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海南图书馆事业发展研究”（１９ＢＴＱ０１５）和海南省教育厅课题“海南省高校图书馆十四五规划研究”

（ＨＮＪＧ２０２１－２１）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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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文献信息资源建设评价范式研究

———以海南省高校图书馆专项评估方案为例

●王小会　（海南大学　海口　５７０２２８）

［摘　要］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内涵不断拓展变化。本研究基于“３Ｅ”绩效评价理
论，探讨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绩效评价概念模型，进而解析《海南省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审核评估方

案》。该评估方案将软系统方法论（ＳＳＭ）运用于框架搭建、绩效指标选取、指标内涵界定等环节。方案的实
施对海南省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的走向产生了显见的导向与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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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为了全面审视高校图书馆对“双一流”
建设的支撑能力，海南省教育厅决定开展全省高校

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专项评估。为此，组织课题组依

据国内外评价领域前沿理论以及图书馆业态变化走

向编制了《海南省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审核评

估方案》（以下简称《评估方案》）。本文就《评估方

案》编制与实施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１　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评价模型探讨
１．１　资源建设转型与评价范式的适用性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
图书馆及其资源建设面临深刻变革。２０１５年，
ＯＣＬＣ重新定义了图书馆资源建设范围与边界，遂
使“现代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是自有资源、网络资

源、共享资源、开放资源等充分融合的多元化的资源

体系”的观念成为业界广泛共识［１］。与此同时，肖

希明教授提出了“资源建设的立足点应放在‘资源

供应能力建设’上”［２］。因此，各馆的资源供应能力

建设应围绕基于学科建设需求的资源构成优化（学

科化、特色化、多元化）以及资源利用效能提升等予

以展开。而依据其建设成效，对其资源提供能力予

以科学评价则非绩效评价机制莫属。

１．２　国际公共服务领域确立３Ｅ／４Ｅ绩效评价理论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英国和美国政府为应对经

济全球化引发的财政危机在公共部门寻求变革，由

此产生新公共管理理论。１９９５年，美国学者芬维克
提出了３Ｅ理论作为政府绩效评价准则，得到广泛
的应用后取代了传统的行业评价指标体系。３Ｅ即
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经济性指以最低的可能

成本采购与供应维持一定服务品质的公共服务，其

关注点是投入数量，而非产出与服务品质。效率性

指投入与产出之比，通常包括服务与活动的单位成

本。有效性指组织实现使命和目标的程度，关注的

重点是目标和结果。１９９７年，美国学者福林基于公
共服务的公平原则，提出增加公平性维度。此后，

３Ｅ／４Ｅ评估理论成为国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领域
里最为流行的评估体系之一。如英国国家医疗健康

系统，强调长期保持医疗健康系统在政策目标的引

导下取得最优［３］。美国人力资源管理通过员工和

团队来有效完成组织目标和使命［４］。这一评估理

论的应用成效与影响力引起了国内相关领域学者的

关注。

１．３　国内图情界基于３Ｅ／４Ｅ理论评价体系的探索
近年来，国内学者纷纷将３Ｅ理论引入公共组

织评价理论的讨论，且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

科研机构［５］、环保专项［６］、公益工程项目［７］、海关管

理［８］等相关案例。与此同时，相关主题讨论也进入

国内图书馆界同仁的视野。其中，柯平、刘晓英的两

篇文章值得关注。２０１６年，刘晓英在《基于“３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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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图书馆绩效评价研究》一文中阐明：３Ｅ理论能
够从整体上和宏观上整合现有图书馆绩效评价的理

论、方法、指标和模型，使图书馆绩效评价研究和实

践建立在更为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同时将图书馆

系统分为资源、服务和效果三个核心要素，并设计了

相关评价模型、指标和方法［９］。同年，柯平在《公共

图书馆服务绩效评估模型探索》一文提出基于３Ｅ／
４Ｅ理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和公平性，将公共
图书馆服务绩效评估划分为从政府投入、图书馆内

部效率及社会大众外部满意三个维度展开评价的概

念模型；旨在为２０１７年开展的全国公共图书馆第六
次评估提供理论参照［１０］。但实际运行中，“在评估

标准设计上，鉴于公共图书馆缺乏绩效意识的现实，

绩效指标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这正是‘后评估

时代’的评估标准应当予以解决的问题”［１１］。柯平

等阐释了３Ｅ理论对于图书馆绩效评价的适用性，
并构建了各自的理论概念模型。上述讨论为我们后

续展开的图书馆绩效评价理论与实务研究，提供了

新的思维向度与逻辑起点。

２　基于３Ｅ理论的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评价模型
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可界定为外部投入与内部

运营两大板块。外部投入可表征为条件建设，即各

高校对文献资源建设的投入。而内部运营则涵盖信

息资源组织与管理等诸多环节，包括资源构成、服务

效益等相关模块。就３Ｅ理念为主导的高校图书馆
资源建设评价模型而言，所谓经济性评价主要关注

经费投入、文献资源数量、质量（构成与内容），通过

建设条件、资源构成两个模块予以评价；而效率性主

要关注各类资源利用成效等指标，以服务效益（含

利用成本）模块予以评价。有效性则主要关注各馆

资源提供能力建设的发展走向，考量其相对于预设

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影响力。后者需通过管理以及

有关影响力的模块予以评价。综上所述，以３Ｅ绩
效评价理念为主导的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评价

