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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数字化内容日益丰富的环境中，
图书馆面临着用户注意力分流问题。
从分析成功的互联网公司呈现的长尾现象入手，
阐述了长尾形成的三个基本原则。
在总结图书馆界对长尾理论认知的基础上，
应用长尾理论对图书馆当前在资源整合和服务方
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导致用户流失的原因，为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服务的重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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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In a more and more abundant of digital content environment, one big problem that the library faced is that their users have shorten
attention on them. Based on the analyzing of the Long Tail phenomenon in some successful Internet companies, this paper expatiates three key
principles of the Long Tail theory and summaries the views of libraries on the Long Tail theory. Then, it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library in
resources aggregation and services according to the Long Tail theory. At last, it discusses the reasons of user shorten attention, so a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libraries to construct new services in network age.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Long Tai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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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带来了信息供应的爆炸，由于生理条件的限制，

Google、亚马逊和Netflix之类网站的商业模式，阐释互联网企

人们吸收信息的能力并没有明显的增长，信息的供应和吸收

业成功和失败的原因。

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所以“注意力”成为经济学意义上

1.1

的稀缺资源。在过去获得研究和学习资料受限于少数渠道的

长尾现象
长尾现象最初来自对一些成功的互联网营销商的观察。

条件下，图书馆吸引了学术用户注意力，但是现在图书馆已

图 １ 是在线音乐销售商 Rhapsody 公司的数字音乐销售统计

经不再是学术资源聚合的惟一中心，搜索引擎等一些新的资

表，从图中可以发现，该公司和传统音乐销售商店一样，都

源聚合中心正在形成。图书馆的用户也正在被这些新的资源

有相同的符合“幂指数”形式的需求曲线，头部是排行榜前

中心所分流，图书馆变成了若干知识传递渠道的一种。如何

列的流行曲目，尾部快速下降的部分代表不太流行的曲目。深

在用户注意力被分流的环境中重构自己的服务是图书馆面临

入研究发现：图 １ 中的浅色部分，即排名在 ４０ ０００ 首以后的歌

的一个重要挑战，网络经济的长尾理论提供了一个从整个图

曲仍有源源不断的需求，这是一般非在线音乐零售商所无法

书馆系统角度来审视图书馆活动的新方法，以思考在网络环
境下图书馆的价值和影响。

１

长尾现象和长尾理论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 安德森（Chris

Anderson）提出了一个网络经济的新概念——长尾（The Long
Tail） ［ １ ］ 。此概念很快发展成为一种新经济理论，用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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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包括世界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WalMarts）也是如此，

盖那些 ２０％ 的主流产品（Hits）而忽略了后面的尾巴（Misses）。

沃尔玛在４０ ０００ 首之后的销售记录几乎为零。而在Rhapsody，

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就是通过捕捉到这些“被遗忘的尾巴”
，获

位于排行榜第 １０ 万、２０ 万、３０ 万、４０ 万的曲子仍有点播，这

得了比主流市场更大的市场，而这些数量巨大的非主流产品

就是长尾现象 。网络书店亚马逊，搜索引擎巨头 Google，在

就构成了“长长的尾巴”
。

［１］

线音乐销售商 iTunes 等都存在类似的现象。克里斯· 安德森

２

通过对不同公司长尾现象的研究，提出了长尾理论。

长尾理论对图书馆的启示

长尾理论

1.2

笔者将安德森提出的长尾理论总结为三个基本原则：

2.1

图书馆界对长尾的认知

长尾就是必须

长尾理论提出后，引发了图书馆界对长尾理论的热烈讨

有足够长的“尾巴”
，让用户需要的所有资源都能获得，前提

论。图书馆界的基本观点是：图书馆的馆藏建设就是长尾，只

就是要有足够供应产品的数量聚合。没有一个巨大数量累积，

是因为互联网公司成功的眼球效应，商业世界才发现它的价

就不能形成规模经济，长尾活动也将不存在。比如，对于网

值。

1.2 .1

应有尽有（Make Everything Available）

上图书零售网站来说，如果没有一个足够大的产品目录就不

美国康涅狄格州图书馆协会主席米歇尔（ Mi ch ael A.

