间的关联集成，例如
当前许多高校图书馆运用了 MARC 数据与借阅量数据的关联，实现对借阅排行榜的统计，或者
在制定借阅期限时，可以根据不同研究层次的用户数据和续借频率或超期次数的数据关联，在总
体上掌握用户对借阅时长的需求，从而制定不同的借阅制度，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配置数据与
图书馆管理服务的关联，则主要可以基于元数据的规范描述，对多种类型的数据内容特征进行描
述，揭示特殊数据的结构和含义，并和图书馆的管理服务进行关联。这类数据的关联目前还较少
出现在高校图书馆中，但挖掘潜力十分巨大。
在对数据进行了组织和存储后，才能实现数据的集成、检索和共享，进而对相应的配置服务
和咨询产生驱动效应。

2
2.1

文献信息资源服务的数据取存
服务对象数据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现在，高校文献信息资源的服务内容，不再单纯的是满足读者的借阅
需求。出于个性化服务和学科支撑的需求，高校图书馆应该能够感知和理解所服务读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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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服务对象保持灵敏的响应，及时甚至预先发现需求，并结合需求进行合理配置。这就要求通过
数据充分了解服务对象的信息，以实现文献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
具体来讲，高校图书馆需要获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服务对象信息。一是服务对象的研究属性。
研究属性包括服务对象的研究层次和学科属性，研究层次是指某一文献信息资源的使用者是本科
生、研究生还是教师，学科属性包括文史、理科、工科、医学、体音美等不同的学科分类。不同
的研究属性对文献信息资源的需求从书目到种类再到数量都存在差异，通过研究属性的获取，分
析不同研究层次和不同学科使用文献信息资源的规律，高校图书馆能够更加合理地分配不同类型
的文献信息资源，从而提供更精准有效的服务。二是服务对象的使用数据情况，这不仅包括高校
师生对图书馆内纸本书籍的借阅次数和频率，也包括高校师生对电子书籍和电子期刊的阅读情
况。图书馆需要通过文献信息资源的使用情况，获取服务对象的使用轨迹，分析出该馆内的热门
图书和集中借阅时间段，探索出不同对象的使用习惯，能够预判服务对象的要求和使用资源的时
间，从而提高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效率。三是服务用户对图书馆所购买数据库的具体使用情况。一
般来说，高校图书馆都会购买 CNKI、维普、万方、Springer 等常用的中外文献数据库，但对于
不同数据库的具体使用情况往往不能完全掌握，故需要通过数据库中文献的浏览量、下载量等指
标，获取不同数据库在高校师生之间的使用情况，来更好地实现图书馆的个性化推荐等相关服
务。例如，对长期用户密集的数据库，高校图书馆要做到及时更新信息资源，对用户较少的数据
库，则可以考虑提供定期阅读卡的形式，针对少数用户开放数据库，而不需要完整购置，以免增
加运行成本。
以上几种类型的数据均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网络爬虫、馆藏借阅记录等方式获得，高校图书
馆管理者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获取这几类重要数据。
2.2

文献信息资源的服务模式

近几年来，智慧图书馆的概念频频出现，作为未来图书馆的新模式，它成为当前图书馆创新
发展、转型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和新实践。想要使智慧信息服务成为现实，实现数据驱动
是必不可少的。在当前的大数据环境下，将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到智慧图书馆
的建设中，可以使图书馆的服务更加自动化、高效化和智能化。
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的服务发展是实现智慧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驱动的高校
文献信息资源服务，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通过数据分析说明高校文献信息资源的服务着重点、关键
点，并综合利用物联网、大数据、智能计算等技术，为图书馆用户提供精准、有效、有序、无界
的知识服务系统。
在这里我们建立数据特性与智慧服务模型，从数据的不同特性出发，探求信息资源服务［3］。
这一模型主要关注数据的交互性、更新频度、响应速度以及深度（细粒度）。具体表述为：
Sa ∝ f（Di + Df +Dr + Dd）

