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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校图书馆不仅是师生获取信息资源的重要途

径，更是学生的“第二课堂”，在创新创业型大学教育

中发挥的作用毋庸置疑，高校图书馆凭借其自身的信

息资源优势为学校师生提供相对全面有效的信息资

源，为创建创业型学校，培养创新人才提供了强大的

支持。作为学校的“第二课堂”，高校图书馆不仅为学

生提供了优良的学习环境，同时也为创业教育的开展

提供了活动空间，将图书馆的传统优势融入图书馆讲

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等模式，顺应了高校创业教育

理念的趋势。本文重点分析了高校图书馆在培养创新

创业能力方面的特点和优势，在融合微服务模式探索

上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借鉴和思考。
一、创新创业培养环境下高校师生的需求特点

（一）师生希望利用业余时间实现碎片化阅读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移动设备普及率

的提高，高校师生的阅读需求也在发生悄然变化，传

统的纸质书籍借阅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师生的学习与

科研需求。一方面由于纸质书籍数量有限，藏书全部

借出，可能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借到需要的书籍，这

无疑会影响师生的科研进度。另一方面，高校师生在

进行科研学习时，往往只需要某些书籍中个别章节的

内容，为此专门去图书馆借阅纸质书籍，耗费时间和

精力较多，不太值得。此时图书馆微服务的阅读模式

的优势便凸现出来：它形式内容更加精炼，能够让师

生用较短的时间捕捉到更广博的信息量，这种模式令

师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实现高效率阅读。
（二）需要建立创新创业教育网络平台

图书馆依托丰富的资源数据信息，通过微服务模

式能够为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提供方便快捷的网络平

台，通过微信推送及网络讲座定期更新、整合创业信

息的线上共享资源。图书馆微服务平台可以让学生根

据自己的空闲碎片时间进行相关创新创业信息的查

阅分析，这将极大地提高学生掌握创新创业知识的学

习效率，使创新创业培养更加便捷。
（三）移动端带来阅读的互动性需求

与社会图书馆比较而言，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对象

往往有更高更专的科研任务，因此阅读需求大多集中

在相关专业书籍文献方面。图书馆利用手机、平板电

脑等移动端资源共享平台，一方面可以为师生提供极

为便利、及时的阅读资源；另一方面当出现疑问或者

建议时亦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迅速进行信息反馈，同

时，师生也可以通过移动端平台互相交流，随时分享

学习心得，从而增加了图书馆服务的互动性。
二、高校图书馆创新创业微服务模式构建策略

（一）与微信、微博共建图书馆创新创业微服务平

台

随着互联网+大环境的推动，高校图书馆微服务

模式成为创新创业工作中重要的构成环节。创新创业

教育是当今高校教育改革的一种新的模式和理念，而

高校图书馆可以通过微服务平台，构建个性化导读和

推送服务，增加互动环节。不断探索高校学生创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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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业教育是当今教育领域的重大改革措施之一，因此如何将高校图书馆的微服务模式依托于大学

生创新创业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针对目前高校师生读者的需求特点、图书馆创新创业微服务模式策略

及微服务发展的相关方法、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期提高高校图书馆的借阅和服务质量，为读者提供便利的

创新创业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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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理论与实践，在增强图书馆信息服务的专业性的