可能有自己的长尾经济。Amazon 之所以是长尾的典型，是因

Golrick）认为：在长尾概念产生之前，
大型城市公共图书馆就开

为它比零售店聚合了更多的产品，为用户提供了更多选择的

始服务于长尾。其所在馆的 ７５ 万册馆藏涵盖了各种类型的图

机会，满足不同用户的购买需求，这称之为供应聚合。

书和期刊，从研究型著作到儿童读物，基本上满足了各种类

长尾经济的形成，并不

型读者的需求，这就是一种长尾现象。图书馆和信息资源委员

在于非热门产品的数量多于热门产品数量的总和，关键是将

会（CLIR）主席南希（Nancy Davenport）也持有类似观点：图书馆

在尾巴（即非热销产品）中的产品与那些在头部（即热销产品）的

［４］
构建馆藏的模式就像构建长尾，
“图书馆是长尾的启迪者”
。

1 . 2. 2

关联推荐（Help Me Find It）

产品之间建立了关联，就是实现头尾相连，这种关联可通过技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图书馆的罗伯特（Robert H. McDonald）

术手段实现，促使尾巴产品能被潜在客户发现。例如，Amazon

认为：图书馆的长尾形式已存在多年，现在需要从长尾的第一

正是利用协同过滤系统（collaborative filtering）进行关联推荐。
当

阶段——印本图书的目录，向长尾的第二阶段——数字资源

顾客主动“暴露”了自己的需求后，即通过研究顾客的浏览

的目录转化［５］。印本图书的国家联合目录、多种图书馆联合体

行为和购买行为来对其进行指导，如“购买此商品的顾客也

提供的数字编目记录也被认为是长尾的形式。
OCLC副主席劳肯（Lorcan Dempsey）的认识有所不同。劳

购买过……”等，使非热销产品与热销产品之间建立了联系。
利用推荐让潜在的客户发现自己的需求，从而带动对长尾商

肯认为：“聚合供应和聚合需求是长尾的本质。聚合供应提高

品的需求［２］。Gartner公司［３］对２００５年对数字音乐市场的调研也

了发现水平并降低了交易成本，也就是很容易让读者去发现

证实了这一点。大约 １／４ 的联机音乐用户认为与其他人共享

和获得。聚合需求就是聚集在一个用户社区，使资源和对其

流行音乐趋势的功能是他们选择联机音乐服务的重要准则；有

［６］
感兴趣的用户接触的机会增加”
。这个看法和网络经济界的

近１／１０的用户声称他们通常是基于其他人的推荐来决定购买；

认识比较一致，只有聚合供应与聚合需求同时存在，才能构

１／３ 的用户声称他们对联机音乐发现和推荐技术感兴趣 。这

成长尾。

也称之为需求聚合。

2.2

［３］

长尾对图书馆的意义

一般

在互联网和搜索引擎产生之前，图书馆确实构建了许多

的经济规律是“物以稀为贵”
，虽然长尾产品比较稀少，但它

“原始形态”的资源长尾。无论是“大而全”
、
“小而全”的馆

的供应价格却不高。这不是盲目的降价，原因是长尾产品在

藏建设模式，还是从系统范围、地区范围内的联合目录到国

流通过程中“摩擦”成本比较低。Amazon 的价格之所以能比

家范围的联合目录，其目的都是为了进行资源的最大范围的

非在线销售商低，是因为它的库存成本和渠道成本几乎为零，

汇聚和揭示，形成资源长尾。互联网的发展为图书馆的资源

同时，它缩短了供应环节，跨越了供应链中的分销，直接从

聚合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图书馆不仅将原来印本的联合

生产商到客户手中，从而降低了传递的成本。iTurns则是将整

目录转化为数字的联合目录，更加有利于资源的揭示，同时，

张 CD 的销售变为单曲销售，节省了 CD 的生产成本，同时，

利用互联网来链接电子资源、馆际互借和其他数字图书馆资

