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重点课题项目“面向大学生‘双创’的高校图书馆数字人文教育服务机制研究”（２０Ａ４９６）、湖南省社科规划项目

“大数据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机构知识库科学数据管理服务”（１８ＹＢＡ４０３）和湖南省图书馆学会项目“大数据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机构知识库研

究”（ＸＨＹＢ１０４０）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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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知识经济时代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
知识的生产、创新成为了人们当前的主要活动，知识

创造财富，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流，知识产权也成

为重要的社会资源。２０２０年１１月，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Ｉ
ＰＯ）、发展与知识产权委员会（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ＤＩＰ）第二十五届
会议表示，鼓励创新和创造，保护各方知识产权权

益，形成有效的知识产权制度［１］。同年，中共中央

就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二

三五年远景目标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

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以创新驱动发展，完善国家创新

体系，建设科技强国［２］。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我国国家
知识产权局、教育部先后遴选出两批高校国家知识

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和一批２０２０年度国家知识产权
试点示范高校。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０日）时强调，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

护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

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３］。以上充分体现了

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以及培育高校学生

对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意识的重视。在高校图书馆

积累的优质信息素养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在专业化

的知识领导和技术指导下，为大学生提供高质量的

知识产权素养教育成为了当前高校图书馆工作的

重心。

１　高校图书馆开展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势在必行
知识产权战略是高等学校的一个重要发展战

略，高等学校是产生和传播知识的重要场所，是知识

产权的创造、管理、实施和保护的重要主体［４］。图

书馆是高等学校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重要部门，且

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均依托于高校图书

馆，开展知识产权信息素养教育与培训，宣讲普及知

识产权知识及技能等已成为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中心的主要工作之一。

知识产权素养教育与信息素养教育和数据素养

教育不同，信息素养教育侧重于在信息生态社会中，

突出信息的工具性，培养学生信息获取、鉴别和融合

利用的能力［５］；数据素养教育培养学生对数据的发

现、收集、分析、共享和保存的能力［６］，帮助学生解

决数据在利用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而知识产权素

养教育内涵丰富，包括知识产权的基础知识和基本

法律法规的教育、专利素养的教育、版权素养的教育

等。知识产权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法律法规的教育能

够让学生保护自身知识产权和合法权益并规避侵犯

他人权益的行为；版权素养的教育能够培养学生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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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受版权保护的材料，依法获取作品许可，不参与版

权剽窃的行为［７］；专利素养教育能培养学生利用各

类国内外专利数据库进行专利数据检索，挖掘专利

中蕴藏的有效信息。因此，识别、检索与利用是知识

产权素养教育的三要素，具体为培育学生在日常生

活和学习中准确识别知识产权相关事物，对知识产

权相关数据资源进行检索、收集、归纳和整理后，充

分利用其中的有效信息，来服务于自身的生活与

学习。

２　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实践现状
本文选取２０２０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教育

部认定的３０所“国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和以 ＷＩ
ＰＯ发布的《２０２０年全球创新指数（ＧＩＩ）》中创新指
数排名前三的国家———瑞士、瑞典和美国，并结合

２０２１年 ＱＳ世界大学排名前１００的高校，确定瑞士
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和苏黎

世大学，瑞典的隆德大学和瑞典皇家理工学院以及

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芝加

哥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共１０所国外高校，以其图书馆
作为调查对象，采用文献调研和网络调研的方式，调

查时间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２．１　中国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实践现状

（１）中国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形式。
从调研的３０所中国高校图书馆开展知识产权素养
教育的形式来看，除了包含知识产权素养相关内容

的信息素养教育的课程以外，主要还有讲座培训、慕

课、微视频、系列活动四种形式。具体信息通过其高

校图书馆主页收集统计得出，如表１所示。
讲座和培训是高校传统且通用的教育形式，主

要呈现出两种类型。一类是日常培训讲座，如北京

大学图书馆“一小时讲座”的《利用专利资源进行创

新性选题》［８］，通过对现有的专利资源进行检索与

分析，帮助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科研中开拓创新视野；

另一类是专题系列讲座，即针对某一专题进行分层

次、分类别的多次系列性的讲座。如重庆大学图书

馆的“知识产权一小时课堂培训系列讲座”，以专利

检索、专利分析、ＰＣＴ申请及审查和高价值专利筛选
四个主题开展培训［９］，给学生提供更加全面且系统

的知识产权知识，进而提升学生的知识产权素养。

慕课作为在线开放课程的主要形式，对学生知

识产权素养教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３０所
示范高校的调查中，主要以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和专

