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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技术环境、资源环境、服务环境等层次构建了移动学习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学习支持服务
模型，探讨了目前高校图书馆在移动学习环境下开展学习支持服务的实现方式，包括移动图书馆服务、
电子教参资源移动阅读服务、移动信息服务等，同时提出教学资源进一步整合和重构、开发移动网络学
习平台、统一格式与标准等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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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移动学习是在电子化学习的基础上通过移动
计算设备的帮助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的
学习。移动学习因其不受时间不受地点不受手持设
备的限制，还具有以下特点：其一，移动学习可以满
足大学生随时随地的学习需求， 可以支持学生的片
断式学习；其二，移动学习以其学习情境化、学习方
式交互化的特点，实现以学习者为主体的学习，大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得到提高；其三，移动学习可以根据
学生的需求和学习的特点进行资源推送， 实现个性
化服务。 因此也越来越受到高校学生的喜爱。
大学图书馆的学习支持服务主要是根据学校
的学科专业设置及课程安排等提供文献资源，并提
供参考咨询等信息服务。移动学习环境下因为移动
学习具有自主性、泛在性、交互性的特点，而图书馆
传统的学习支持服务因受资源、技术、服务等的局
限，必然要对已有的功能进行改善和拓展。 笔者试
图从服务模型构建和服务模式探索角度来探讨移
动学习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学习支持服务。
二、移动学习环境下图书馆学习支持服务的模
型构建

移动学习的实现需具备三个组成部分： 移动设
备终端（如手机、ipad、电子阅读器）、移动资源、移动
服务。 为了实现移动学习，图书馆需要在技术上、资
源上、服务上提供支持，在技术上解决无线环境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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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平台架构问题， 在资源上解决学生片断式移动学
习资源问题， 在服务上提供移动环境下的信息服务
与个性化服务。 笔者建立模型图如下（见图 1）。

图 1 移动学习环境下图书馆学习支持服务的模型图
（一）学习支持服务技术环境
图书馆在移动学习环境下图书馆提供学习支
持服务，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技术上的支持和保障，
主要是学习平台架构。该学习平台的架构要考虑到
管理员对平台的后台管理以及用户 （包括图书馆
员、教师和学生）对平台的使用，包括资源利用、用
户交流、个性化服务等功能的实现。
学习平台的架构分为四层，采用模块化系统设
计，包括应用层、网络层、业务逻辑层、存储层四层
（见图 2）。 应用层为大学生、教师、图书馆员提供了
不同的用户界面， 学习者可以通过移动终端如手
机、PAD、笔记本电脑等进行在线学习，教师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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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应用层与学生进行信息交流，图书馆员可以在应
用层为大学生开展信息服务和系统的管理与维护；
网络层为各类移动终端接入学习系统提供有线或
者无线数据通信的网络支持；业务逻辑层是用来处
理应用层的请求， 对应用层的请求进行数据处理，
再将结果进行返回，具体包括在线学习、信息服务、
信息交流等模块；存储层负责为系统提供各种资源
以及系统交互过程中的各种存储数据，包括学习资
源库、知识管理库、信息交流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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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服务环境构建就是要能够提供个性化服务，
在移动学习终端中， 图书馆除了资源的提供外，还
可提供诸如信息素养教育、“我的图书馆”、 资源导
航、培训介绍等内容。 这样移动学习的用户可以根
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制所需要的资源和服务。 另外，
在业务逻辑层的学习管理、信息交流等模块还能够
建立各种特色的交流群和讨论组，为用户解决在图
书馆服务中遇到的问题，还可以针对一些热点问题
展开讨论，进行交流。
三、移动学习环境下图书馆学习支持服务的实
现方式

