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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档案馆知识生产与服务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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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档案馆知识生产是在馆藏档案的基础上进行地知识归纳、总结、提炼与创新等，高校档案馆服务创新是档案

馆服务内容的提升与方向 , 高校档案正在成为高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做好档案编

研工作，并将其纳入到日常工作中来，就能够进一步提高档案服务质量，促进学校全面发展，为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高

校档案馆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知识生产和传播途径 , 才能为利用者提供满意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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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20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第六条“国家鼓励和支持档案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促进

科技成果在档案收集、整理、保护、利用等方面的转化和

应用，推动档案科技进步。”说明国家鼓励档案馆知识生产，

鼓励档案馆利用馆内及外单位高、新、尖材料编辑出高质

量的成果材料，方便社会人士利用。本文谈一下档案馆知

识生产与服务模式创新方式。

1 高校档案馆知识生产

高校档案馆知识生产是在高校档案馆馆藏档案的基础

上进行地知识的收集、整理、归纳、总结、提炼与创新等，

它不同于单纯的材料收集整理，而是凭借现有的档案资源，

凭借对高校、对市场敏锐的洞察力，运用自己的学术专长对

科研等类别的档案材料进行汇总编辑，高校档案馆利用档案

馆知识生产成果为学校和社会科研人员提供帮助与服务。

1.1 对史料的编辑

每一所高校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以客观严谨的态度

编辑校史，是高校发展前进的重要标志，它对后人具有存史、

资政和教育的作用。盛世修志，编写校史绝不是简单地把

学校历史记录下来，而是以纪实的手法从中展现学校办学

特点、学校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等。回顾历

史、承前启后、总结经验、展望未来、教育后人、开创新业，

这是编撰校史之目的所在。编好校史，把学校发展过程呈

现出来，使我们看到学校发展至今靠的是什么，作为创业者，

一大批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是什么，作为学校的当

今主人，每位师生员工都应该继承前人的宏愿，推动我们

事业向前发展，只有这样校史才能发挥它存史、资政和教

育的作用。

1.2 对学术成果的编辑

高校人才辈出，是科学前沿的聚集地，集教学、科研

和服务社会三大功能为一体，是科研创新的核心阵地，科

研成果数量可观，所以高校对于重要的科研成果档案要及

时收集、整理、加工并编辑成册，为社会有识人士提供利

用服务。高校作为技术创新的摇篮，在获取最新成果后，

就要充分利用科研平台展示其研究成果，档案馆要及时做

好科研档案的编研与开发利用工作，让关注这一领域人士

早日知道此科研成果，从而得以推广及转化，服务人民，

服务社会。

1.3 对特色文化的编辑

特色文化建设是高校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高校

进步的精神标志，对高校特色文化进行编辑，是高校持续

发展的必然要求。高校应具有自己的文化属性，高校人文

气氛浓烈，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传播和弘扬高校特色文化

的历史使命，承担起推动特色文化发展的历史重任。高校

特色文化包括高校标志性建筑、人文景观、各种教学设施、

特色精神文化、特色校训、科研制度文化、管理制度文化等。

做好特色文化的编辑，将有利于传承高校先进文明理念及

办学素养，有利于提高教学特色及办学水平。

2 高校档案馆服务创新

高校档案知识服务无论从形势还是从内容上都比传统

档案服务有所创新。档案服务创新是在真实的馆藏档案基

础上进行收集、整理、提炼、深化的深层次服务 , 是档案馆

服务提升的表现。与传统档案服务相比 , 现在的档案服务对

数字信息化的依赖程度更高 , 形式更加多样化。档案馆只有

不断生产出利用者所需要的知识并加强知识传播途径 , 才能

为利用者提供所需要的档案知识。随着利用者需求档案知

识的多样化 , 档案潜性知识越来越受到利用者的重视。在传

统模式下潜性知识很难得到传播，但随着现今网络技术飞

速发展，档案工作人员素质不断提高，被发掘出来的档案

潜性知识一定会越来越多。随着数字档案的推广，档案馆

利用信息技术建立档案信息共享平台 , 共享高校信息资源 ,

能促进各高校间的共同发展，实现合作共赢。高校资源共

享有利于实现档案知识增值 , 促进档案知识生产 , 加大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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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范围，能更好地为利用者服务。