（1）

其中 Di 代表数据交互性；Df 代表数据更新频度；Dr 代表数据响应速度；Dd 代表数据深度
（细粒度）。
数据交互性是指不同格式、类型的数据相互连接、融合的程度。提高数据交互性需要建设可
靠的数据交换平台。数据交换平台是实现数据交换和各信息系统的有机结合。它是一个为不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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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不同数据格式之间进行数据交换而提供服务的平台，从而解决不同信息库间信息数据无法
自由转换的问题。
关注数据更新频率和数据响应速度，主要是为了提高信息资源服务的及时性。及时更新高校
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资源，让在校师生能够及时了解学术前沿动态是至关重要的。需要更新的文献
信息资源除了纸本书籍、期刊外，数据库的更新也是不容忽视的。数据深度或者说数据细粒度在
于对文献信息资源的细粒度碎片化挖掘、深度语义揭示、广度关联聚类、多维可视化分析及个性
化与精准化服务。这里需要对深度与细粒度进行考量的数据包括高校图书馆所提供的数据和记录
数据使用情况的数据。既要考虑图书馆已有的文献信息资源是否充足，是否能满足在校师生的需
要，也要考虑图书馆管理系统是否完整全面地记录了数据使用的各项指标，所记录的数据是否能
促进信息资源服务质量的提高。高校图书馆提供给用户的文献信息资源越细致和具体，用户服务
的个性化程度就越高。

3

文献信息资源配置优化

在高校文献信息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图书馆的配置流程已经开始逐步融入数据驱动的模式。
但由于数据类型比较单一、挖掘不够深入等问题限制，数据驱动在整个文献信息资源配置中的作
用还不够明显，指导性不强，故而还需要进一步提出相应的优化机制。
3.1

配置流程优化

当前高校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资源配置流程，主体是按图书馆内部的一系列文献采购、入库、
处理、借阅等相关的流程及程序进行处理，整体流程呈现较高的机械化特点，而一旦能够在配置
过程中形成系统性的数据驱动，就如同在整体的“机械”中加入了“润滑剂”，使得配置过程获
得更加充分的动力和更显著的效果。
在传统高校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资源配置中，常常需要回答的问题包括“买什么、买多少、效
果如何”，而传统的配置流程只能从图书馆的角度回答这些问题，并非从用户的角度回答。这时
数据驱动就能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例如，在数字化技术发展的今天，图书馆在面临纸质资源和
电子资源的经费投入上，常常存在缺乏标准和无法量化的问题。对此，就可以通过数据建立起相
应的文献载体偏好加权模型，假设电子图书下载一次等同于纸质图书借阅一次，将纸质图书借阅
次数和电子图书下载次数相加，得到图书资源年使用总次数，然后用纸质图书借阅次数变化数和
电子图书下载次数变化数分别除以总次数，即得出纸本图书和电子图书的偏好加权系数 λp 和 λe
值，若设购置图书资源的经费为 Cb，Cp、Ce 分别表示纸本图书、电子图书购买经费，则可以表
示为：
C p = λp × Cb ,Ce = λe × Cb

Cb = C p + Ce

 λp + λe =1

（2）

由此，可以通过用户的偏好决定图书馆的经费配置。
再例如，根据资源的利用率进行配置决策，可以通过定义某册图书 j 的借阅率来实现。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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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上架后借出总天数为 Dj，学科 i 的纸本图书总册数为 Vi，则该册图书年借阅率 ζj=Dj/365，平
均借阅率为：
ζi

∑
=

Vi

ζ

j =1 i

Vi

（3）

获得平均借阅率后，可以根据资源的利用率来合理调节经费投入，为文献信息资源的配置提
供更经济的策略。同样对数字资源来说，也可以用某种资源库的浏览和下载次数衡量利用率，还
可以用下载使用成本来评价利用率。
上述模型都是通过相关的资源数据，对文献信息资源配置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以
往凭借主观判断或者经验主义的决策，都可以依靠数据的佐证，进行科学的计算分析，从而实现
更经济、高效且满意度更高的配置。这种分析就是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配置流程优化的核心。
3.2

