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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意义] 为国内高校图书馆开展智库支撑服务提供借鉴，并结合国内
智库发展特点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方法/过程]本文通过调研选取国外为智库建
设提供支撑服务较好的部分高校图书馆，发现调研对象在专业的资源支撑、网络
平台构建和智库馆员配备方面的特点。[结果/结论]得到如下启示：深入以智库服
务为核心的高校图书馆研究；充分利用高校图书馆的学科智库资源；继续完善网
络平台建设；开展馆员嵌入智库服务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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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后，国务院于 2017 年 11 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深化“互联网+先
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1]指出建立工业互联网智库，以形成高端
咨询人才队伍，能够为工业互联网的发展研究政策和提出决策。2018 年 4 月国
务院发布了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2]，该文件第四
十七条“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提供丰富精神食粮”明确提出建好新型智库。上海
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2013 年中国智库报告》指出“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的具体语境下，智库主要是指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
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
是国家‘软实力’和‘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3]。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使
得智库建设已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根据 2018 年 1 月发布的《2017 年全球智库
发展报告》，中国智库数量已达到 570 家（包括台湾的 58 家），位列全球智库
数量最多国家第 2 位，占比全球智库数量的 11.22%，仅排在美国之后[4]。虽然，
我国的智库数量庞大，但对比于国外，智库建设起步较晚，智库的质量依然存在
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需要充分了解智库的工作环节，从局部到整
体，以突破实际难题，从而提升智库建设的质量。智库建设的工作环节可包含学
科领域的数据挖掘、信息收集、知识组织、情报分析与决策等主要几个方面，而
高校图书馆拥有丰富的资源条件、专业的学科服务、良好的情报研究与分析能力，
可以为智库建设提供理论研究与实际运行方面的支撑。在开展实际工作方面，国
外如哈佛大学图书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伦敦国王学院图书馆等皆为智库建设
提供对应的支撑服务；国内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
图书馆也为智库开展了一定的服务，但在服务内容的深度与广度方面较比国外，
依然有待加强。在理论研究方面，关于“高校图书馆与智库”的相关主题，已引
起部分学者的关注，初景利、唐果媛对图书馆与智库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提出图书馆支撑智库建设的路径[5]；刘芳、陈芳等围绕当前智库发展的需求，指
明高校图书馆智库服务的角色定位和发展战略[6]；吴育良通过分析国外知名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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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资源建设等方面的情况，为我国图书馆开展智库信息服务提出实质性建议
[7]
；梁宵萌通过对 4 家美国顶级高校智库图书馆进行调查，总结出我国高校智库
在开展图书馆服务方面的启示[8]；魏来、吴雅威通过梳理国内外国家智库发展的
现状，剖析图书馆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9]。但针对高校图书馆为智库建设开展
服务方面依然缺少相关研究，本文拟通过对国外为智库建设提供服务较好的高校
图书馆进行相关剖析，并结合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开展智库服务的实际情况，提
出供相关人员参考的建议。
2 国外高校图书馆支撑智库建设概况
本文以高校图书馆支撑智库建设为研究目标，以《2017 年全球智库发展报
[4]
告》 的各项排名结果为主要依据，结合网络调查法和文献调研法，搜集国外高
校图书馆为智库建设提供支撑服务的相关数据，经过筛选，最终选出斯坦福大学
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图书馆、
伦敦国王学院图书馆、苏赛克斯大学图书馆共 6 所高校图书馆作为具体研究对象，
分别对与之关联的 7 家智库：胡佛中心、科学与全球安全中心、贝尔佛中心、大
卫亚欧及俄罗斯研究中心、政经学院国际事务外交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防卫研究
中心、发展研究所，从专业的资源支撑、网络平台构建和智库馆员配备这 3 个方
面进行调查分析。
2.1 专业的资源支撑
资源是智库建设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直接影响智库成果质量的重要因素，
是智库良好运行的首要保障，而多数智库面向特定的研究领域，因此，所需要的
资源也面向特定的学科。高校图书馆拥有较为庞大、系统的学科资源，可为智库
建设提供专业的资源支撑。这里主要对在这方面开展较好的两个案例进行阐述。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包含的胡佛中心图书馆[10]，是专门为胡佛中心提供资源
支撑等服务的图书馆，成立于 1919 年，其根据胡佛中心涉及的研究领域，如世
界主要冲突的军事和外交史、世界大战的历史、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国的外
交政策和国际外交等等，为胡佛中心收集、保存关于全球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
方面的重要资料，目前拥有来自 171 个国家超过 1 百万册和超过 6 千份纪录战争、
革命和和平的档案集，检索资源栏目设置有：（1）图书馆资料，大多图书馆资
料可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主页上进行检索，也可在大学图书馆主页中将条件限制
