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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大数据背景的到来,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大爆炸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同时对
信息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在此背景下,人们对图书馆,文献及报刊杂志的需求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为了能够满足读者个性化需求,图书情报工作的内容和服务理念也要紧跟市场发展,不断进行改革,大数
据为图书情报领域的创新提供了更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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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work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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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big data background, society has entered the era of information explosion.
People have more and more channels to obtain inform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demand for informa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diversified. Under this background, people have The demand for libraries,
document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has also undergone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order to meet the individual
needs of readers, the content and service concep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work must also keep up with market
development and continue to reform. Big data provides more support for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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