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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学平台应急管理及图书馆应对策略
　　　———以厦门大学 ＳＰＯＣ平台为例

■ 马鲁伟１　陈晓亮１　郑海山２　肖铮１　黄国凡１　萧德洪１

１厦门大学图书馆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２厦门大学信息与网络中心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目的／意义］总结厦门大学图书馆在疫情期间参与管理在线教育平台的实践，探讨疫情之后高校图书馆推进学校

教学创新的发展策略。［方法／过程］统计在线教育平台每年度开设课程、教师和学生数，面向用户进行问卷调查，

分析平台在选课管理、教学平台、教学资源、教学效果、教学模式、满意度等方面的优点和不足，监测并分析服务器

日志，对平台性能进行持续改进。［结果／结论］高校图书馆在疫情期间参与在线教育平台的管理与服务，推动图

书馆员与教师、学生之间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渠道，拓展了图书馆的服务领域。疫情之下，危机之中亦存在机遇，高

校图书馆应与学校相关单位通力合作，提升教学信息化运用能力、管理能力、服务能力，为推进高校教学创新提供

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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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ＭＯＯＣ（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一般译为“慕

课”）的出现和兴起于２０１２年（纽约时报称为“慕课元

年”），曾引暴全球在线教育，国内的专家、学者和教育

工作者对ＭＯＯＣ及相关的技术、应用等进行了广泛且

深入的研究，这一学术热点也引发了图书馆学界和业

界的极大关注。笔者通过 ＣＮＫＩ高级检索，设定全文

含“图书馆”及“在线教育”（或“在线教学”“在线课

程”），检索到 ＣＳＳＣＩ期刊文献 ２９１４篇，其中，提及

ＭＯＯＣ的有１０８７篇，占比高达３７．３％。典型的研究

有：秦鸿探讨了图书馆在 ＭＯＯＣ浪潮中扮演的五种主

要角色：版权顾问、信息素养培训师、多媒体制作指导

师、学习场所提供者、课程内容提供者，也指出 ＭＯＯＣ

发展面临完成率低、交互指导缺失、评分手段不足等问

题，以及诚信保证、课程标准与评估机制、可持续发展

的商业模式等挑战［１］。顾小清对如何实现本土化的大

规模开放在线课程进行了分析，指出 ＭＯＯＣ本土化过

程中技术平台的重要性［２］。康叶钦介绍了哈佛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全球顶尖学府的 ＳＰＯＣ（是对

ＭＯＯＣ的继承、完善与超越［３］）实践，指出 ＳＰＯＣ的优

势在于重新定义了教师的作用，创新了教学模式，且赋

予学生完整、深入的学习体验，提高了课程的完成

率［４］。

　　ＳＰＯＣ（ｓｍａｌｌｐｒｉｖａｔｅ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最早于２０１３年

由ＡｒｍａｎｄｏＦｏｘ提出［５］，可译为“小众私密在线课程”，

祝智庭将其译为“私播课”［６］。与ＭＯＯＣ中的ｍａｓｓｉｖｅ、

ｏｐｅｎ相对应，ＳＰＯＣ以 ｓｍａｌｌ（小规模）、ｐｒｉｖａｔｅ（私密限

制）为准入条件，课程的学生规模一般在几十到几百

人，申请学习者需达到一定要求才能进入 ＳＰＯＣ中学

习。国内对ＳＰＯ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ＳＰＯＣ理论与模

式、ＳＰＯＣ在线学习平台、ＳＰＯＣ在线课程、ＳＰＯＣ教学实

践四个方面［７］，但鲜有关于 ＳＰＯＣ理念与技术平台结

合的案例介绍。杨莉等在信息素养授课中引入 Ｂｌａｃｋ

ｂｏａｒｄ课程管理平台，以 ＳＰＯＣ模式教学并进行课程效

果评价，发现学生在课程参与度、师生互动等方面有效

提升［８］，但该项研究规模较小（６０人），持续时间不长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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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红霞、曾英姿认为 ＳＰＯＣ教学过程中，高校图书
馆馆员可以承担起在线课程“教学馆员”“助教馆员”