数字音乐适合网上直接传递，也大大降低了传递的成本，使

源，大大延展了这种资源长尾。

1 .2 .3

降低摩擦（Cut The Price In Half, Then Lower It）

得每首单曲的价格能降到２０－９９美分，从而赢得了市场份额。

然而，越来越多的数据和事实表明，图书馆的传统用户

总之，长尾理论的核心思想在于：在网络经济中，对于传

正在流失。OCLC 在 ２００５ 年底推出的《对图书馆与信息资源

统企业难以照顾到的那部分消费者的需求，可以被重新挖掘

的认知》调查报告中指出：被调查者中有 ８４％ 的人首选搜索引

而产生巨大的价值，尾巴的重要性加大，而传统经济只能覆

擎开始信息检索，只有 １％ 的人从图书馆网站开始；被调查者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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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搜索引擎比图书馆辅助搜索有更高的质量、更多数量

缺乏统一的资源揭示平台，对于图书馆系统的资源揭示

的信息和更快的速度 。
部分学术信息用户对图书馆的依赖度

是有缺陷的。不论是单个图书馆还是已经加入了基于联合目

也在逐渐降低，特别是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２００４

录体系的馆际互借联合体的图书馆，只能在自己的平台上聚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调查表明：４６．５％ 的学生喜欢使用搜索

合本馆或几个联合馆的资源供应，从整体看，存在资源聚合

引擎查找学习资料，而只有 ２１．９％ 的学生使用图书馆的电子

的技术障碍。即使是国际性的联合目录体系—— OCLC 的

资源 。虽然在资源长尾的构建中花费了巨资，但却依然没有

WorldCat，在它与 Google、Yahoo 等搜索引擎合作之前，很多

阻止用户注意力的外逃。与此同时，Google、Amazon 等互联

用户可能都不知道如何去查询这个庞大的目录系统。

网公司通过资源聚合、减少摩擦、激发潜在的用户需求，成

3 .1 .3

功地使越来越多的用户将注意力凝聚在自己的网站上。

资源列表、全文数字图书馆系统等都有自己的知识组织方式

［７］

［８］

没有统一的知识组织体系 不同的馆藏目录、
数据库

所以，必须分析图书馆的原始长尾和 Google、Amazon 这

和检索系统，用户很难从一个界面、一个入口获得全面的资

类长尾公司的差别所在，以便重构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在学术

源信息。所以对用户来说，需要从不同的检索入口进入，图

交流中的地位，重新吸引图书馆用户，使他们的注意力回归。

书馆的资源是零散的。即使图书馆通过跨库检索系统对这些
资源进行了整合，实现了一站式检索，但基于元搜索系统的

３

图书馆的长尾剖析

跨库检索与基于联邦搜索系统的搜索引擎相比，在系统性能
方面，后者似乎更为用户所接受。对于有资源共享合作关系

为了揭示“此长尾”与“彼长尾”的差别，笔者应用长
尾理论的三个基本原则对图书馆实践进行分析：

资源聚合没有完成

3.1

长尾理论的第一个原则是“应有尽有”
，也就是说要实现
资源供应的聚合。对于图书馆来说，这意味着图书馆需要提

的图书馆之间，多数只在联合目录层面上进行了聚合，几乎
没有深层无缝链接，因此图书馆之间的资源也是零散的。图
书馆资源的聚合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3.2

