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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时代的
国际文献交换体系新特点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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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文探讨了信息经济学对国际文献交换的影响，利用价值链分析方法，为国际文献交换创造低成本等竞争优

势提出了一些理论上的对策，从而提出重构国际文献交换价值链是信息经济时代获取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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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经济主体在

理的所有过程，自己分析并做出选择，然后执行决

信息不确定、不完全的条件下，通过一定的经济行

策。而分权管理实质是把交换决策管理权放到接近

为，最大限度地预防风险、获取最大经济效益的经

信息源的交换人员手中，这样可以缩短交换的传递

济活动过程。信息经济的另一种含义是把信息经

时间，减少交换过程中信息传递过程的控制问题，

济学作为一门产业经济学，侧重于运用计量、统

从而节约交换信息传递与过程等相关成本 3 !4 。从交

计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信息经济的规模和结果，

换信息的决策价值角度，交换者掌握的信息越精

注重从社会经济的宏观层面来体现经济形态特

确，越及时，采用分权管理就越能显示出其充分利

征，是与物质经济即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

用信息价值的优势。由于交换内部管理信息系统的

的 。在信息经济时代，信息资源上升为社会经济

建立，信息由传统的纵向交流变为横向交流，交换

发展的基础资源，成为社会经济要素之一。除对物

单位及交换者处于同一水平面，成为网络上的节

质资源的有限开发外，信息资源的充分开发具有

点，同等获取所需的信息，使交换效率得以大幅度

发展战略意义 3 # 4 。

提高，
从而降低交换信息边际成本 3 04 。

3’4

% 信息经济
对国际文献交换的影响
’% ’

集权管理与分权管理

’% #

国际文献交换组织结构

在信息经济时代，国际文献交换组织结构将
向开发型、网络型方向转变，管理结构从多层次金
字塔型变为以交换市场、信息技术、用户和人才为

集权管理与分权管理关系首先与信息的传输

中心的扁平型。传统的金字塔型交换结构是由上

与处理有关，交换决策过程就是信息的传输与处理

而下确立交换活动，这导致了信息失真与不足，又

过程。在交换决策过程中，首先从交换的内外环境

增加了信息的搜寻成本，极大妨碍了交换者对信

中收集各种有关的信息，这种信息的输入对将要做

息的有效判断和工作积极性，增加了代理成本。信

出的决策具有很大的作用。集权管理是指信息被收

息经济时代的国际文献交换将使交换的信息效率

集后，交换单位高层决策者就要根据这些信息做出

与成本得以优化，使交换各主体可以直接沟通和

决策，
然后传输到下级。决策者控制着信息收集、
处

联络，交换的组织结构更加趋于扁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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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系统的管理。这就要求交换在组织的过程中，

传统的国际文献交换信息的共享程度及数据

不仅要考虑本交换的管理，更要考虑交换市场的整

的准确性、完整性和一致性较差。绝大多数图书馆

体系统。交换技术水平的高低是实现交换效率高低

文献交换还没有建立数据仓库，没有实现统一的

的一个重要因素，要建立一个适应信息经济运作的

交换视图，难以支持交换分析和决策。虽然多数图

高效率交换系统，信息技术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

书馆已开始重视文献交换经济信息工作，但是实

其次，信息经济将促进交换管理水平的提高。交换

施建立专门信息系统的只有少数大中型图书馆，

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交换效率的高

多数图书馆无力也无心建立自己的文献信息管理

低，也影响着信息经济高效率优势的实现。只有提

系统，交换的全过程都在一种原始的操作下进行，

高交换的管理水平，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将

这无疑与国际文献交换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脱

科学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应用于交换管理当中，才能

节的。信息经济时代的国际文献交换能更好地满

确保交换的畅通，才能使国际文献交换以最小的代

足用户的需要，减少许多不必要的交换等待时间，

价去搜取和选择有用的信息，找到最优的信息系

避免多余的交换环节与费用，保障交换活动过程

统，为国际文献交换确定科学交换的原则和方法，

的连续性、均衡性，并且能够提高交换效率，缩短

实现交换的合理化和高效化 & ’( 。

交换周期，降低交换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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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时代的
国际文献交换