“助理教员”等职能［９］。罗国锋、刘娜提出面向 ＳＰＯＣ

教学的高校图书馆服务模式，并依托江苏科技大学泛

雅ＳＰＯＣ平台上的课程教学开展实践研究［１０］。付希金

等通过网络调查了３８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图书馆，建议
我国高校图书馆以课程服务作为学科服务先导，加强

课程服务内涵式建设［１１］。俞德凤分析了美国大学图

书馆课程服务的实施内容与方法［１２］。姚媛等介绍了

重庆大学图书馆嵌入式课程服务的内容和方式以及运

行模式［１３］。总体来看，国内有关高校图书馆课程服务

的研究成果局限于对欧美高校实践的调研，鲜少基于

在线教学实践开展课程服务的案例研究。

　　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４．２３
亿，较 ２０１８年 底 增 长 １１０．２％，占 网 民 整 体 的

４６．８％［１４］。２０２０年初，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

全国大中小学校推迟开学，２．６５亿在校生授课由线下

转向线上，全国高校认真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教、停

课不停学”的要求［１５］，组织了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覆盖人数最广的在线教学活动。有关在线教育的理论

研究和应用实践由此将进入暴发性增长的新阶段。

　　面对２０２０年初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各高校图书

馆充分利用各自已有的平台———如清华大学的教参服

务平台［１６］，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智慧泛在课

堂”［１７］，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电子教参平台［１８］，电子科技

大学图书馆的在线课程资源平台［１９］等，凝聚力量，迅

速地为学校的在线教学提供了电子教参等服务，切实

保障学校在线教学顺利开展，提升了图书馆在学校的

影响力和认可度［２０］。厦门大学图书馆利用技术优势

联合研究生院、信息与网络中心，将维护多年的以开源

软件Ｍｏｏｄｌｅ构建的厦门大学网络教学平台进行升级
优化，作为全校研究生的 ＳＰＯＣ在线教学平台，提供了

全面的课程服务和技术保障，有力支撑了学校在线教

学的顺利开展，得到师生的好评。笔者回顾图书馆构

建与维护在线教学平台的历程，结合疫情期间参与在

线教学管理与服务的经验，提出后疫情时期在线教学

常态化背景下图书馆的应对策略，以供同行参考。

２　构建并维护基于 ＭＯＯＤＬＥ的在线教
学平台

２．１　开源学习管理系统ＭＯＯＤＬＥ简介

　　国外高校图书馆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即开始关

注并构建学习管理系统（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ＬＭＳ），如宾夕法尼亚大学、杜克大学等利用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为师生提供方便快捷的在线使用课程资料的平台［２１］；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等四所大学利用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ＷｅｂＣＴ开展信息素养教育［２２］；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图

书馆开发了小插件，便于图书馆将资源和服务嵌入到

Ｍｏｏｄｌｅ平台［２３］。

　　近年来，我国高校图书馆积极嵌入到 ＬＭＳ开展服
务，如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利用 Ｍｏｏｄｌｅ构建了读者培
训平台［２４］；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开设了信息素养教育

与信息检索与利用课程［２５］；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开发

了工具包嵌入到学校的Ｍｏｏｄｌｅ平台［２６］，提供一站式的

资源、信息素养教育、学科馆员等服务；西交利物浦大

学图书馆将数据库资源以插件的形式无缝嵌入平

台［２７］等等。但总体而言，国内高校网络教学平台建设

整体滞后于国外高校，网络教学平台的普及率不高。

　　Ｍｏｏｄｌｅ是一个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开发的ＬＭＳ
和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平台，旨在为教育者、管理者和学习者提
供一个强大、安全和集成的系统，以创建个性化的学习

环境［２８］。Ｍｏｏｄｌｅ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一，Ｍｏｏｄｌｅ开放
源代码，安装维护简单，有着活跃的用户社区和丰富的

扩展插件，用户可以对其进行修改以适应教学需要；其

二，Ｍｏｏｄｌｅ采用模块化体系设计，教师在组织教学活动
时就像搭积木一样，可以根据课程需要，灵活选择系统

自带的十几种课堂教学活动类型和学习资源模块；其

三，Ｍｏｏｄｌｅ基于先进的教育理念，注重师生之间的互
动———Ｍｏｏｄｌｅ在设计中处处体现了建构主义的教学思
想，以学习者为中心，并通过论坛、ＲＳＳ、Ｗｉｋｉ、Ｂｌｏｇ等模
块促进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其