为“胡佛图书馆”进行检索；（2）档案馆藏，包含胡佛中心档案馆藏的最完整
描述；（3）数字馆藏，包含数字化的海报、照片、文本、录音和移动图像。
苏塞克斯大学图书馆[11]为发展研究所专门设置发展研究学科向导栏目，可
在栏目内直接检索英国发展研究图书馆（British Library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BLDS）的所有资源，拥有大量与发展研究领域有关的材料，此外，其具有与智
库涉及领域相契合的数据库供领域人员检索专业资源，且数据库种类较齐全，这
些数据库包括：哥伦比亚国际事务在线（Colomb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Online，
CIAO）、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国家报告和 Practical
Action（为国际发展政策、实践和研究专业人士提供专业同行评审和以证据为基
础的在线图书和期刊收藏）等 14 个数据库。
2.2 网络平台构建
网络平台在多媒体时代，是用户了解图书馆开展服务的主要途径之一，构建
内容完备的网络平台，是高校图书馆为智库提供相关服务的重要工作环节之一，
可起到向用户宣传智库、引导用户使用智库研究领域的资源和智库产生的成果等
作用。通过访问调查对象的网络平台，将为其提供建设支撑的图书馆下设内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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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整理，结果见表 1。根据智库与图书馆的构建形式对其尽行分类，可主要分为
以下两种形式。
2.2.1 直接“联盟”形式
如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这 3 所高校的图书馆分别为胡佛
中心、科学与全球安全中心、贝尔佛中心、大卫亚欧及俄罗斯研究中心设置有提
供相应支撑服务的附属图书馆，这些专门设置的图书馆包括：胡佛图书馆[10]、
科学与全球安全中心图书馆[12]、贝尔佛中心图书馆[13]、大卫中心图书室[14]。这
些图书馆的网络平台中都含有其提供服务的智库网络平台的链接，对应地，在智
库网络平台中也设置有明显的图书馆导航栏目，方便用户检索与智库相关的资源
内容，包括该智库所涉及领域的相关资料、研究成果等等，可以使用户了解智库
的发展历史、资源外借政策、相关的研究指导等内容，极大程度上起到了宣传智
库的作用，可以说二者之间构成了直接的“联盟”关系。
2.2.2 间接“联盟”形式
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图书馆[15]、伦敦国王学院图书馆[16]和苏塞克斯大学图
书馆[11]虽然没有为提供服务的智库设置专有图书馆，也没有在网络平台上为智库
设置明显链接，但是其图书馆的网络平台依附于本学校的网络平台，因此可以间
接检索到智库链接，同时，政经学院国际事务外交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防卫研究
中心、发展研究所的网络平台也可通过其他非主要导航栏目或其他链接进入到图
书馆的网络平台，可以说，这 3 所高校图书馆与对应的智库之间构成了间接的“联
盟”关系，即虽然二者不具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存在间接的相互联通，也在一定
程度上对图书馆用户和智库用户起到导航链接的作用，从而实现图书馆资源与智
库资源的间接融合。
表 1 图书馆提供服务内容
Table 1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library
图书馆栏目
图书馆
序号
图书馆名称
下设主要内容
所在高校
主页、关于（胡佛图书馆的历
1
胡佛图书馆
史、使命、新闻、出版物等）、 斯坦福大学
馆藏、展览、访问、获取帮助
简介（研究领域、外借限制、
科学与全球安
普林斯顿大
2
开放获取情况）、相关馆员联
全中心图书馆
学
系方式
贝尔佛中心图 开放时间、地理位置、外借政
3
哈佛大学
书馆
策、目录（书籍）、期刊标题
大卫中心图书
4
服务、馆藏、研究指导
哈佛大学
室
图书馆使用、馆藏、展览、学
伦敦经济与政
伦敦经济与
5
院的百年探索、学习支撑、科
治学院图书馆
政治学院
研支撑、相关介绍
伦敦国王学院 介绍、访问、查找资源、学科 伦敦国王学
6
图书馆
支撑、科研支撑、特殊馆藏
院
苏塞克斯大学 学科指导与支撑、教学支撑、 苏塞克斯大
7
图书馆
科研支撑、特殊馆藏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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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智库馆员配备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科学与全球安全中心与大卫亚欧及俄罗斯研究中心分别
具有斯坦福大学科学与全球安全中心图书馆和哈佛大学冯汉柱图书馆（Fung
Library）为其配备的智库馆员，目前也只有这两所高校图书馆为智库配备专属的
智库馆员。
Ahnde Lin[12]是斯坦福大学科学与全球安全中心图书馆的智库馆员，主要负
责咨询服务，图书馆网站中列有其联系方式，用户若对智库所涉及核武器控制、
核能源等相关领域的期刊、政府文件、灰色文献产生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智库
馆员进行解决。
哈佛大学冯汉柱图书馆（Fung Library）为智库设置的智库馆员是 Svetlana
Rukhelman[17]，网站上列有该智库馆员的学科背景和经验经历的介绍，其主要工
作职能是在参考咨询和科研需求方面协助学生和学者，帮助他们使用电子资源，
也会帮助他们使用更传统的科研方法，此外，智库馆员在图书馆为用户提供图书
馆的总体方向、个人咨询和聚焦于电子资源的研讨会这类科研服务方面，也会帮
助用户解决实际问题。
3 国外高校图书馆支撑智库建设启示
3.1 深入以智库服务为核心的高校图书馆研究
智库研究作为开展智库实践工作的重要基础，是在智库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
的重要环节和理论支撑。近年来，我国诸多学者都有关注智库建设的相关问题，
笔者在 CNKI 中限定关键词为“智库”或含“智库建设”并含“高校图书馆”进
行检索（检索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17 日），共得到 72 篇检索结果，对其进行发
表年度趋势分析，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近几年将“智库”“智库建设”
与“高校图书馆”作为关键问题进行探讨的研究呈现总体上涨趋势，这也表明，
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这方面贡献自己的知识与力量。此外，由南京大学参与主
办的学术期刊《智库理论与实践》于 2016 年 2 月正式创刊，也代表国内对智库
理论与相关学术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与关键节点[5]。但是在目前诸多的研究中，
围绕高校图书馆如何支撑智库建设方面的总体研究数量不多，而高校图书馆在馆
藏资源、专业环境方面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具有为智库建设提供良好支撑服务