信息经济的作用

%$ %

管理变革

（#）信息经济时代国际文献交换所面临的外
部因素将变得极其复杂。从需求方面看，交换市场
将进一步细分，并趋向个性化。这种变化是在两方
面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是在多文献、高质量

信息经济将使国际文献交换发生巨大的变

的交换需求得到满足后将向更加个性化的方向发

革，高效率的信息通信网络，把各国、各交换系统

展；二是交换通过信息化与交换用户建立了直接

连成一个整体，从而缩短文献交换的时间和空间

供需联系。个性化需要交换单位对交换活动进行

距离，使图书馆国际文献交换从开发和利用信息

有效管理，使最恰当的信息在最恰当的时间传播

资源的过程中获得高效、合理、畅通的交换优势。

给最恰当的用户，以便其做出最佳的决策 & ) ( 。

（#）创造虚拟性的交换活动空间：将信息技术

（%）信息经济时代国际文献交换的主要特征

应用于国际文献交换活动，它为交换创造了一个

是以快速反应来适应外部要素的变化。交换利用

虚拟性的运动空间。在信息经济的环境中，交换活

信息技术，做到获取信息快、决策快、反馈快，在这

动的各种职能和功能可通过虚拟化的方式表现出

种情况下，要最大限度地缩短各环节之间交换的

来，在这种虚拟化的过程中，交换主体可通过各种

时间，减少浪费，实现交换过程的程序重组。

组织方式，寻求交换合理化，使交换在实际的过程

（!）在效益模式上，信息经济时代的交换要在

中，实现效率最高、费用最省、距离最短、时间最少

战略和策略上完成根本转变，从追求交换利润最

的功能。

大化转变为在利润最大化、交换价值最大化和获

（%）改变交换运作的实时控制：信息技术可使

取交换市场份额之间寻找平衡点，从单纯追求交

交换实现网络的实时控制。在信息经济环境下，交

换规模效益转变为在追求效益中处理好交换的经

换的运作是以信息为中心的，信息不仅决定了交

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

换的运作方向，而且也决定了交换的运作方式。在

"

实际运作过程中，通过网络上的信息传递，可有效
地实现对交换的实时控制，实现交换的合理化。
（!）改变交换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在现代信

!$ #

国际文献交换
价值链

国际文献交换价值链概念

息经济环境下，交换将改变其交换组织形式和管理

交换的基本价值链是一个由存在依赖关系的

模式。首先，信息经济则要求交换从用户的角度来

基本活动组成的系统，而基本活动的有效运作与协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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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产生了价值流体系。如及时输出采购、
发货、
为用

价值链的建立是基于研究交换内部所有的交

户提供相关服务等一系列的平滑运作与联系。这些

换活动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系统方法。交换的核心

与交换目标相关联的基本活动间的联系和协同正

问题是如何分析与实施价值链管理，其过程有两

是交换能力的体现。在交换的外部竞争性市场中，

个方面：一是从价值交换、价值链分析到价值链管

信息技术作为交换的关键技术，已经渗透到交换价

理；二是从交换管理、交换策划到价值链管理 & ’ ( 。
价值链管理的意义在于：建立与交换市场相

值链中的每个环节，不仅影响着交换竞争范围，而

适应的、数字化的交换模式，促进交换结构优化、

且改变着价值活动的交换活动方式。
国际文献交换价值链是指文献交换链中具有

交换流程改进与交换信息化建设，整体降低交换

共有文献交换和价值增值的整个环节。由于建立了

成本，提高交换活动管理与交换效益，实现交换的

适应自身独特的共有交换的专门系统，使得交换在

价值链增值。

循环中不断地创造知识财富，成为交换有效的知识

!# !