概念模型如图１所示。
３　《海南省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审核评估方
案》解析

基于前述绩效评价概念模型以及教育部审核评

估理念，课题组编制了《海南省高校图书馆文献资

源建设审核评估方案》。该方案沿用教育部审核评

估框架体系。审核范围设置为项目、要素、要点与

说明。审核项目为建设条件、资源构成、服务效益、

科学管理和特色发展，其中特色发展为可选项目，设

有９个要素及２９个要点［１２］。同时，基于审核评估

图１　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评价概念模型框图

基本原则，以自我评价为主，不做横向比较，故不设

分值与权重。《评估方案》要目如表１所示。
３．１　经济性评价

经济性评价旨在考察外部投入状况的建设条件

包括经费保障和馆藏资源２个要素。经费保障考量
经费投入状况，核心要点是资源建设经费占学校教

育事业经费的比例。馆藏资源包含生均图书册数和

生均年购书量两个要点，这也是各类常规评估考察

资源状况的两个基本指标。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

《关于做好２０１７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补充通知》
（以下简称《补充通知》）精神［１３］，数字资源可计入

馆藏资源总量，但可计算的数字资源不能超过总数

的４０％。资源统计口径的这一变化适应了业界变
化趋向，更为科学合理。

资源构成通过数量与经费结构展开。数量根据

《补充通知》精神，对数字文献计量采用电子图书、

电子期刊、学位论文、音视频等四大类别进行统计。

采用新的分类方法能更准确、更清晰地反映各高校

馆数字资源供应能力的优势与不足。该要素通过纸

质文献、数字资源、特色资源、共享资源、ＯＡ资源等
５个要点考量资源构成及资源内容优化（学科化、特
色化与多元化）程度。就资源内容特色化与多元化

而言，考察重点是特色资源，包括纸质特色文献馆藏

量与学科化自建数字资源———专题资源库、机构知

识库、ＯＡ资源存量与更新等。其中，机构知识库年
度更新量意在考察基于机构知识库平台的各高校结

构化数据以及以科学数据为主导的非结构性数据采

集与更新状况。

在一般评估体系中，资源构成考察均通过数量

和结构两类指标来完成。而结构考察通常是通过对

存量资源进行分类统计、分析得以实现的。为了突

出反映资源构成优化状况，该方案设置了经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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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源结构的考察内容。此要点通过时间结构