的能力，相关人员应合理利用高校图书馆具有的优良条件，提升对高校图书馆开
展智库建设服务的重视程度，深入以智库服务为核心的高校图书馆研究。

图 1 年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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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ublications by Year
3.2 充分利用高校图书馆的学科智库资源
每一个智库一般都具有特定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说，智库具有鲜明的学科特
点，学科资源因此也是智库建设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基础。而高校图书馆的资源
具有学科分明、质量优良的特点，并且高校图书馆隶属于各个高校，图书馆部门
可以与本校下设学科的专家群体、研究学者建立良好的联系，通过与其交谈获取
采访资源的重要建议。其次，高校图书馆的用户群体多是在校学生，具有新时代
的新思想，其使用资源的行为习惯，也是高校图书馆订购资源的主要影响因素，
由此，若可以将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充分利用到智库建设中，使二者进行有机结合，
根据智库所涉及的研究领域，高校图书馆为其提供对应的资源保障，则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起到降低资源查找难度、提升资源检索效率和减少人力物力支出等问题，
为开展其他智库工作提供更多的时间，促进整体工作流程的良性循环，完善智库
资源储备。
3.3 继续完善网络平台建设
网络平台的构建对于高校图书馆更好地支撑智库研究是十分重要的环节之
一，尤其在多媒体时代，更多的用户选择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相关活动，网络平台
构建的质量高低、内容的完备与否将直接影响用户对于图书馆提供的服务内容了
解程度的高低。国内高校图书馆可与所支撑的智库构成“联盟”形式，在双方的
网络平台中设置彼此的网站链接，高校图书馆之间也可以形成“联盟”形式，共
同支撑智库的建设，实现共建共享，互相带动发展。此外，在网络平台的内容设
置方面，也应该尽可能地包含资源提供、检索途径、研究领域和咨询服务等方面
的内容，并且对列出的项目进行详细的阐述，方便用户更好地了解相关信息。在
网站设计方面，应采取简洁大方的原则，使用户拥有良好的视觉体验，使其对自
己可以使用的项目一目了然，为其他工作环节留有更多的时间。
3.4 开展馆员嵌入智库服务
馆员是连接图书馆与用户的主要桥梁，高校图书馆若想为智库提供更优质、
精准的支撑服务，设置智库馆员则是十分必要的。智库馆员原则上属于学科馆员，
其拥有深厚的学科背景，而这种学科背景应是和智库的研究领域相匹配的，而其
具有的学科知识可以使其很好地嵌入到智库建设当中，因此，这也要求智库馆员
更应该具有对知识的敏锐程度，把握智库建设的整体工作流程，具有较高的数据
素养、信息素养和知识素养，可以在海量数据中，对数据进行合理的筛选、清洗
与组织，形成有用的信息，最终梳理成知识体系，为智库建设提供决策服务。智
库馆员的设置，也将提高智库工作的整体效率，同时为相关用户节省搜集资源的
时间，解决在使用图书馆的操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对用户进行合理引导，高
效率使用图书馆资源和积极参加有关的研讨会等活动。
4 结语
智库是为国家提供决策服务的机构，具有知识性，同时具有服务性的特点，
建设高水平的智库，也将提高国家的“软实力”。而高校图书馆在知识整理与人
才储备方面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可以为智库建设提供资源供给、知识体系构建
和人才配备等方面的服务，这些服务是智库建设流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
是智库得以支撑的基础，同时是建设高水平智库的重要保障。此外，在数字化时
代，图书馆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以新时代的用户需求为基准，提供新时代服务，
是图书馆继续得以生存发展的关键点，也是图书馆成功转型的重要基础。本文在
调研过程中，只是对部分的相关文献和国外高校图书馆的网络平台呈现的内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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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梳理，但是对于服务质量的调研，并没有进行实际的馆员和用户访谈，这也
是在下一步研究中需要注意和补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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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Purpose/significance]It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to the domestic
university librar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 support services, an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omestic think
tanks.[Method/process]This article takes some universities libraries that provide
better support services for think tanks in foreign countries as examples, and then
analyzes their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in professional resource supports, network
platform constructions, and librarians’ deployments of think tanks.
[Result/conclusion] It suggests that it is better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university library with think tank service as the core,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resources
of academic think tank of university library,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platforms step by step, and to promote librarian-embedded think tank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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