数据来源和利用优化

在文献信息资源配置中产生的数据呈现数量巨大且结构复杂的特征，多数高校图书馆对于这
类数据通常难以完全发掘和利用，部分原因是对于传统模式的思维惯性，导致图书馆对数据的重
视不够，或是对数据的挖掘不够敏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 5G 时代即将到来的背景下，图
书馆数据的来源将会愈发多样化，数据的利用方式也将更加多元化。
例如，曾经图书馆在网络上的主要服务和反馈平台是图书馆官网，而当前的微信公众号平台
为图书馆和用户提供了更直接、更便捷的服务模式，无论是服务的便捷性还是反馈的即时性，都
远超过去的模式［4］。其中所产生的数据也逐步占据了图书馆数据中的重要地位，图书检索、个
人借阅等操作实现了从官网上分流至手机等移动端口上，平台文章、公告的发布，以及后台的直
接反馈，效率远远高于传统的信息公布和反馈模式。传统信息发布和反馈模式与新型模式对比，
如图 3 所示。这种直接的数据交互由于设备或技术问题，往往被图书馆工作人员所忽略，而这类
的数据来源正是未来信息体量下最可能的发展方向。因此，图书馆必须重视移动平台的优化和数
据获取，培养专业的数据挖掘、筛选人员，建立专门的数据处理和利用通道，避免对类似的数据
视而不见，又或者被传统的延迟处理思维影响，破坏了这类数据的即时性。

图 3 传统信息发布和反馈模式（左）与新型信息发布和反馈模式（右）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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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据存储和关联优化

前文提到的数据类型包括图书馆自有的文献信息数据、图书馆的用户数据以及检索程序的
历史数据、用户反馈数据等海量非结构化数据。其中一些更新速度较慢、信息熵值较小，而另一
些数据的更新速度快且信息熵值大。不同的数据结构和内容，对图书馆的数据存储和关联提出了
不同的要求，因此分布式存储计算系统将更好地帮助图书馆数据进行存储和关联。比较有代表性
的是 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它是一种负责图书馆数字特色资源的云存储系统，其存
储量大，容错率高，可以将大规模的网页或者多类型的文献信息资源数据进行分类归并存储［5］。
图书馆应该结合不同存储模式的优势，对相应的数据进行存储。例如：云存储成本低、扩展性
强、易于分享，可以存储一些更新速度快和存取频率高的合并文件；数据库存储的布局能力强、
性能强、存储量大且支持各项可视化研究，可以用来存储已经进行过优化归并处理的，或需要归
档存储方便取用的历史数据等。
在数据的关联上，图书馆应该制定更明确的数据关联元数据标准，深入挖掘用户对文献信息
资源配置要求的数据体现，并将相关的配置内容和数据深入结合，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据驱
动文献信息资源配置。

4 文献信息资源服务的优化
4.1

构建更完善的服务体系

完善的服务体系是高校图书馆实现良好优质的文献信息资源服务的基础，只有构建出更加完
善合理的服务体系，才能使文献信息资源服务在高校更加高效的实现。关于服务体系的构建，近
年来各大高校都在不断做出新的尝试。例如在 2018 年，武汉大学曾基于信息生态链理论，以图
书馆的业务流程为支撑和导向，构建了数据驱动下的图书馆智慧信息服务体系，该体系主要包括
基础设施层、数据资源层和服务应用层三个层次，分别与信息生态链中的信息环境、信息、信息
人三个构成要素相对应［6］。
所构建的服务体系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大致可以分为：
“面向信息源”“面向信息交流过
程”“面向信息用户”几个方面。对高校图书馆来说，想要提高文献信息资源的服务质量，构建
“面向信息用户”的服务体系更加适用。该体系要围绕“用户”即在校师生而展开，提高用户的
信息获取能力和知识创新能力，更加充分地发挥信息资源的效益。为了构建这一服务体系，掌握
以下几门技术是不可或缺的：建立面向用户需求的专题特色资源数据库技术，用户个性化需求信
息的跟踪、获取和组织、分析技术，个性化信息推荐技术，信息过滤技术以及数字参考技术等。
此外，构建信息服务体系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信息用户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能够通过系
统感知记录下信息用户在获取信息资源服务时产生的各类数据。并综合利用网络爬虫、数据挖掘
等技术，充分分析信息用户的信息需求，以需求为导向，预判信息用户的需求，从而更好地完成
图书馆的服务任务。
4.2