整体获取资源的成本过高
图书馆与商业公司的性质不同，不是以盈利为目的，更

供更广泛的、全方位的资源，不论是热门的还是冷僻的资源，

应该“降低摩擦”提供低成本的服务。但是，由于图书馆在

也不论是印本的还是数字的资源，不仅包括本地收藏，也包

供应的聚合上的缺陷，用户对长尾资源使用的交易成本并没

括其他馆以及商业出版商的资源。虽然整个图书馆系统可以

有明显的降低。

达到资源聚合的数量要求，但是实际的聚合过程仍然有许多
限制。

一个图书馆内的流通可以看作馆内的资源流，而多馆之
间的馆际互借就是馆外的资源流。由于供应馆内资源聚合的

资源数字化的限制 数字化形式的资源在聚合方面有

数量有限，所以发展馆际互借成为各馆实现资源共享、解决

独特的优势。对于数字产品，存储所有的东西都是十分经济

图书馆供应能力不足的主要途径，换句话说，馆际互借实现

的，不论是流行的还是冷僻的。它们以字节存储在硬盘中，不

了系统范围内的供应的聚合。在实践的应用中，这种扩大用

需要占据书架空间，也不需要包装或分发的成本。因此若把

户获取资源的途径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优势。根据 OCLC 的

所有的馆藏数字化，将有助于馆藏资源的聚合使用。

统计，馆际互借仅占全部图书馆流通的 １．７％，与图书馆内的

3. 1. 1

目前，图书馆有许多图书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大约８０％

资源流相比，从一个图书馆到另外一个图书馆的资源流是很

的图书馆流通仍来自２０％ 的馆藏，实现资源的完全数字化，还

低的［６］。究其原因，就是通过馆际互借获取资源的成本太高。

存在经费和知识产权的限制，同时，图书馆以各种方式保存

笔者通过与一些学者的访谈发现，一方面，由于馆际互借证

和维护的遗产类图书则不太可能数字化。由于图书馆资源数

的数量限制，使得馆际互借馆双方用户的借阅权限并不是同

字化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目前印本图书还是图书馆的主角，

等的，要获得其他馆的资源首先要申请借阅权利；另一方面，

所以资源聚合的难度相对大很多。

馆际互借仍然需要到其他馆去借阅，距离和路途的成本使很

3 .1 .2

缺乏统一的资源揭示平台 对于用户来说，
传统图书

馆因受限于物理建筑，服务范围仅局限于本馆的用户，图书

多用户放弃了这种努力，因此，除非资源是非常必要的，很
多用户不愿意为此花费这么大的成本。

馆是一个个独立的机构。网络环境下，数字图书馆虽然突破

随着网络和通讯技术的发展，馆际互借又增添的新的服

了传统图书馆的物理围墙，延伸了服务的能力，但对于用户

务形式，即网上文献传递服务。多数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

而言，仍不能突破由于机制等因素而限定的无形围墙，一个

务有一套资源和服务平台，基于这个平台，通过联合目录系

图书馆的资源只有这个图书馆的合法用户才能获取和使用，

统，能够对系统内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揭示，有助于用户

各个图书馆都有自己的网站，自己的馆藏目录体系和数字资

对资源的发现。但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平台并不是通用平台，

源体系，也仍然是一个个独立的图书馆系统。所以，从整个

不同的联合体可能使用的平台也是不一样的，这为用户在资

图书馆系统的角度看，没有一个统一的资源揭示平台。

源发现过程中带来困难。图书馆是一个公益机构，对于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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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用户，获取本地资源通常是免费的，而通过馆际互借或

地域、不同的服务对象，其资源分布也是不均衡的，服务提

文献传递获得资源，通常是要付费的。以武汉大学图书馆为

供能力也有很大差别。图书馆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已经形成

例，该馆对外请求的每篇文献平均需要成本 ２４．４ 元［９］。虽然

一个图书馆网，但在这个网络中的各个图书馆之间的联系还

各馆对用户都有相应的补贴政策，但对于用户来说，毕竟不

是松散的，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资源聚合体。所以，构建图

像使用本馆资源，这个获取成本还是相对偏高。

书馆系统的长尾不是靠一馆的力量能够实现的，需要所有图

由此可以看出，图书馆在提供资源长尾“尾部”的图书

书馆共同参与。

时，变得更贵而不是更便宜。

3.3

资源的互相揭示机制没有完善
从对长尾的形成机制的分析可以看出，仅有简单的巨量

在当前的数字内容日益丰富的网络环境下，构建长尾已经
成为图书馆发展的关键，如果图书馆系统实现了类似 Google、
Amazon 的长尾效应，将会提升图书馆馆藏和服务的实用价值

资源聚合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有效的发现和检索机制，很多

并降低服务成本，从而吸引用户的注意力回归。

有用资源也难以为需要的用户所发现。长尾公司通过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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