利的慕课为主，依托中国大学慕课 ＭＯＯＣ和学堂在
线等平台，进行知识产权素养教育的开展，如表２所

示。其次，部分高校制作知识产权为主题的微视频，

如表３所示。视频长度一般为２～５分钟，如华南理
工大学图书馆的“知识产权知多点”科普微课堂，教

程最为丰富，囊括了对知识产权的定义和分类、申请

专利的途径和注意事项、不能授予专利权的情况等

方面［１０］，配上卡通人物造型讲解，增加了视频的趣

味性。

表１　２０２０年度３０所国家知识产权示范
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形式

讲座

培训
慕课 微视频

系列

活动

北京大学图书馆 √ √

清华大学图书馆 √ √

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 √ √ √ √

天津大学图书馆 √

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 √

复旦大学图书馆 √ √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 √

同济大学图书馆 √ √ √

华东理工大学图书馆 √

南京大学图书馆 √ √

东南大学图书馆 √

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 √

江南大学图书馆 √ √

浙江大学图书馆 √

厦门大学图书馆 √

山东大学图书馆 √ √

武汉理工大学图书馆 √ √

中南大学图书馆 √ √ √

湖南大学图书馆 √ √

中山大学图书馆 √ √

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 √ √ √

重庆大学图书馆 √

四川大学图书馆 √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 √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 √

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 √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 √

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 √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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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部分国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知识产权
素养教育慕课课程

高校 课程名称 平台

清华大学 知识产权法律及实务 学堂在线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交专利信息 ———

同济大学 知识产权法 学堂在线

中南大学 知识产权法
中国大学慕课

ＭＯＯＣ

西安交通大学 知识产权法学
中国大学慕课

ＭＯＯＣ

山东大学

专利申请文件撰写技巧

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专利检索

与分析

腾讯视频

武汉理工大学 知识产权法学
中国大学慕课

ＭＯＯＣ

南京理工大学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
中国大学慕课

ＭＯＯＣ

表３　部分国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知识产权
素养教育微视频

高校图书馆 微视频名称 知识产权教育内容

北京交通大学

图书馆

“北交专利信息”微

科普

专利的定义、专利的公布

与公告、完整标识专利文

献等。

上海交通大学

图书馆

“思源微课”专利

系列

专利资源的查找、专利检

索入门等。

华南理工大学

图书馆

“知识产权知多点”

科普微课堂

知识产权的定义、分类、

申请专利的途径等。

　　除传统的教育形式以外，组织丰富多样的教育
活动，能够提高学生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同时，通过

现实的活动形式，可以拉近学生与教育主题之间的

距离，实现教育的目的。在已有的以知识产权为主

题的活动中，中南大学图书馆发起并举办的“湖南

省知识产权竞答赛”等一系列活动，对学生知识产

权素养的培育和提升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２）中国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内容。
在调研的３０所国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的知识产权
素养教育的具体内容来看，主要分为通识类知识产

权素养教育、实用类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和专业类知

识产权素养教育三个方面。通识类知识产权素养教

育是指让教育对象能够了解并理解知识产权相关的

基础性理论知识，并在日常生活中能注意到知识产

权相关的事物，培养知识产权意识，如专利、商标权、

著作权的基本知识、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和保

护自身知识产权等基础知识。其次，实用类知识产

权素养教育是让教育对象在学习和科研活动中能够

利用的实用型技能。专利资源的检索、专利分析与

利用以及专利文件的撰写等主题都是近几年高校图

书馆进行知识产权素养教育的着力点。此外，专业

类知识产权素养教育专业性较强，主要是上述高校

的法学院或知识产权学院的教师进行开展。如表２
所示，此类知识产权素养教育以知识产权法学内容

为主，以了解基础理论、分析经典案例等模块组织课

程架构，课程设计由浅入深，以线上课程的形式展

现，但学习周期较长，因此也更具有系统性和全

面性。

（３）中国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参与主
体。就目前来看，大多数高校图书馆在进行知识产