3 高校档案馆知识生产方式

3.1 对馆藏档案进行深度开发

当今社会是知识经济时代 , 高校档案馆应把自身馆藏资

源的价值充分挖掘出来 , 如特色档案资源的开发一定要在保

证其真实性的基础上保障其完整性，并作加工提炼处理 , 为

利用者完整地获取档案资源提供服务。数字化处理馆藏特

色档案，是指高校档案馆在自身馆藏档案资料的基础上 , 通

过分析、整理、提炼等方式生产出具有更高价值的档案产品。

特色馆藏是指档案馆经过提炼档案知识 , 生产出具有一定规

模、内容比较完整的文献资源和科研资源。高校档案馆应

充分挖掘特色馆藏资源的价值 , 为利用者提供较为全面的档

案知识服务。

3.2 高校档案馆定制化知识生产

高校档案馆知识服务是围绕利用者需求展开的 , 高校档

案馆提升服务质量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以利用者的需求为

中心。不同的利用者对档案知识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高校

档案馆应打破传统的档案服务模式 , 为利用者提供个性化服

务，届时档案馆利用者数量将会有扩大化趋势。现今高校

档案利用一般仍以原始档案为主，高校档案馆要上一个台

阶必须要创新，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定制化服务，进行定制

化知识生产。[1] 定制化知识生产是为利用者提供所需的知识

产品 , 如科研人员需要相关的课题立项材料，档案馆工作人

员可以对与该课题有关的馆藏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在法

律法规允许范围内将该课题的有关的主要研究人员、研究

过程及成果等提供给利用者，为其课题立项提供材料。定

制化知识生产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专业性，能够满足利用

者高层次的获取知识需求。

4 高校档案馆知识传播模式分析

部分利用者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对档案资源的获

取途径不太了解，档案馆应开展多渠道服务模式，采取多

种模式传播档案知识。本人认为 , 档案知识传播模式经历了

三个阶段，即单向传播、双向传播以及网状传播。[2]

4.1 单向传播模式

档案馆早期知识传播的主要形式是单向传播。高校档

案馆作为档案存储中心，早期档案馆主要为用户提供档案

查询和借阅服务 , 在这种模式下，档案馆作为档案知识传播

地，将档案资料单向传递给利用者。在这一模式下的档案

是以最原始的状态呈现给利用者，利用者处于一种简单接

受档案资料的状态。

4.2 双向传播模式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档案馆知识传播的渠道有了

新的平台。网络的普及 , 档案馆采取多种渠道增加了与利用

者之间的沟通，了解利用者需求并完善自身基本设施，打

破了单向知识传播的模式。在这一传播模式下，档案馆向

利用者传递馆藏档案资源，利用者也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

使档案资源得到分享和传递，同时，利用者也可以将自身

有价值的资料或学术成果提供给档案馆方便更多用户获取，

这样便可以实现档案知识的双向传播。该模式有助于提高

档案馆用户黏性，提升档案馆知识传播效率。

4.3 网状传播模式

随着计算机、大数据以及云计算技术的出现，网状知

识传播模式也随之出现。在该模式下，知识的载体以及传

播方式更加多样化 , 电子资源成为知识的重要载体，档案馆

利用者也可通过多种渠道获取资源。[3] 例如，利用者可以通

过档案馆网页、QQ 群、电子邮件、微信公众号等方式获取

所需档案资源。网状知识传播方式形式多样，每个利用者

在此模式下既可以成为档案知识的生产者，也可以成为档

案知识的传播者。

5 面向服务创新的高校档案馆知识生产与传播优

化建议

5.1 深挖用户需求

高校档案馆利用者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利用者所需档

案知识也呈现多样化特点，高校档案馆可以按照所需材料

类型等将其划分为不同群体，然后分析其档案知识需求。

例如：档案馆可以建立利用者 QQ 群和微信工作群，定期向

群内利用者传送所需要的档案知识资源。档案馆要不断深

挖馆内的馆藏档案，满足利用者所需档案资料的深度与全

面性，提升档案知识产品的多样性，尽自己最大努力满足

各个层次利用者的知识需求。

5.2 提升知识的价值

高校档案馆作为档案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体，必须提

升档案知识的价值。利用者和馆员是知识生产的关键所在，

利用者利用何种资料直接决定了档案生产知识产品的方向、

数量和质量。因此，在大数据时代，高校档案馆在注重基

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要加强编研力度，为档案馆加工知

识产品以及知识传播提供便利。

5.3 建立反馈机制

高校档案馆应建立利用者利用效果反馈平台，通过此

平台调查并了解用户满意度 , 最大限度地了解高校档案馆资

源生产与传播的效果 , 对利用者不满意之处或集中反映的问

题进行分析并不断改进和完善，推进档案馆知识服务体系

建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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