（当年新版书经费占比）、专业／学科结构（专业／学
科图书经费占比）、馆配商结构（核心出版社图书经

费占比）、类型结构（不同类型文献经费占比）、载体

结构（数字资源经费占比）、文种结构（外文文献经

费占比）等六个尺度审视资源购置经费投向偏好，

进而考量资源购置经费投向对该馆资源体系的专

业／学科结构、等级结构、载体结构优化的推动作用。
此外，为使新增资源品质显性化，特别设置了一种新

的考量尺度———核心出版社购书经费占比。

表１　《评估方案》要目

项目 要素 要点与说明

１、建设条件

１．１经费保障 （１）经费：资源购置费占学校教育事业经费的比例；（２）经费使用状况。

１．２馆藏资源
（１）生均年进书量；（２）生均馆藏量。数字资源等可计算在内，但纸质图书不低

于６０％。

２、资源构成

２．１数量

（１）中、外文纸质图书／期刊；（２）中、外文电子图书／期刊／学位论文／音视频；（３）特色

文献资源（馆藏特色纸质资源种类与数量，自建特色资源库数据年度更新量，机构知

识库数据年度更新量）；（４）协作共建；（５）学科化的ＯＡ资源建设。

２．２经费结构
（１）时间结构；（２）专业（学科）结构；（３）馆配商结构；（４）类型结构；（５）载体结构；

（６）文种结构。

３、服务效益

３．１纸质资源 （１）外借量；（２）借阅率；（３）零借阅率。

３．２数字资源

（１）各类资源生均阅览／下载量；（２）音视频生均点播量；（３）年均利用成本：电子图书

（元／册次）、期刊数据库（元／册次）、学位论文数据库（元／册次）、音视频点播（元／

次）。

３．３共享资源
（１）文献下载；（２）文献传递（省数图平台以及 ＮＳＴＬ、ＣＡＬＩＳ、ＣＡＳＨＬ等文献传递请

求量）；（３）馆际互借。

４、科学管理

４．１制度体系 （１）政策与规划；（２）制度与监控：建立资源建设制度体系；形成资源建设监控机制。

４．２业务评价
（１）采访调研与团队；（２）资源推送与用户沟通；（３）数据填报与分析：文献采集统计／

文献使用效益分析以及事实数据分析年度报告。

５、特色发展 本馆特有的创新项目，成效显著，有一定社会影响力。

３．２　效率性评价
效率性评价通过项目———服务效益予以实现。

服务效益是考量资源建设及其资源构成优化成效的

主要依据。故该方案将服务效益设置为权重最大的

项目，包括纸质、数字与共享资源的服务效益三要

素、九个要点，以此凸显效率性评价的优先地位。其

特点主要为：其一，依据国际图书馆评估体系主流趋

势，主要指标均来自 ＩＳＯ１１６２０：２０１４图书馆绩效指
标中新增的６个相关指标［１４］。其二，设置了数字资

源年均利用成本，即核定每种数字资源的单位使用

成本，从而为文献资源构成评价与优化提供最直观

的依据。其三，共享资源利用不仅考量省域资源共

享状况，同时考察利用 ＮＳＴＬ、ＣＡＬＩＳ等系统共享信
息资源状况，而后者的使用状况则是各馆为“双一

流”建设服务成效的重要维度。

３．３　有效性评价
有效性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户的体验和

感知，它属于软系统方法论 （ＳＳＭ）框架下的软问
题，即 “它不直接导致问题的解决，而是导致问题

情景的改善与新的学习”［１５］，亦是一种循环递进模

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发现新问题的方式

……是一种通过找到痛点，并予以改善的循环递进

的评价机制。因而需设置囊括制度设计、监控机制、

定期综合分析等相关内容的科学管理模块。科学管

理模块包括制度体系与业务评价两个要素。制度体

系注重中间过程效果以及持续改善。而中间过程效

果将决定能否形成过程控制机制———完善的制度体

系，以及自我调适与持续改善的能力。业务评价的

核心要点为数据填报与分析。其首先考察与经济性

评价相关的文献采集统计分析以及效率性评价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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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使用效益分析，进而考察有关整体有效性的

自我评价———文献资源建设事实数据分析年度

报告。

与此同时，基于软系统方法论对于成长性与持

续改善的关注，增设了凸显“双一流”建设环境下高

校馆文献资源建设核心元素———特色发展模块。重

点关注以非结构化数据形式呈现的各类资源，以反

映和评价其持续变化态势及其社会影响力。由于海

南省各类高校资源建设整体状况不同，故列为可选

项目。各馆申报后在评估考察过程中予以认定。

４　专项评估推动了海南省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
设与服务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海南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海
南省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审核评估情况的通

报》（此前依据下发的《评估方案 》组织了专项评

估）。总体上看，《评估方案》吸纳了国内外业界相

关评价理论新理念，从概念框架、体例到评价内容及

方式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４．１　《评估方案》凸显绩效／审核评估真髓
基于自我评估、自我检验、自我改进为主的主体

性原则，引导各馆自身纵向比较；通过经济性、效率

性、有效性三个维度对各馆提供以“资源提供能力”

提升为主导的资源建设体系的评价。

４．２　《评估方案》的指标设置具有本区域特色
电子资源类型分四类进行统计；纸质与电子资

源的比例明确比重；通过经费结构的六种尺度考量

各馆资源构成的优化进程；以成本／效益量化评价开
展投入／产出的统计分析；资源构成中注重特色资源
的收集整理。以上均为资源提供能力，并对资源构

成的优化发挥导向作用。

４．３　《评估方案》的实施对于“十三五”后期高校馆
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海南省高校馆“十三五”文献资源建设取得预

期成效，为“十四五”全省文献资源建设的转型升级

奠定了基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评估方案》的

实施。

（１）文献购置经费稳步提高，文献入藏总量明
显增长。仅纸质资源而言，全省高校馆“十三五”末

期总馆藏量比“十二五”末期增长２５％以上。其中，
“双一流”建设高校海南大学图书馆投入与馆藏量

有明显增长，其它主要本科高校馆也有稳步增长。

与此同时，《评估方案》注重特色发展推动海南大学

图书馆更路簿收集、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图书馆南海

文化信息库等数字资源库建设。

（２）提升文献资源使用效益。《评估方案》的成
本／效益量化评价使各馆看到自身资源建设的短板
与不足。各高校馆除了继续开展前期的官网、官微、

移动图书馆、手机ＡＰＰ等新媒体开展线上线下多线
程一体化服务外，开始注重加强信息素养教育。在

前期海南大学图书馆、海南医学院图书馆等骨干本

科馆实现了学生信息素质教育的全覆盖示范作用之

下，２０２０年１０月海南高校图工委统计显示：海南健
康管理职业学院馆、南海佛学院馆等也面向全校开

课；海南经济贸易管理学院、海南软件职业学院、三

亚航空职业学院等图书馆也开展了教学活动。上述

种种体现了数字资源利用率的明显提升。

（３）资源构成优化推动服务品质提升。此次专
项评估加快了各馆资源构成优化进程，遂使海南大

学图书馆、海南医学院图书馆开展学科化知识服务

取得显著成效。如海南大学完成基于 Ｉｎｃｉｔｅｓ和 ＥＳＩ
的学校科研产出分析报告、重点学科对标分析以及

学科定位分析，三亚大学图书馆完成基于 ＣＮＫＩ教
师科研绩效分析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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