权素养教育时，教育主体仅仅是本校图书馆馆员、本

校法学院或知识产权学院教师。在所调研的３０所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中，有２４所高校图书馆成立
了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其知识产权信

息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和部分图书馆员在承担知识

产权素养教育的主体中占据了极大一部分的比重。

极少部分高校会与校外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从业者

和专家进行合作，如厦门大学和山东大学由学校知

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和校外专利服务机构合作提供

专利实务检索与分析的相关培训。一部分高校还利

用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宣传片和国家版权局公益宣

传片等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官方网络资源作为知识产

权素养教育的补充。

２．２　国外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实践现状
（１）国外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形式。

从调研的１０所国外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
情况可知，其教育形式以图书馆主页导航、研讨会、

咨询服务、讲座活动和在线课程为主，１０所国外高
校图书馆均有利用主页导航的形式开展教育，其次

是咨询服务的使用，占比７０％，其余三种形式均只
有四所高校图书馆利用。国外高校图书馆在图书馆

主页以导航的形式提供知识产权相关信息，开展素

养教育，主要分布在图书馆主页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服务）、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ｕｉｄｅｓ（研究指南）、ＬｉｂｒａｒｙＧｕｉｄｅｓ（图书馆
指南）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研究与教学）等导
航下。其次，使用率较高的是咨询服务，涵盖了向专

业图书馆员咨询和专利、版权等相关法律咨询，如瑞

典皇家理工学院图书馆［１１］，其图书馆研究室帮助学

生和教师了解专利和知识产权信息，提供专利申请、

处理专利和知识产权问题等方面的咨询。此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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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国外高校图书馆还有研讨会、讲座活动和在线课

堂的形式，如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１２］的 ＳＡ＋Ｐ版
权合理使用和知识共享研讨会、洛桑联邦理工学院

图书馆［１３］的咖啡讲座（ＣｏｆｆｅｅＬｅｃｔｕｒｅ）———介绍版
权的合法使用和专利检索工具、哈佛大学图书馆［１４］

举办的“合理使用周”活动（ＦａｉｒＵｓｅＷｅｅｋ）进行版
权教育和学术活动。

（２）国外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内容。
国外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内容主要归纳为

专利、版权、学术规范和其他知识产权四大方面。具

体教育内容如表４所示。专利与版权的教育是国外
高校图书馆普遍开展的教育内容。部分高校还成立

了专门的版权信息中心。如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图书

馆在专利检索教育过程中，除了提供基本的专利数

据库，还仔细描述各个专利数据库的优缺点，更好地

辅助学生选择恰当的专利检索工具；斯坦福大学的

版权与合理使用中心（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ＦａｉｒＵｓｅ）开展
与版权相关的教育与咨询。此外，学术规范教育是

指导学生在撰写书籍和文章过程中，做到规范引用；

其他知识产权教育包括了商标法、商标注册、设计

法、数据和软件知识产权等内容。但在所调研的１０
所国外高校图书馆中，只有２所图书馆提供了学术
规范教育，３所图书馆提供了其他知识产权的相关
教育，与专利与版权教育相比，稍显薄弱。

表４　国外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内容

内容类型 具体内容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图书馆

专利 专利数据库；瑞士、美国、德国、日本的国家专利信息；Ｅｓｐａｃｅｎｅｔ在线教程。

版权 版权合理使用。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图书馆

专利 专利权基本概念；专利检索工具及其优缺点；专利帮助渠道；全球专利管理机构官方链接。

版权 版权保护权利；学生作品版权保护；版权合理使用。

学术规范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Ｂｅｓ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撰写文章过程中做到正确引用。