传递。国际文献交换通过对交换文献的利用和创造
实现价值增值，交换文献价值链是信息价值链的延

价值链对国际文献交换体系的优化和

影响
（%）交换的价值。通过分析价值链增强交换的

伸与发展，
是信息价值链发展的高级阶段。

价值。通过对价值链各个要素的分析，寻找能够增

价值链分析的意义

强交换文献品种的功能和特性的要素，消除影响

!# $

价值链分析就是结合交换外部环境，根据交

交换形象和交换外部条件的因素，降低交换单位

换自身特点找出交换活动中能产生价值的主要环

文献交换的成本，实现文献交换资源的优化配置，

节，并通过这些环节的有效联结形成交换的价值

发挥交换人员和与交换有关的各个部门的协同作

链条，使交换效益最大化。根据交换的战略发展，

用，从而增加交换文献品种的质量及其交换服务

利用优化再建后的交换价值流构成一定时期的交

等功能，实现文献交换活动的增值并提高其在交

换价值链。价值链随交换规模和交换活动而不断

换市场中的竞争力。

调整和发展。它能为交换创造新的业务流程和影

（$）管理环节或业务流程。通过价值链分析

响，包括不断改变交换管理方式、新文献的挖掘、

法，可识别出交换需要改善的管理环节或业务流

服务支持、交换市场战略互补、全球性的文献交换

程，并采用适当的信息技术 ) 信息系统，按照价值

链。文献交换决策性价值链是交换战略决策系统，

链业务处理流程进行交换业务处理的全面监控和

包括文献提供与交换对象选择、预期交换市场占

流程管理，提高文献交换价值链基本活动环节的

有率与效益、交换资源发展规划等。文献交换主体

增值效果。基于价值链的交换信息化战略，将使交

链贯穿于从用户需求到为用户提供满意服务的全

换更加关注文献质量和交换流程，帮助交换单位

过程，一般包括采购、加工和配送等环节。文献交

通过降低交换和服务成本、减少管理复杂性以及

换支持性价值链是为主价值链服务的支持系统，

信息沟通和信息共享来实现各环节的协调集成，

包括成本管理、交换质量管理等。根据交换价值链

增强交换的运行控制能力。同时，通过对交换和服

功能的界定与分析，可初步建立国际文献交换的

务的支持，帮助交换主体了解用户需求及其趋势、

核心与交换价值流向优化模型，如图 % 所示。

发现目标市场，提供合适的文献和差别化服务，增
强交换的灵活应变能力。
（!）交换双方的互动。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

降低交换组织和交换成本
优化交换流程
价值流向

优化交换结构

提高交换
竞争能力

优化信息流
优化资金流

控制交换风险

交换双方的互动性增强。交换可以较之以前更加
方便、及时地获取用户的需求信息，从而实现为用
户量体定做的个性化服务。信息技术使得交换双
方的成本得以大幅度降低，交换一方获取用户的

以交换活动为中心，持续改进、标准化管理

图%

国际文献交换价值流向优化模型

万方数据

信息变得简单、方便、及时，用户通过交换的网站
可以很快地将自己的需求传递给交换方，交换方
—!"—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 !0 卷第 1 期

1223 年 4 月

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内部网络将信息迅速地传递给

换增值活动，其交换价值的增加能使用户实现自

相关的部门进行配置。这种互动效应将会推进交

己的交换价值。交换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交换过程

换的柔性化发展，使国际文献交换进入高效率运

中所进行的大量相互分离的活动。交换要实现成

转状态。

本领先和目标集中等基本战略，就要使用系统性

（#）用户信息管理系统。用户信息管理系统的

方法考察交换的所有活动及其相互作用。

开发是交换基本的技术创新策略之一。搜索用户

参考文献

信息，开发相关决策支持系统，与用户交流并分析
用户价值链，从而识别用户需求，为用户创造独特

!"#

价值。同时通过分析各类用户价值信号来明确用
户追求和认同的价值，以使用户满意。交换主体可

"*$
!(#

!-#

查尔斯·.·萨维奇 $ 第五代管理 !.#$ 谢强华，
等译 $ 珠

!,#

斯蒂芬，
哈格，
等 $ 信息时代的管理信息系统!.#$ 北京：
机

海：
珠海出版社，
"&&’$

意度，扩大交换市场份额。

!