图 2 学习平台的架构
（二）学习支持服务资源环境
资源的组织与提供是图书馆在传统的教学环
境中的服务职责。 在移动学习环境下，馆藏资源经
过图书馆的筛选、鉴别和加工更是成为移动学习中
教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电子图书、数据库、电
子教学参考书等。 但因为移动学习的片断性、随时
性和自主性，学习资源的设计除了传统的图书馆的
馆藏资源外，还要充分考虑到移动学习的特点。
移动学习由于人的阅读习惯以及受外界干扰
的影响，从而分割成一个一个的学习片断。 有研究
表明，移动环境下学习者的注意力时间为 5~10 分
钟， 如何让学习者在片断的时间内完成学习内容，
訛
资源管理者们设计出片断式移动学习资源。 譹
片断
式移动学习资源因考虑到学习者的阅读习惯和移
动学习的特点，尽可能地做到简短有效、概况性强
和信息量小而精。如在图书馆移动服务中的手机图
书馆中的手机阅读服务、RSS 定题推送服务、 移动
参考咨询服务、个性化交流互动服务中都可以考虑
使用适合移动学习的片断式移动学习资源。 另外，
新兴的慕课资源也是适应移动学习的特点应运而
生。
（三）学习支持服务服务环境
移动学习终端作为一种无线通信媒介，其服务
环境要能够让用户有随时随地的可取性。教学支持

（一）移动图书馆服务
移动图书馆是最常见的一种移动学习环境下
的学习方式。随着无线网络覆盖范围的广泛和智能
手机的普及，移动图书馆由于其便捷性、互动性、随
时性、随地性越来越受到学生的欢迎，学生只要下
载移动图书馆客户端即可访问使用。人们可以通过
移动图书馆获取图书馆的电子资源，也可以通过个
性化定制获得信息服务。由北京大学王波等主编的
《2011 年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 中提到，2011 年图
书馆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加快推广， 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图书馆带头推出移动数字图书馆系统。 在
《2014 年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中》中指出全国普通
高校图书馆均已装备各种数字化、网络化设施。 解
金兰于 2012 年对中国大学排行榜中前 22 所高校
的图书馆作为调查对象，调查结果显示设有移动图
訛
书馆的高校共 16 所， 占比 73%。 譺
魏群义在以
“
985”高校和省级公共图书馆为调研对象对移动图
书馆现状进行研究后指出，移动图书馆的服务模式
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 SMS，即手机短消息服务，
主要以短信的方式为读者提供图书馆资源和服务；
二是 WAP 网站服务，主要是以图书馆网站的形式
提供资源和服务；三是客户端服务，主要是通过客
户端形式为学习者提供资源和服务。服务内容也由
简单的短信通知发展到数字资源查询，再发展到如
訛
今的在线阅读和个性化服务。 譻
清华大学图书馆是国内开展得比较早的移动
图书馆之一，其服务形式包括短信服务、彩信服务、
WAP 服务、客户端应用、音视频服务等。 服务内容
包括移动阅读、馆藏查询、个人借阅信息查询，预约
续借服务、数据库检索、通知公告、音频视频访问、
定时接收图书馆推送信息等。