苏黎世大学图书馆

专利 专利权的概述；如何规范申请专利权；专利保护；专利研究。

版权 版权保护。

其他

知识产权

商标法、设计法和国际知识产权法等法律教育。

商标、品牌注册、外观设计等产权概述。

隆德大学图书馆 版权 版权合理使用；版权保护。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图书馆

专利 专利数据库；专利文件指南；专利申请；专利信息。

其他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信息；知识产权法方面的咨询和指导。

商标注册。

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

专利 专利简介；专利数据获取途径、方式；申请发明专利；专利检索。

版权 版权常见问题；如何使用受版权保护的内容；如何受版权保护。

其他

知识产权

数据和软件知识产权。

麻省理工学院知识产权政策。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专利 专利检索；专利数据库；专利研究技能与竞争情报。

版权 版权法教育；版权合理使用；版权提醒；图表和工具的版权界定。

哈佛大学图书馆
版权 版权合理使用；出版和发行信息等教育资源。

学术规范 Ｚｏｔｅｒｏ使用优势；Ｚｏｔｅｒｏ使用指南。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

专利 专利定义、如何查找、如何申请；专利基本条款、专利类型；查找专利的数据库；专利指南。

版权
美国版权政策介绍；芝加哥大学版权；介绍美国法典（版权法）、数字千年版权法案（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Ａｃｔ，ＤＭＣＡ）、国际版权、美国国际版权关系。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 版权 版权概念；版权的合理使用；版权研究；版权管理；网络录制音乐版权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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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国外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参与主
体。在所调研的１０所国外高校图书馆中，参与知识
产权素养教育的主体较为丰富。图书馆不仅联合校

内机构，还与企业、社区等进行合作。如麻省理工学

院图书馆在专利教育过程中，联合麻省理工学院提

供技术创新的 ＤｅｓｈｐａｎｄｅＣｅｎｔｅｒ（德什潘德中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ｆｉｃｅ（技术许可办公室）等帮
助学生和教育工作者学习、创新和发明，提供知识产

权相关咨询与服务；哈佛大学让社区参与版权的教

育与服务，提供信息专业知识共享；芝加哥大学图书

馆、教务长办公室和法律顾问办公室联合设立版权

信息中心；还有苏黎世大学图书馆联合苏黎世中央

图书馆、苏黎世大学ＵＺＨ创新中心和ＩＧＥ知识产权
研究所开展知识产权素养教育。

３　中外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现状分析
３．１　利用新媒体的教育形式有待提高

教育形式是最直观且最直接地反映该教育内容

呈现的载体，教育形式的多样化也是能够提高教育

质量的关键因素。国内外高校图书馆的知识产权素

养教育的形式都较为丰富，但充分利用多种教育形

式的程度都比较低，缺乏综合利用，导致教育的效果

并不理想。国外高校图书馆主要以主页导航和咨询

服务的形式开展素养教育，侧重于提供专业的咨询

指导，并开展研讨会的形式，增加学生的参与度。而

中国高校图书馆则普遍采用讲座培训这类传统的教

育形式。但在线上教育（在线课程、慕课、微视频

等）这类依托新媒体的新型教育形式的利用上，所

调研的中国高校图书馆使用率仅占３３．３％，１０所国
外高校图书馆中也只有４所使用在线课程，情况均
不乐观，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利用。

３．２　教育内容针对性不强
内容是教育的基础也是核心，传授受教育者专

业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的内容，能直接影响其生活和

未来工作，是衡量教育效果的重要指标。从中外图

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的内容来看，都包含相关法

律法规的基本介绍、专利数据库的检索与利用等基

础性内容。在所调研的国外高校图书馆中，为学生

提供商标、商标法、设计法、品牌注册、商标注册等教

育内容，能够有针对性地指导即将毕业的学生在未

来就业创业过程中规避此类知识产权问题。中国高

校图书馆基本没有此类内容的教育，主要还是围绕

学生规范论文写作和信息检索进行教育，内容涉及

虽丰富，却缺乏对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的知识产

权素养教育的针对性，无法达到高质量教育的目的。

３．３　多单位合作共建力量薄弱
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参与主体是指传授知识技

能、进行教育的人员，教育参与主体的多样性在一定

程度上也反映了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的能

力和水平。通过上述调研分析，中外高校图书馆知

识产权素养教育的参与主体除了专业的图书馆员和

教师外，校内外机构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国外高

校图书馆参与教育的主体及合作模式较为多元化，

在与外部知识产权相关单位合作的基础上，联合多

家校内外机构，成立知识产权相关信息中心或服务

办公室。而中国高校图书馆只有单一地利用外部相

关单位资源，形成“图书馆 ＋外部主体”的合作形
态，缺乏多单位合作共建模式，与国外高校图书馆存

在一定差距，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与深化。

４　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创新对策
４．１　参与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微视频制作

