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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学科信息资源数字化建设研究
——
—以武汉纺织大学图书馆为例
文 / 滕胜娟
特色馆藏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是数字化图书馆建设的核心内容。文章阐述了服装学科信息资源数字
化建设的现实意义，
提出服装学科信息资源数字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加大人力、财力投入，提高数字
资源的连贯性和整合程度；聘请服装学科专业人士参与，提升数字资源的整体水平；积极建立共建共享机
制，提高服装学科数字资源的利用率等方法完善服装学科信息资源数字化的建设。
服装学科；
信息资源；
数字化

服装学科是纺织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下

提出相关建议，
以期为纺织类高校服装学科信

的二级学科，
它集材料、设计、经济、管理、计算

息资源数字化建设提供借鉴。

机应用等多学科交叉渗透的新型学科，同时它

1 服装学科信息资源数字化建设的现实意义

亦是一门具有时尚性、导向性的现代设计学科

1.1 满足服装学科师生的需求

体系。与其他学科相比较，服装学科数字化信

服装学科的特点决定其以图片、视频为主

息资源获取难度大、准确率低。首先，
这一相对

要研究和展示对象。一方面，服装设计类教师

弱势导致服装学科信息资源凌乱、零散；
其次，

需要大量古今中外的服装图片和视频信息，向

服装学科数字化信息资源以图片、视频居多，

学生展示服装的变迁和艺术风格，从本质上看

没有进行知识的深加工，缺乏系统性和统一的

服装学科教学即是一门以图片和视频为主要

检索平台，
读者检索专业的深层次信息资源比

表现手法的课程；另一方面，服装设计类学生

较困难。纺织类高校图书馆主要功能之一是为

则更需要通过图片和视频资料的形式，
反复鉴

全校纺织类专业师生学习、教学和科研提供专

赏和品味服装设计大师们的艺术作品，
提高自

业化服务。对馆藏服装学科专业资源进行数字

己服装设计品味、鉴赏力，激发自己的创作欲

化建设已成为纺织类高校图书馆工作和研究

望和灵感。从服装学科教师和学生两方面来

的重点。 武汉纺织大学图书馆积极利用学校

看，
图片和视频资料必不可少。然而当前图片

办学特色和馆藏特色，对服装学科信息资源进

和视频的获取大部分为教师和学生的私人行

行数字化建设，并取得一些成果，同时还存在

为。以武汉纺织大学为例，
图书馆的服装艺术

着一些问题。以武汉纺织大学图书馆服装学科

阅览室藏书 15 万多册、
合订本期刊 4 万多册，

信息资源数字化为研究对象，基于服装学科信

吸引了大量读者，常常人满为患，教师和学生

息资源数字化的意义、存在的问题分析，本文

们常常利用照像机或手机在相关专业书籍和

[1-2]

滕胜娟，武汉纺织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86

服饰导刊 2013 年 12 月第 4 期
FASHION GUIDE 服饰与艺术：服饰教育

期刊上获取专业性图片（图 1），由于没有专业

1.3 有利于加强校企合作

的数字化处理工序，其图片质量并不高。而视

师企
纺织类院校服装学科通过校企合作、

频的获取更是有限和费时，需要在各个视频网

输送人才。武汉纺
合作为服装行业培训人才、

上不断搜索、观看、鉴别才能找到合适的视频。

织大学服装学院已成为全国十大知名服装学

只有图书馆将这类资源进行数字化之后，
全校

院，
已连续十几年在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举办

师生就不用集中在服装艺术阅览室，而是可以

的“新人奖”大赛全国服装院校中综合排名第

自由地访问图书馆相关网站，更便捷的获取数

一。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为社会培养了大量

字化资源，从而更好地完成学习和教学任务。

的专业人才，
他们在行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3]这
些行业佼佼者由于学缘关系，与武汉纺织大学
及其服装学院在多方面都有合作，如何深入和
强化这种合作，成为校、院两层机构研究的重
要课题。图书馆可以与服装企业合作，利用服
装学科数字化信息资源与企业进行有偿合作。[4]