譹杜俊：《基于 Android 平台成人移动虚拟学习社区的设计与研究》，《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 年第
訛
4 期。
訛解金兰等：《手机图书馆在我国重点高校中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情报理论与实践》2013 年第 1 期，第
譺
94-97 页。
訛魏群义等：《国内移动图书馆应用与发展现状研究——
譻
—以
“
985”高校和省级公共图书馆为调研对象》，
《图书馆》2013 年第 1 期，第 114-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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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子教参资源移动阅读服务
电子教参资源包括课程课件、 教学视频音频，
电子教材教参、学科导航、试题、电子教案等，是高
校学生学习必不可少的学习资源。各高校图书馆均
提供有不同程度的教学参考资源的服务，有的建有
专门的教学参考信息库，有的将电子教参资源链接
到网络学习平台提供服务。 在移动学习环境下，图
书馆将电子教参资源装进移动阅读器中，包括学习
平台和学习资源，学生可以在线下载，离线学习。这
样， 在没有网络覆盖的环境下也可以自主学习，真
正做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进行学习。
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与教务处、网络信息中
心共同推出
“
智慧泛在课堂”，将图书、论文、开放课
件、多媒体资源等电子教参资源嵌入到学校的教学
信息服务网中， 意在推进教学参考资源的电子化、
移动化，使得学生可以通过 PC、Pad、智能手机等各
类终端，无缝链接地一站式获取电子教参资源。
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开展“数字阅读”服务，免
费向学生提供 ipodtouch。 这种可携式移动阅读终
端， 可以让学生们使用电子终端随地获取学习资
源， 例如访问图书馆网站查询各类教材和教参资
料，观看其他学校公开课的视频，从而实现了将学
习资料装进
“口袋”里，让学生体验到移动学习的乐
趣。
重庆大学图书馆为学生提供移动学习本，移动
学习本是图书馆结合海量的电子教学参考资源打
造的一款智能移动终端产品， 学生可以通过 WIFI
方式实现无线上网功能，能够满足学生随时随地的
移动学习需求。
（三）移动信息服务
在移动环境下图书馆教学支持服务的实现除
了教学资源上的支持外， 还有移动信息服务的实
现，这其中包含移动信息素养教育、RSS 服务等。
移动信息素养教育可以让信息素养教育融入
教学过程和嵌入手机等移动设备。移动学习让学习
者利用零散时间学习，同样，移动信息素养教育也
可以发生在学习者任何需要数据库使用等相关知
识介绍时候。移动信息素养教育的开展可以有以下
几种方式：一是制作移动信息素养网站。 网络信息
素养教育平台是高校图书馆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的
重要阵地， 可以参照现有的网络信息教育平台，根
据手机访问专用 WAP 网站的规范及要求，制作专
訛
用于手机浏览的信息素养教育网站。 譹
如英国开放
大学为给用户提供手机专用的信息素养教育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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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本建设的 Safari 网络信息素养教育平台上与
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共同制作了 MobileSafari，
包括如何评价与选择信息、组织信息、管理信息、有
訛
效管理信息等四个模块。 譺
二是利用移动设备终端
的音频、视频指南的下载供读者使用。 图书馆将信
息素养教育的内容分为若干专题，并提供音视频技
术的下载。读者可以下载到智能手机上进行移动学
习。 三是将信息素养教育嵌入用户计算机网络空
间。 可以将信息素养培训嵌入个人数字图书馆、院
系网站、学科主页、社交网站、BBS、即时通讯工具
訛
等网络环境中来开展移动信息素养教育服务。 譻
RSS 服务能直接将最新的信息及时主动地推
送到读者的移动设备终端或在线 RSS 阅读器，使
读者能够通过 RSS 服务能获得其所定制的最新的
内容。移动学习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可以根据学生
的需求和学习的特点进行定题推送资源，实现个性
化服务。 而通过 RSS 服务则能够满足读者个性服
务的学习要求，利用 RSS 技术，读者可根据自身的
学习行为、学习内容、学习习惯、学科特点，轻松预
定所需要的最新资料和资源，RSS 服务根据读者的
定制直接将最新的信息资源主动推送到移动终端
上， 使读者直接通过移动设备就能得到最新的内
容。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离线 RSS 阅读可以用“
看
天下”，GreatNews 等阅读器，在线 RSS 订阅平台有
GoogleReader、鲜果、有道阅读、抓虾等。
四、移动环境下图书馆学习支持服务的发展策
略

图书馆在教学资源、信息服务上都给移动环境
下的学习提供了支持服务，但由于移动支持服务的
标准问题、文本格式问题、版权问题等，在教学资源
的资源整合、移动网络学习平台开发、标准统一方
面还有待于发展。
（一）教学资源进一步整合和重构
移动环境下图书馆学习支持服务最首要的任
务是提供资源，但图书馆由于资源较为分散，有不
同类型的文献资源， 且相比互联网上的海量的资
源，由于一些技术原因，有一些网络资源还无法在
移动终端上进行获取。图书馆可以根据移动学习的
特点，将图书馆的资源整合成一站式检索，符合移
动学习者方便的要求；其次，图书馆可以电子文本
内容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增加音频、视频资源的提
供，以提高移动学习者学习的兴趣；另外，图书馆可
以根据移动学习者的需求对一些文献进行加工提
炼，使得其短小有效，符合移动学习者的要求；除此