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是当前推进

“新文科”教育的必然选择。慕课虽然弥补了传统

讲座与培训教育形式的局限性，满足了学生即时学

习的需求，实现了自主、开放的学习场景，但由于课

程缺乏沉浸性和情境性，造成知识产权相关慕课课

程用户持续参与度较低、专注度不持久等问题［１５］，

所以需要创新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形式，提高学生参

与度与教育效果。由于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学生对

高校图书馆的利用习惯也发生了较大变化［１６］，高校

图书馆利用新媒体自主拍摄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微视

频是一条新的创新途径。学生可参与进高校图书馆

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微视频的制作过程，提供设计思

路与想法；高校教师或图书馆员作为知识产权专业

知识的内容提供者联合高校艺术学院、摄影社团、新

闻中心等部门参与素养教育的微视频制作。微视频

可在各种网络平台进行发布，尽可能普及到每一位

学生。同时，通过后台接受学生的反馈信息，对知识

产权素养教育微视频进行完善与丰富。高校图书馆

知识产权素养教育自制微视频流程图如图１所示。
这种形式结合了线上教育和线下活动两种方式，不

仅能够让学生自主学习到知识产权相关知识，培育

其知识产权素养，还能够吸引学生参与线下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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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素养教育微视频制作的活动，增强学生的兴趣

度和教育的吸引力，弥补了传统讲座或培训等教育

形式的缺陷。

图１　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自制微视频流程图

４．２　设计针对性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内容
教育内容的设计是在整个素养教育过程中最为

重要和最具深度的阶段。高校图书馆面向学生提供

全方位且具有针对性的素养教育将是“新文科”建

设环境下图书馆服务创新的增长点［１７］。知识产权

素养教育与信息素养教育一样，在其教育实践过程

中，各个教学内容不是零散知识的结合，而是需要准

确且系统把握教学内容，通过分级、分层的教学方

式，实现知识产权素养的精准化教育，发挥综合效

应［１８］。面向不同类型的学生群体，可开设具有针对

性的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内容。第一，面向本科生，开

展知识产权相关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法律法规等通识

类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内容，后期可以增设基础性的

专利数据的检索、专利资源利用等实用类知识产权

素养教育内容，帮助学生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第

二，面向研究生，在通识类教育的基础上，应当充分

开展并深入实用类教育，如专利文件的撰写、专利的

申请和专利侵权防范等，来支撑其学术研究。第三，

面向留学生，由于其语言交流的问题，需要有较强英

语水平的图书馆员参与留学生的素养教育中，以达

到与国内学生一致的知识产权素养教育的培养模

式。第四，针对即将毕业的学生，帮助其了解专利保

护、商标保护、设计保护、版权保护、商标法、专利法、

设计法和知识产权法等知识产权相关信息与法律，

为日后就业与创业提供基础性的指导。

４．３　深化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合作
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积极推动教育模式

的创新，加强高校与各部门间协同发展，促进学界与

业界优势互补。此外，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发布
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也明确提出，信息素养

要形成多元开放的生态圈，深化教育合作［１９］，知识

产权素养教育也不例外。由于知识产权的内容丰

富、覆盖面广，知识产权素养教育也呈现出多元化的

形态，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学习与未来就业和

创业的同时，也间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因此，高校

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应当以“新文科”建设要

求为指导思想，加强知识产权相关行业、企业、国家

机关等多个主体的参与、支持与合作，构建以高校

图书馆为核心，多方力量助力知识产权素养教育

的合作模式，高校图书馆与学院、专利数据商和国

家机关等有机联动，通过互联网技术，连接各机构

的协作模式，利用嵌入式教学、讲座和远程教育等

形式帮助各机构跨越地域局限，实现高校图书馆

知识产权素养教育的项目、培育方案与目标相一

致，从而促进知识产权素养教育中各类专业人才

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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