发掘有针对性的服务功能

在构建起完善的信息服务体系后，真实及时地记录下全时段的服务轨迹也是至关重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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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这里的全时段是指高校图书馆开馆以及闭馆后的每一时刻，无论是开馆期间内高校师生的纸
本书籍、期刊借阅行为，还是闭馆后高校师生通过图书馆官方网站进行的电子书籍、期刊的浏
览、下载行为，都需要及时保存记录下来。只有充分了解信息用户的行为轨迹，才能合理分配服
务提供者的人员配置以及文献信息资源的配置。
构建服务体系和记录服务轨迹都是为了向信息用户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功能项目。随着
数据驱动服务模式的不断发展，高校图书馆不能让传统的服务观念和服务方式一成不变的延续下
去，须调整和拓展服务的内容与范围，提高自身的服务能力。
首先，可以提供个性化信息推荐。针对不同数据库的使用情况，向数据库的频繁访问用户及
时推送数据库更新的最新文献信息资源，用户可以通过信息推荐及时了解学科的前沿动态，减少
自行查询所耗费的时间。其次，可以开通网上在线咨询信息服务，及时了解用户使用文献信息资
源时的反馈，从用户最关注的方面入手，改进信息资源服务中的薄弱点，提高信息服务质量。最
后，可以建立特色资源数据库，从不同学科的信息需求特性入手，在分析处理各学科的用户使用
行为数据后，建立有学科特色的文献信息资源数据库。不同的学科数据库中纸本书籍、期刊、报
纸和数字化数据的相应占比要依学科性质而定。
4.3

建设可互联的共享平台

首先，高校图书馆想要提高自身的文献信息资源服务质量，单单依靠个体的力量是难以实现
的，需要建立起高校互联的共享平台，在高校间达成合作共赢。可以建立起同层次高校之间、不
同层次高校之间，同省份高校之间、不同省份高校之间的各项合作，使高校能够利用共享平台上
的资源解决自身服务上的难处。同时利用共享平台，在高校间搭建起交流通道，使不同高校增进
沟通学习，真正实现馆际之间的优势互补，合理配置文献信息资源，弥补信息资源短缺的不足，
使图书馆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
其次，所建设的共享平台要拥有一套统一的标准，使文献信息资源在结构、检索、组织等方
面减少差异，实现数据互通、互联。这套标准既包括数据库的编码模式、表达方式，也包括用户
使用界面的模块构成、分类体系。此外，还需要对不同高校的文献信息资源库进行整合，主要是
网络数据库方面的整合，尽量减少共享平台上信息资源重复交叉量较高的情况。
最后，高校图书馆之间建设起来的共享平台除了要共享信息资源以外，处理分析信息资源
的技术人员也要通过共享平台加强交流合作。阮冈纳赞曾经说过 :“一个图书馆成败的关键还在
于图书馆的工作者。”提高图书馆员的能力也是提高服务质量的重要一点，如何为读者提供全面、
新颖、及时、准确的信息服务是图书馆员不断进取的关键所在，而共享平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良
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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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signiﬁcance］This article aims to introduce the acquisition, processing and utilization
of data into the allocation process and services of document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and deeply mine the possible data information in daily work of libraries to promote the intelligence of
allocation and services of document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Method/process］
By using the data acquisition and storage elements existing in the allocation and services of document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describes the processes of these two aspects, including the
possible data sources, storage, correlation and utilization. And based on this work, the article proposes som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the corresponding processes to promote the maximization of data utility.［Result/
conclusion］In order to provide better support for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with document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the core services of a new generation of libraries must be the intelligent services and personalized
services supported by data. The allocation and services of document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should also be
supported by data, and the potential service processes and functions should be deeply explored.
Keywords: University libraries; Document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Data acquisition; Data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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