譹杨宝华，韩宇：《手机应用于大学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研究》，《图书馆建设》2012 年第 3 期，第 85-87 页。
訛
訛英国开放大学 MobileSafari.[2013-08-10].http://digilab.open.ac.uk/testarea/mobileSafari/index.php.
譺
訛赵丽华：《高校图书馆移动信息素养教育》，《图书馆学刊》2012 年第 2 期，第 59-61 页。
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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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图书馆还可以对教学资源进行重构，如将教学
资源转换成 mp3、mp4 等格式，以简洁的文本、简短
的视频等方式满足移动学习的需求。让学习者可以
自由选择适合移动学习的内容，既可以片断式地学
习，又可以系统地学习。
（二）开发移动网络学习平台
很多高校都有供师生教学之用的网络学习平
台，图书馆为满足读者的学习需要，在网络学习平
台中都会嵌入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随着学习者对
移动学习方式的需求，基于有线网络和 PC 机的网
络学习平台已不能满足移动学习的需要。而移动网
络学习平台首先要能够支持便携移动设备的访问，
能借助前沿的通信网络与手持设备无缝接入，达到
学习效果的最优化；其次要能够提供快速便捷的查
询、检索和编辑；再次其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学习者
不仅仅是学习资源的受益者，也是学习资源的提供
者，学习者可以通过移动设备访问学习资源，也可
訛
以通过 WIKI、SNS、Podcasting 等来发布信息资源。 譹
在移动网络学习平台中，图书馆可以嵌入自己的资
源和服务，使得图书馆真正与移动学习主动地结合
起来，而不是读者被动地去进行选择性的阅读或学
习。
（三）统一格式与标准
移动环境下图书馆的学习资源由于数据来源
的不同，各有不同的访问平台和格式，这对学习者
造成很大的困扰和不便。如在手机上访问超星公司
的电子图书需要安装超星客户端， 而网易阅读和
IREADER 又有其各自的阅读平台。 使用的格式也
不尽相同，中国知网用 CAJ 和 PDF 格式，超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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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PNG 格式，而且出于各自资源保护的目的，这些
格式之间往往很难相互转化，这给使用者在访问时
带来很大的不便。 另外，由于版权问题，图书馆在推
出数据库的移动访问时也是十分谨慎的。 数据库商
在与图书馆签订合同时都会严格限制用户的使用范
围，比如说应是在校园网范围内使用，但若图书馆提
供移动学习访问数据库资源必然是脱离图书馆物理
环境的。 所以，即便高校购买了一些数据库，但却不
能将之提供移动访问， 而是由数据库单独提供移动
访问，如 IEEE、MEDLINE、JSTOR 等。
为使电子资源能够更便捷地为移动用户所访
问，相关部门需要尽快出台有关电子资源格式和相
互转化的标准，以及出台专门的技术标准对移动资
源的内容进行数字资源版权保护，从而能够满足数
字资源合法使用范围内的可复制性和可网络传播
性。
五、结语

移动学习实现了“Anyone(任何人)、Anytime（任
何时间）、Anywhere （任何地点）、Anystyle （任何方
式）” 下自主地学习， 被认为是一种全新的学习模
式。 随着学生移动设备的日益增多，高校图书馆必
然要在这种新环境下思考如何将自己的资源服务
和信息服务嵌入到学习者的移动设备中去。 目前，
移动图书馆是图书馆学习支持服务中使用较多的
一种形式，提供的服务也是以资源提供为主。未来，
随着资源的进一步整合和重构、移动网络学习平台
的开发与完善、版权与格式等标准的统一，图书馆
一定会为移动学习者提供更丰富的、全方位的学习
支持服务。

Research on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 of academic libraries under mmobile learning environment
LI Chen
Abstr 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model of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 of academic libraries under
mobile learning environment from technical environment,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service environment.
Then,the paper discusses how to carry o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s include mobile
library services, electronic teaching reference resource mobile reading service and mobile information
services etc. and proposes development strategy such as further integ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development of mobile e-learning platform and uniform format and standards.
Key words: mobile learning； mmobile learning environment； academic； library；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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