同时，不断提高图书馆的微服务功能。
当前手机、平板电脑的普及率不断提高，高校师

生可以通过这些设备方便快捷地获取需要的信息资

源。高校图书馆可以建立微服务平台，通过微信、微
博、QQ或者网站等途径以最快的速度，将最全面最有

效的创新创业信息传递给学生。为了让高校学生不断

提高创新创业的知识和理念，图书馆应多购置创新创

业方面的相关政策、理论和企业生产流程、成功案例

等书籍，并通过微服务平台发布最新购置书籍的信

息，方便师生迅速了解图书馆的馆藏信息。
高校图书馆同时也是学生上自习的重要场所，学

生习惯在图书馆学习讨论问题，但因为个别馆资源紧

张，往往存在自习占座的现象，而通过微服务平台可

以建立余座查询系统，学生通过平台就可以提前了解

图书馆空座情况，位置一旦被选，则会显示选中。方便

学生在线了解图书馆自习座位的数量和位置情况，给

学生的学习带来更大的便利条件。
（二）构建创业教育的个性化导读、推送服务

高校图书馆可以通过建立创新创业资源为主导

的资源服务支持，以微信、微博等微服务为平台，建立

符合需求的个性化导读和各种推送服务。例如针对创

业类读者，图书馆可以选择质量优秀且借阅量大的一

些创业类书籍，将其转成电子图书，在微信平台上进

行发布，学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有选择性、有针

对性地进行分章节阅读，这样既可以节省奔波于图书

馆途中的时间，也解决了纸质书籍借阅紧张的问题。
另外，通过微服务平台，可以为学生分门别类地推送

信息，根据不同层次、不同企业和不同结构等资源信

息进行整理，推送有借鉴意义的信息，并发送相关的

链接，也可以推送一些学生创业的成功案例以供参

考，鼓励更多的在校学生了解就业形势，提早为自己

的未来做规划。
当前各高校纷纷推出网络平台的阅读模式，通过

网络平台及时推送创新创业资源信息，适应了当前多

元化阅读的方式。高校师生通过图书馆微服务的平

台，不仅可以享受便捷的信息资源，还可以体现现代

化图书馆的人文服务。
（三）增加互动阅读微服务环节

互动阅读主要指读者之间的互动及读者和图书

管理员之间的互动。对于有意向进行创新创业方面的

学生，可以通过图书馆在线阅读平台了解、学习创新

创业知识，并将自己的学习体会心得在线交流，相互

切磋，互相鼓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迸发思想交流的

火花，给自己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另外，师生也可以

通过这个在线平台对图书馆的服务质量提出自己的

意见和建议，从而推动图书馆微服务水平的不断进

步。再者，图书馆也可以通过微服务平台收集师生关

于创新创业方面的论文，并且进行整理统计，根据师

生具体的需求购买新书，使图书馆的馆藏书不断满足

师生关于创新创业方面的要求。图书馆在这个阅读互

动交流的过程中不断提升服务水平，满足师生更多需

求。
三、高校图书馆共建微信公众平台发展建议

（一） 强化高校图书馆共建微信公众平台的推广

力度

随着当今网络时代的不断发展，各大高校都建立

了自己的微服务平台。因此各大高校如果充分利用高

校图书馆的微服务平台，不仅能确保在时空上拓展高

校图书馆的服务，而且高校师生不再因为地理环境和

有线网络局限而影响信息的交流，高校师生可以在任

何时间、地点实现信息交流。随着现代社会人们的阅

读方式越来越碎片化，人们零散的时间增多，如用坐

公交坐地铁的时间就可以进行阅读学习，所以各大高

校图书馆要不断加大微服务平台的建设力度，强化公

众平台的利用率，使得各大高校图书馆的资源能够优

化到最大，不断推动高校图书馆的服务。高校图书馆

可以通过校园的期刊或者官网加大对微信公众平台

的宣传力度，还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组织各大高校进行

有关创新创业培养的推广活动，通过活跃微信公众平

台，扩大各大高校微服务的用户范围。
（二） 深入挖掘高校图书馆共建微服务的互动功

能

前面分析了移动端带来的互动需求，在此，我们

要深入挖掘各大高校图书馆微服务平台的互动功能，

如智能问答型和人工问答型模式。绝大多数的微服务

平台已经开启了智能问答的功能，用户可以选取预先

设定的指令，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回复信息。目前由于

人工问答功能的模式需要投入的技术含量较高，并且

要投入较多的人力和资金，所以人工问答功能的微服

务平台设置得相对较少，目前仍然处在探索试验中。
我们在深入挖掘探究高校图书馆微服务平台互动功

能时，要多借鉴电子商务在微服务平台上的成功经

验，通过应用客服信息来开发接口，建立更加适合高

校图书馆在线信息资源服务的体系，保证高校信息的

沟通畅通无阻碍，为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做好支撑服

务。
（三） 提升高校图书馆共建微服务平台个性化服

务水平

各大高校的师生通过微服务平台可以便捷地获

得图书借阅和信息资源的功能，但是高校图书馆微服

务功能不能仅限于此，还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规

则，将不同用户划分成不同类型的小组，针对不同需

求的小组推送有针对性的信息资源。另外，高校图书

馆也可以在确保用户信息安全的同时，构建用户信息

需求的数据分析模型，精细划分用户，进行合理分类，

及时推送需求的信息，真正实现精细化个性服务。
（四）建立大学生创业信息保障系统，培养创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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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Micro- Service Mode of University Library Based on Innovation and Start- up Ability