四，Ｍｏｏｄｌｅ支持多元的评价体系———Ｍｏｏｄｌｅ平台通过
作业、反馈、互动评价、投票等多种评价方式，可以对学

习过程进行全面评价，包括学习者自评、同伴之间互评

和授课教师评价。

　　与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Ｃａｎｖａｓ等世界流行的在线教学平台
一样，Ｍｏｏｄｌｅ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截至２０２０
年３月，全世界２３１个国家９．８万个活跃的注册网站
基于这一系统平台，总用户数达１．８３亿［２９］，Ｍｏｏｄｌｅ已
成为美国以外主要的学习管理系统［３０］。

２．２　厦门大学ＭＯＯＤＬＥ平台的构建与维护
　　２００６年，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范怡红教授在讲授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课程时关注
到Ｍｏｏｄｌｅ，并希望图书馆进行安装协助教学。经测试，
图书馆技术人员在服务器上进行安装，使用Ｍｏｏｄｌｅ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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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采用域名ｌｅａｒｎ．ｘｍｕｌｉｂ．ｏｒｇ，网站命名为“厦门大
学Ｍｏｏｄｌｅ网络教学平台”。之后，范老师和教育研究
院其他几位年轻的教师在平台上开课，新闻传播学院

有两位教师也加入开课。其后数年间，部分老师获知

此平台后也陆续开课，但人数并不多。２０１３年，该平
台与学校信息与网络中心为老师存放课件的平台进行

合并，整合为一个平台，域名简化为 ｌ．ｘｍｕ．ｅｄｕ．ｃｎ，使
用Ｍｏｏｄｌｅ２．５．２版本，由图书馆和信息与网络中心联
合进行维护。从近年来厦门大学本部 Ｍｏｏｄｌｅ平台使
用情况（见表１）看，与２０１３年相比，２０２０年该平台的
课程数增长了近９倍，教师数增长了１２倍，学生数增
长了６倍。

表１　厦门大学本部Ｍｏｏｄｌｅ平台使用统计

年份（年） 课程数（门） 教师数（人） 学生数（人）

２０１３ １４９ ８１ １９６９

２０１４ ２２２ １４２ ３８２６

２０１５ １９５ １１９ ４２０３

２０１６ ２３８ １５３ ５５５８

２０１７ ２９６ １６６ ４７８１

２０１８ ２６９ １５７ ５４３５

２０１９ ２７８ １６４ ６３８９

２０２０ １３２２ ９７１ １１９３４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于２０１６年２月正式开始
办学，图书馆也同时构建了 Ｍｏｏｄｌｅ平台，域名为 ｌ．
ｘｍｕ．ｅｄｕ．ｍｙ。由于该分校初期规模较小，教师和学生
比较少，再加上分校教务部门的要求，因此在部署和培

训、推广系统时，没有像厦门大学本部那样有较重的历

史包袱。跟厦门大学本部相比，Ｍｏｏｄｌｅ平台在马来西
亚分校所有课程中反而覆盖范围更广、被依赖的程度

更大。从近年来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Ｍｏｏｄｌｅ平台
使用情况（见表２）来看，与２０１６年相比，２０２０年该平
台在马来西亚分校的课程数增长了３倍多，教师数和
学生数增长了近４倍。
表２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Ｍｏｏｄｌｅ平台使用统计

年份（年） 课程数（门） 教师数（人） 学生数（人）

２０１６ ７１ ４０ １０８８

２０１７ ３８３ １５７ ２９９７

２０１８ ８０７ ２７０ ４４５６

２０１９ １２２８ ３２７ ５８９０

２０２０ ２２１ １５６ ４０５５

　　疫情发生以前，厦门大学 Ｍｏｏｄｌｅ网络教学平台已
运行数年。在平台开设课程的教师多数有海外留学背

景，或者是年轻教师，他们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较强，

学习掌握平台的使用方法快，应用实践中遇到问题时

多数可以自行解决。除了平台构建以外，厦门大学图

书馆积极参与平台的维护与推广工作，定期对平台进

行技术升级，对平台中提供的各种功能进行研究并推

广给老师使用，并时常到各学院进行培训，及时回复电

话与Ｅｍａｉｌ咨询，同时设置了课程馆员，提供教学参考
资源，并依托平台面向用户开展信息素养教育。

３　疫情时期的在线教学应急响应与服务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厦门大学提
出“学习不延期、质量有保障”的总体目标，“课程门门