图 1：学生在服装艺术阅览室拍图书中的服装设计图片

1.2 使馆藏资源格局更合理化

一方面，提供版权范围内的信息资源，使服装
企业能更积极、更深入的了解行业的发展状

图书馆的馆藏主要有纸本资源和电子资

态；另一方面，图书馆也能稍微解决经费紧张

源，纸本资源占用空间大，保存困难，电子资源

的问题，
做到“双赢”
。为了更好地达到合作效

是图书馆主要购买的资源类型。通过对服装学

果，
图书馆可以积极利用已毕业学生的人际资

科资源的数字化，可以大大的缩小纸本馆藏空

源，积极向服装企业开展培训以及讲座等服

间和工作人员的劳动力。众所周知，服装类图

务，使企业和图书馆之间紧密合作，以达到长

书和期刊包装精美，价格昂贵，所以图书馆一

期合作的目的。

般只以孤本的形式购买，读者一般不能外借。

2 服装学科信息资源数字化建设中存在的

以武汉纺织大学图书馆为例，2012 年购入 6 万

问题

多册图书，其中 3 千多册为服装学科类，占总

2.1 数字化建设缺乏连贯性，
整合程度不高

图书册数的 5%，
而购书经费却占总购书经费的

数据库建设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工程，需

10%。普通图书平均每册价格为 47.21 元，
而服

这在很多图书
要图书馆长期投入经费和人员，

装学科类图书平均每册却高达 75.60 元，学校

馆都很难做到。武汉纺织大学图书馆一直致力

每年要花大量的经费来购买此类图书。截止到

于学校重点学科的馆藏数字化建设，目前建有

2013 年 11 月武汉纺织大学图书馆服装学科藏

《服装图文影像数据库》和《纺织服装专题图书

书 15 万多册，其中馆藏孤本高达 3 万多册，这

库》两个数字系统。《服装图文影像数据库》是

导致书籍流通率和使用率极低。图书馆将这类

图书馆 2003 年投入建设的特色数据库，是将

资源数字化后，读者可以自由地利用这类资

图书馆收藏的服装类文献通过多种技术进行

源，提高了图书和期刊的利用率；另外，也可以

数字化，为学校教学和科研以及从事服装设

减少学生对图书和期刊上的图片的损毁，对文

计、生产、研究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及时更新

献起到保护作用。

的，
多风格的服装图片资料库。该数据库已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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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了多种类服装图片 1.5 万余幅。[5]《纺织服装