结

杨文祥 $ 论信息管理学的概念与概念体系 !%# $ 情报科学，
(+++
（,）
：
&+ )&,$

通过“增值交换业务”价值链影响用户价值，降低
用户成本，提高交换价值的效用，进而增加用户满

乌家培 $ 信息经济及其管理 !%# $ 经济学家，"&&’
（(）
："( )

论

械工业出版社，
(+++/
!0#

在信息经济时代的国际文献交换不得不重新
自我定位，重新思考自身的战略计划和管理方式，

报开发与经济，
(++1
（"1）
：
’ )&$
!1#

以便适应国际文献交换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变的新
环境。需要注意的是：建立交换价值链的最终目
标，是为用户提供满意的文献，最大限度地增加交

张军礼 $ 关于网络信息资源组织与服务趋势!%#$ 科技情
迈克尔·波特 $ 竞争优势!.#$ 陈小悦译 $ 北京：
华夏出版
社，
"&&*$

!*#

卡利斯·鲍德温，
金·2·克拉克，
等 $ 价值链管理!.#$ 北
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 (’) *)+ ,’%#%&()#-.(-&. $/ 01()#1%(-$1%2 3-()#%(4#)
56&’%17) 89.(): -1 (’) !7) $/ 01/$#:%(-$1 5&$1$:9
$% &%’，(% )%*+,’
（-./’0./, 1,23/34，5’67,7%78 *9 -:,8’7,9,: ; <8:.’,:/= 5’9*3>/7,*’ *9 -./’0./,? -./’0./, @AAA!B）
"#$%&’(%) <.,6 /37,:=8 0,C86 /’ *C83C,8D *9 7.8 :*’:8E7 *9 ,’9*3>/7,*’ 8:*’*>4? 8FE=*386 7.8 ,’9*3>/7,*’
8:*’*>4 ,>E/:7 *’ ,’783’/7,*’/= =,783/7%38 8F:./’08 93*> :./3/:783,67,: *9 ,’9*3>/7,*’ 8:*’*>4G H/I,’0 %68 *9
>87.*J6 *9 /’/=46,6 ,’ C/=%8 :./,’6? 7.8 /37,:=8 E%76 9*3D/3J 6*>8 7.8*387,:/= D/46 7* :38/78 :*>E87,7,C8 /JK
C/’7/08 *9 =*D83 :*67? 7* 3/,68 38:*’673%:7,*’ C/=%8 :./,’ *9 ,’783’/7,*’/= =,783/7%38 8F:./’08 D.,:. ,6 /’ ,>K
E*37/’7 >8/’6 *9 0/,’,’0 :*>E87,7,C8 /JC/’7/08 ,’ 7.8 ,’9*3>/7,*’ 8:*’*>4G <.8 /37,:=8 ./6 7* 38*3,8’7 /’J 38K
7.,’I ,76 673/780,: E=/’ /’J ,76 >/’/08>8’7 674=8 ,’ ,’9*3>/7,*’ 8:*’*>4 ,’ *3J83 7* 9,7 ’8D :,3:%>67/’:86 *’
,’783’/7,*’/= =,783/7%38 8F:./’08G
*+,-.&/$) ,’9*3>/7,*’ 8:*’*>4，,’783’/7,*’/= =,783/7%38 8F:./’08，C/=%8 :./,’

万方数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