LIU Jing,CHE Ying,HE Yuan

(Library,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major reform measure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and how the

university library's service mode based on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undertaking developmen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iming at the dem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ader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day entrepreneurship
micro service mode and library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icro service were
studied,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brary and the service of university library,and convenience for students new
business information resources.

Key word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university library;micro service

人才

目前看来，高校的就业创业指导部门和高校图书

馆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没有形成互相补充的局面。
就业创业指导部门没有利用高校图书馆在信息资源

和信息服务中的优势，而高校图书馆自身拥有的强大

的信息资源也没有将信息及时反馈给就业创业指导

部门，都各自为战，互不补充。所以在目前信息化的今

天，要想做好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就必须建立

学生为主体的，就业指导部门和图书馆相互配合、信
息共享的保障体系。具体做法如下：①就业指导部门

根据当前的就业形势，筛选和评估图书馆提供的重要

信息资源，在高校就业网站上发布真实有效的信息。
②在图书馆微服务平台建立就业创业服务专栏，与就

业指导部门相互配合，在技术上能够与就业指导部门

的就业网站相互链接，既可以作为信息资源也可以作

为就业指导部门的一个重要部分。③大学就业创业指

导部门仍然作为学生主要了解就业形势的主要渠道，

在做好咨询服务指导工作的同时，与图书馆合作开展

一些关于就业创业的活动和讲座，比如创新创业讲

堂、创业技能大赛等。因此，建立大学生就业保障系

统，不仅能够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提高学生就业创

业的素质，也为创业型大学培养创业型人才培养打下

良好的基础。
（五）加强图书馆员能力建设，提升服务于创业型

大学的水平

随着当今网络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图书馆不

能仅依靠先进的技术设备，还要依靠拥有专业知识、
知识渊博的复合型图书馆人才。高校图书馆员不仅要

有扎实的图书馆学、信息学、情报学等专业知识，还要

懂得如何从海量的信息里提炼、分析、整理、加工，或

者成为某一方面的咨询专业人才，可以深入科研活动

中。高校图书馆员的能力建设是高校图书馆微服务功

能拓展的基础，是高校图书馆基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探索的保障，有利于更好地服务高校师生。所以在创

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创业型大学里，要不断提高图书馆

员的职业素养和综合素质水平，充分调动图书馆员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自身素质建设的提高，使高校

图书馆真正成为学生就业创业培养的基地，为学生走

向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结语

近年来，随着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我国教育体

制改革势在必行，只有不断提高高校创新创业能力培

养水平才能较好地缓解学生就业困难问题。在互联网

+时代背景下，高校图书馆作为资源和信息中心，可以

通过微服务模式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体

系不断完善，阅读模式不断优化，学生获取信息的途

径和手段越来越便捷。所以高校图书馆微服务模式作

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优质平台，仍然需要不断

验证和探索，是高校图书馆目前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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