[7]
引图片的类型和功能；
（2）不能熟练运用现代

专题图书库》是将图书馆已有的纺织服装类的

化技术手段搜集、整理文献信息，使整个数据

图书进行数字化，由纸本资源转化为数字化资

库数据含量偏少，内容浅薄，仅有设计师、国

源，使读者能更加方便地利用图书馆的馆藏资

别、面料、款式、关键词以及民族几个检索点，

源，更大限度地提升馆藏文献的利用率，实现

检索途径单一，
界面落后，没有实现嵌入链接；

图书馆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理念，收录纺织
服装类图书 1 万多种。

（3）图像处理能力欠缺，大部分图片是通过纸
本文献扫描所得，扫描效果不一，图片清晰度

虽然武汉纺织大学图书馆对《服装图文影

不高。

像数据库》每年都有一定的更新，但是更新的

图书馆建库人员的知识局限性使得服装

量偏少，
《纺织服装专题图书库》基本没有后期

图文影像数据库的建设非常艰难，
时有标引不

维护，没有更新，数据库整体建设缺乏连贯性

当或者不准确的情况发生，如对服装款式的描
述，只能大致的描述为裙子，上衣，裤子之类，

（表 1）。

而不能更准确的进一步进行细分。对于服装学

表 1:近几年《服装图文影像数据库》数据统计
年份

科资源的细分，
还是需要该学科的专业人士参

数据量
种/篇/时

存储量(GB) 新增数据（GB） 合计（GB）

与，但是各种原因如专家工作繁忙、对图书馆

2013

71233

7.5

3

7.5

2012

30653

4.5

1.5

4.5

2011

19488

3

2

3

态，
导致学科专家大多不愿意参与到图书馆的

2010

7000

1

0.2

1

学科资源建设中来。

另外，现在武汉纺织大学图书馆的服装学

的不重视以及对图书馆资源建设的不信任心

为了更好地建设好服装学科的数字资源，

科信息资源数字化建设只是停留在将纸本资

武汉纺织大学图书馆建库人员努力联系服装

源进行数字化阶段，还没真正深入整合。数字

学院教师和学生，希望他们的参与能够提升该

资源整合就是依据一定的需要，通过中间技术

学科资源建设的水平，
但是还是收效甚微。

把不同来源、不同通信协议的相对独立数字资

2.3 共建共享的局限性

源系统中的数据对象、功能结构及其互动关系

很难找到与行业发
服装学科属于小学科，

进行融合、
类聚和重组，实现无缝链接，重新结

展(包括学科与产业)需求相适应的专业商业

读者可以
合为一个新的有机整体。[6]整合之后，

数据库。[8]各个图书馆积极寻找出路，
想通过共

实现“一站式”检索。图书馆如果将《服装图文

建共享来获取资源，
但是由于各图书馆对数据

影像数据库》、
《纺织服装专题图书库》 以及网

库的建设目标和管理缺乏一致性认识，因而难

络资源进行整合，读者就可以利用同一检索平

以达成预期的工作目标，共建共享机制还在规

台进行检索，从而可以更便捷更快速的获取文

划之中。

献资源。
2.2 数字化建设的深度挖掘不够，专业性不强

在没有共建共享机制的情况下，
高校图书
馆各自为政，自建自用，如武汉纺织大学图书

由于武汉纺织大学图书馆建库人员专业

馆建有《服装图文影像数据库》和《纺织服装专

知识的局限性，导致数据库建设的深度挖掘不

题图书库》，
北京服装学院图书馆建有《基于网

够。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服

络的艺术图片数据库》，天津工业大学图书馆

装学科基础理论知识点不熟悉，不能准确地标

建有《服装信息平台数据库》和《馆藏时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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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这些数据库都是根据本校特色利用本校

信息时代资源共建共享是资源服务的发

资源构建，没有统一的检索平台，共享程度不

展方向,作为以提供信息资源服务与学科发展

高，信息利用率均十分低下，存在重复建设等

建设为己任的高校图书馆,只有共建共享学科

问题。

信息才能在资源服务上显示出其特殊的活力

3 服装学科信息资源数字化建设策略

与生机。[8]服装学科信息资源的建设可以联合

3.1 加大人力、财力投入，提高数字资源的连

有服装专业的高校图书馆在平等的基础上共

贯性和整合程度

同建设。首先可以根据各成员馆协商成立共建

数字资源建设的连贯性，关键在于图书馆

共享组织，
提供服装学科资源共建共享服务体

在这方面的人力财力的投入。高校图书馆的经

系的工作规划和监督服务；
其次可以建立共建

费不足是一个共同的难题。数字资源建设投入

共享机制，明确各成员馆的工作职责和目标，

主要集中在非数字资源转化为数字资源、
购买

达到共建共享的目的。对于建成的数据库，图

成熟的数字资源、购买网络配套设施、获取网

书馆应该加大宣传力度，突破 IP 范围的限制，

络数字资源进行加工、通过共享获取数字资源

使用户随手可得、随处可得，从而提高数据库

使用权等几个方面。[9]图书馆应该划拨专门的

的点击率，
保证了文献资源的利用率。

经费，配备专门的馆员从事服装学科信息资源
的数字化建设工作，图书馆领导可以定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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