落实、学生个个不落”的总体要求，研究生院要求本学

期所有研究生课程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按时开展网络
教学工作。２０２０年２月７日，厦门大学图书馆与厦门
大学信息与网络中心接到任务后，对厦门大学 Ｍｏｏｄｌｅ
网络教学平台进行了软硬件升级，要求研究生导师将

教学大纲、课件、作业、参考书与参考文献、远程学习考

核要求等教学资料发布在平台上。各学院照此要求在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６日前，对每门课程的教学平台建设、授
课方式、教学资料上传情况和网络教学准备情况等进

行了全面检查。截至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９日，平台中已有
用户３５８０９人，共有９１２名老师创建了１０１１门课程，
累计选课２９７２６人次。
３．１　平台更名并升级
　　之前Ｍｏｏｄｌｅ网络教学平台的名称仅仅是突出了
平台的技术背景，并未对平台在使用上进行精准定位。

随着研究生院的要求以及校领导的重视，使得 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一个非官方的面向

部分学院的平台，而是变成了面向全校研究生师生的

平台，而ＳＰＯＣ的概念也与研究生教育的定位与要求
高度契合，故平台名称也推陈出新，改为“厦门大学

ＳＰＯＣ平台”。
　　由于面向全校研究生师生，为１０００多门专业课
提供服务，并发进程的增加将大量消耗服务器内存等

资源，原有的单服务器平台必然无法承受和支撑，故首

要的问题就是要将现有的平台进行完全升级。最终平

台升级的方案是：服务器实行分布式部署，包括１台负
载平衡服务器，１０台网页服务器，１台数据库服务器，３
台缓存服务器，１台 ＮＦＳ服务器；服务器软件方面，操
作系统使用Ｕｂｕｎｔｕ１８．０４ＬＴＳ，数据库使用 ＭｙＳＱＬ，网
页服务器使用 Ａｐａｃｈｅ，负载平衡服务器使用 Ｎｇｉｎｘ。
Ｍｅｄｉａｓｉｔｅ转码服务器１０台。Ｍｏｏｄｌｅ版本升级到３．７．
４。网络方面增加带宽，使用ＣＤＮ服务器（系统架构见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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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厦门大学ＳＰＯＣ平台架构

　　面对如此众多的服务器，常规的手动部署容易出

错，技术人员采用自动化部署以确保快速无虞，同时，

自动化部署也方便今后升级，以及对代码进行共享和

审计；Ｍｏｏｄｌｅ对静态资源的版本化做得非常完善，所以

配备一台Ｎｇｉｎｘ服务器在前端拦截缓存静态资源，如

此可大大减轻后端Ｗｅｂ服务器的压力；Ｍｏｏｄｌｅ的缓存

机制也非常完善，包括了应用级、会话级和请求级的缓

存，三台Ｒｅｄｉｓ分别用于应用级、会话级缓存以及 Ｓｅｓ

ｓｉｏｎ同步中，请求级缓存直接使用 Ｗｅｂ服务器内存；

Ｍｏｏｄｌｅ的日志非常详细，涵盖了用户在 Ｍｏｏｄｌｅ平台的

所有操作，这些日志记录可以精确地还原用户在 Ｍｏｏ

ｄｌｅ的操作过程，包括登录、访问哪个地址、下载了什么

内容，结合最终成绩的大数据分析非常有意义。

　　经过十天夜以继日的工作，在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

学校正式网络教学前，所有的实施方案都按时完成。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新学期首个线上教学日，共 ５５９６

