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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O2O [1]

 Online To Offline 

 近年来兴起的一种将线下交易与互联网结合在一
起的新的电子商务模式，即网上商城（Online)
通过打折、提供信息、服务等方式，把线下商店
(Offline)的消息推送给线上用户，用户在获取
相关信息之后可以在线完成下单、支付等流程，
之后再凭借订单凭证等去线下商家（实体店）提
取商品或享受服务。 （网上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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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O2O [1]

 在电子商务的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和商流中，
O2O只把信息流、资金流放在线上进行，而把物
流和商流放在线下。

 O2O 依靠线上推广交易引擎带动线下交易，以
加大商户的参与和用户的体验感，这种线上线下
的融合产生的价值十分惊人。在该基础上的数据
分析更是为 O2O 模式 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动
力。

 这样线下服务就可以用线上来揽客，消费者可以
用线上来筛选服务，还有成交可以在线结算。最
重要的是:推广效果可查，每笔交易可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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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O2O [1]

 对于消费者
大量参考信息；更优惠的价格；便于搜索；

可在线咨询商家；信息可信度高等。
 对于商家

更多的宣传、展示机会；推广效果可查，每笔交
易可跟踪；跟踪用户数据，进行精准影响；合理安
排经营，节约成本；对地段的依赖减轻等。
 对于O2O平台

能吸引大量高粘性用户；可吸引大量线下生活
服务商家；数倍于 C2C、B2C的现金流；巨大的广告
收入空间及形成规模后更多的盈利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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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soot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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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O用户覆盖面举例—大众点评
 截止到2015年第一季度，大众点评月活跃用户数

超过2亿，点评数量超过7500万条，收录商户数
量超过1400万家，覆盖全国2500多个城市及美国、
日本、法国、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泰国、
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马尔代
夫、毛里求斯等近百个热门旅游国家和地区。

 截止到2015年第一季度，大众点评月综合浏览量
（网站及移动设备）超过150亿，其中移动客户
端的浏览量超过85％，移动客户端累计独立用户
数超过2亿。

 目前，除上海总部之外，大众点评已经在北京、
广州、天津、杭州、南京等160多座城市设立分
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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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O2O
 其信息组织方式
——以某地某类某项服务（ 某个商家）来
组织
 最新服务——上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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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和学校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

《2015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
 学校综合改革
 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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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馆舍面积增大/设施增多
 经费略增
 在校生略增（2011：675万；2014：698万）

 纸质文献购置量持平或略降
数字文献购置量略增

 新进人员素质在提高
 传统服务缩量，新服务项目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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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丽 的 图 书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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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2014西电图情学术会议，清华姜爱蓉副馆长PPT



摘自2014年陕西省高校图工委年会·上交大潘卫副馆长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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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系统同行专家的观点
（中科院图书馆/《图书情报工作》 初景利）

摘录

初景利（摘）2015.5.ppt


by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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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从哪开始查找？教师从哪开始他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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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对电子书的认知、使用和态度研究--以浙江大学为例_王素芳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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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面临转型、突破
 危机和挑战并存
 21世纪图书馆的模式

——复合图书馆（Hybrid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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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O模式让我们传统图书馆/业务焕发新春

O2O模式促进我们新业务的开展

目的：将图书馆的服务（资源）最大化的
呈现在读者面前，发挥服务（资源）的最
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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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章
陶姝成,豆洪青. 图书馆O2O服务模式探析[J]. 情报资料
工作,2014,06:95-97

 图书馆O2O服务是对移动图书馆的进一步
拓展

 从服务内容看，主要提供馆务资迅、馆藏
检索、图书推荐、图书预约、座位查询预
约、讲座展览查询、在线信息咨询等

 从服务手段看，APP、微博、微信
 提出4点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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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章
陶姝成,豆洪青. 图书馆O2O服务模式探析[J]. 情报资料工
作,2014,06: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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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作O2O的实践——苏州图书馆

苏州图书馆借助信
息技术打造的新型
O2O图书馆模式，

开通了网上借阅、
社区投递功能。
“我们有62家分馆，
还有即将落成的6座

自助图书馆，遍布
苏州市各个区，市
民可根据个人需求
选择就近的投递点，
在取书箱内拿到自
己想看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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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作O2O的实践——河北经贸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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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扭住“以读者为中心”

这一发力点，着力创新，
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践了
“基于‘三位一体’的图书馆
OTO服务模式”，

E线图情
http://www.chinalibs.net/ArticleInfo.aspx?id

=376038

“三位一体”指的是图书馆融服务

管理、资源建设和技术平台于一
体的综合系统建设

“OTO”，其内涵是“线上线下互动，
线上移动式，线下一站式”

“线上线下互动”指的是线上服务线下化、
线下服务线上化。

“线上移动式”指的是为读者提供移动图
书馆服务

“线下一站式”指的是读者在馆内一台电脑之

前就可以完成所有需要的服务，我们名之曰
“读者微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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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的O2O实践——很多

重庆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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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更强的读者空间



如何修炼等级？

借阅信誉度、给图书馆提建议、参与志愿者服务、《砚溪》《书
苑》投稿、图书推荐等等。纳、志愿者



“十佳书生”、“最佳书生”。

积分兑换借阅权限，小礼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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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研究的少
 普遍提出做好线上、线下；
 一些提出线上线下互动。
 不能称作为完全意义上的O2O模式

服务功能单一
服务系统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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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模仿O2O
 O2O平台——图书馆O2O平台
 消费者——读者
 商家——（图书馆）服务
 本地化——单馆/多馆/主分馆/图书馆

联盟

两条主线：读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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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O图书馆平台设计
 PC版、手机版、APP

风格、内容、功能基本一致
 用户注册/登录（或接入学校统一认证或

与集成管理系统的读者库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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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 （与O2O消费者还是不同的）
 个人信息绝大多数固定

 要细分（如新生、低年级学生、高年级学
生、研究生、普通教师、教授、普通管理
干部、高级管理干部等）——个性化服务

--成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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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根据细分用户进行需求调研
 分类设计
 项目设计
 服务规范流程制定



《重大图书馆服务流程规范》

服务概述
服务流程
服务规范
服务部门

与联系方式
关联服务
其他事项



重庆大学图书馆12类服务

读者管理

与培训

文献搜索

与导航
读者门户 文献借阅

数字文献

资源

教学与科

研支持
文化育人 文献共享

社会服务 捐赠服务 环境服务 参考咨询



重大服务案例：文献借阅

• 4.1 文献外借

• 4.2 文献归还

• 4.3 图书预约

• 4.4 图书续借

• 4.5 短信提醒

• 4.6 批量外借

• 4.7 自助借还

• 4.8 通借通还

• 4.9 文献阅览

• 4.10  特藏阅览

• 4.11  电子阅览室

• 4.12  自助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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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针对O2O模式进行设计（实体）

如：纸质文献服务
借书 /推荐（双向）

场所服务
自习座位、IC座位、
个人研修间、研讨室、报告厅

支撑教学
围绕课程，辅助教学资源重组

读者培训
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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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技术
 “位置服务”（LBS）

图书、设施设备、图书馆
 数据挖掘
 关联推荐
 系统和数据的互连互通（馆内、校内相关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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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方式
 重大模式(固定软件商+图书馆设计）
 重构业务管理工作
 重组部门
 树立品牌/宣传推广
 馆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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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上交大潘卫ppt



本次讲座点睛

•变！/创新
发展出题目，问题出题目，需求出题目

• “整合”/”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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