名师生登录使用了 ＳＰＯＣ平台，最高同时４１３人在线，

网络总请求达１８６．８万次，Ｍｅｄｉａｓｉｔｅ流媒体平台最高

１４６人在线观看视频，ＣＤＮ分发总流量１０８４ＧＢ，整体

服务流畅，师生体验良好。

３．２　平台使用培训

　　对于大多数研究生导师而言，在线教学是全新挑

战。教师们普遍面临网络教学不熟悉、课程平台操作

不熟练、音视频课件制作不会用的困难。面对挑战，图

书馆组建了 ＳＰＯＣ平台服务推广小组，成员大多来自

图书馆信息技术部馆员，具有良好的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学习能力强，接受新事物快。经过简单培训后，小

组成员通过自主学习和实践演练的方式，迅速掌握了

平台基础功能。小组成员分工协作，总结整理平台各

功能模块使用说明，以文字、截图说明、动图操作等形

式制作发布平台使用操作手册，第一时间发布了操作

手册的第一版，还录制了平台使用帮助视频，以便教师

边看边学。

　　服务推广小组还积极靠前服务，加入各学院研究

生导师ＱＱ、微信网络授课技术支持群，解答有关平台

使用问题，指导教师完成新学期课程的开设，协助教师

完成课程教学资料发布。在此过程中，小组成员不断

汇总整理教师咨询的常见问题，发布为在线ＦＡＱ，方便

教师自行查找问题解决处理，也提升了小组成员解答

咨询的工作效率。随着教师对平台的熟悉，对各功能

模块的使用提出了新的需求，小组在原有操作手册的

基础上查漏补缺，更新完善操作手册，截至２０２０年２

月２４日，已发布了第三版平台使用操作手册。

　　为了更高效地帮助教师熟悉平台基本功能和基础

操作，图书馆也尝试使用网络直播方式进行培训，通过

屏幕共享，教师可以同步演练，实时互动解决疑问。总

计有１３０余位教师参加线上培训，收效明显。

３．３　平台使用统计与读者反馈

　　厦门大学团委、学生会、研究生会为更好地发挥师

生教学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网络教学开课第一天便

发起了“厦门大学线上教学调研”系列问卷，涉及选课

管理、教学平台、教学资源、教学效果、教学模式、满意

度等方面，问卷共收到７３７４份有效样本，其中本科生

５５１４份，研究生１８６０份，根据对问卷数据分析整理，

发布了《厦门大学线上课程情况调研报告》。据报告

数据显示，共有２９５７名同学对 ＳＰＯＣ平台进行了评

分，平均分为３．８２（满分５分），满意和很满意的占比

为６６．６７％，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比为８．０１％。总

体看，ＳＰＯＣ平台得到了学生的认可，使用满意度较高。

主要反映的问题集中在观看音视频课件时，出现不稳

定页面程序崩溃和闪退现象，重新加载无法保留观看

历史。同时，在使用 ＳＰＯＣ平台时，实时互动效果较

差。对于部分学生来说，第一次使用 ＳＰＯＣ平台，未仔

细浏览使用手册，在对平台的功能和操作上也比较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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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影响了学习效果。图书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持

续改进，不断提升师生的教学体验。

４　图书馆应对在线教育发展的策略

　　厦门大学图书馆多年来持续关注高校教学改革发
展，较早地开始网络教学平台建设的摸索实践，为应对

本次突发情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通过与校研究生

院、信息与网络中心的合力协作，保障了新学期研究生

网络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通过参与厦门大学

ＳＰＯＣ平台建设与服务保障，图书馆员与教师、学生建
立起有效的沟通渠道，在网络教学过程中提供教学平

台技术支持、文献资源保障，拓展了图书馆的服务领

域。在线教学疫情时期虽然显现出优势，但如此规模

的教学实践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教师在线教学能力

有待提高、学生信息素养需要加强［３１］，在线教学平台

功能不足、与原有教参系统脱节等。《厦门大学线上课

程情况调研报告》也指出在网络教学过程中缺乏教材、

寻找图书馆电子资源困难等问题。同时我们也意识

到，大规模网络教学对馆员的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经此一“疫”，在线教育将成为高等院校教学的

重要模式，面对这一新常态，图书馆应着力于以下几个

方面：

４．１　提升馆员职业能力，培养一批“课程馆员”，提供
优质的课程服务

　　从２０１５年开始，厦门大学图书馆在 Ｍｏｏｄｌｅ平台
中设置了“课程馆员”的技术角色，相当于给老师配置

了一名图书馆助教。课程馆员的主要工作是根据教师

们提交的课程教学资源（图书、期刊论文、报纸、影像

等）需求，通过馆藏等各种途径获取并以文件的形式上

传到课程中，供师生使用。在提供这些资源的过程中，

我们特别注意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于图书馆扫描的

文件按章节上传至平台并附上版权声明，提醒老师和

学生在使用过程中注意保护版权。图书馆在数字化环

境中的服务转型，依赖于馆员职业能力的转变提升。

馆员要当好网络教学平台上“课程馆员”的新角色，进

入课程后不再只是一个资源提供者，而是要成为课程

的助教，帮助教师开展信息素养教育，在讨论区回复学

生各种学科咨询，开展学术规范解读等等。在网络教

学中，新的馆员角色将更能增加图书馆与课程的粘合

度，也能为课程提供更加深入的信息服务。课程馆员

是学科馆员的延伸和发展，基于课程服务的图书馆服

务，是天然的“嵌入式”服务，是图书馆支撑教学服务

的重要体现，为在教学模式改革背景下，探索图书馆创

新服务提供了方向。

４．２　以学生为中心开展信息素养教育，提高在线教学
质量

　　高校图书馆是大学教学的信息资源保障中心，是
学生自主学习的第二课堂和信息素质教育的重要基

地［３２］。面对疫情时期在线教育的新形势，厦门大学图

书馆在厦门大学ＳＰＯＣ平台开设系列信息素养讲座及
“信息素养与网络文献检索”选修课，开设讨论区，向

学生布置作业，线上线下结合，方便与学生之间的讨论

和交流，同时依托已有信息素养教育品牌“ｉ学堂”开
启直播课程项目，课程设计锚定现阶段学生的核心需

求：通识课程包括馆藏电子文献资源检索、与科研选题

和写作相关的文献获取；定制课程则面向毕业生群体

学位论文写作和文献管理的现实需要。传统的线下教

学以教师为中心，学生的学习方式受到物理条件限制。

某种程度而言，在线教学颠覆了这种格局。学生随时

随地可进行学习，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得以实现。

具体到在线教学的实践中，以学生为中心的在线教学

理念，应着眼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提升其信息素

养，如此将有效提高在线教学质量，拓展知识服务新的

内容和形式，推动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转型和升级。

４．３　参与教学平台管理，为在线教学提供技术支撑
　　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嵌入网络教学平台的方式多
以自建教参系统为主，有的教参系统实现了与学校网

络教学平台的连接，可以方便地调用教参系统的资源，

有的教参系统还未实现与学校网络教学平台的连接，

师生需再登录教参系统才能获取资源，这就像一堵墙

阻隔在图书馆和师生之间。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

献信息资源中心，除了为学校的在线教学保障文献资

源（特别是电子资源）外，还应为学校的在线教学提供

技术支撑，尝试嵌入网络教学平台，以教师教学需求和

学生学习需求为切入点，将资源（图书馆购买的电子

书，数字化的纸质书，期刊论文，音频视频，馆际互借资

源等）嵌入课程。实践证明，图书馆利用开源软件为学

校建设网络教学平台是具有前瞻性的主动选择，在这

样自主性较高的网络教学平台中嵌入图书馆的资源与

服务也更加方便快捷，图书馆与学校教学管理部门的

配合将更加默契。从长远来看，国内高校图书馆应尽

快实现从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到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

的迁移，以整合纸质和电子资源，尤其是对电子资源全

生命周期的统一管理，对各类型知识元素进行细粒度

管理，以保证图书馆在未来开放科学环境下的知识服

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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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

　　《中国教育现代化２０３５》中提出了“建设智能化校
园，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的

战略任务。面对因疫情造成的严峻复杂局面，高校利

用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开展网络教学

大规模实践，为未来深化教学改革提供了基础。图书

馆作为学校教学科研的文献资源保障中心，在新的环

境下应适时转变思想，融入学校教学改革发展，发挥资

源优势，彰显图书馆价值。疫情过后，高校图书馆应继

续深入学校教学服务改革，与学校相关单位通力合作，

提升教育信息化运用能力、管理能力、服务能力，为推

进教学创新提供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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