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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图书馆是高等学校的文献情报中心,担负着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双重任务,是培养人才和
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对于学生而言,这是重要的知识获取场所,能够为学生的专业知识学习和
综合素养的提升奠定更便利的条件。而随着新时代的不断发展,高校图书馆如何加强管理,通过更有效的
手段实现与高校教学的同步,进一步满足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使用效率,成为高校图书管理急需突破的
重大课题。本文围绕高校图书馆管理与教学同步的策略展开探讨,从实践的层面提出管理与教学实现同
步的具体策略,以期进一步促进高校图书馆管理建设水平,全面提高高校图书馆现代化管理的有效性。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图书馆管理；教学同步；策略探讨
中图分类号：G61 文献标识码：A

Discussion onthe strategy of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library management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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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y library is the literature intelligence center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ering the dual task of
serving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bases to cultivate talents and conduct scientific
research. For students, this i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knowledge access, which can lay more convenient conditions for
students ' professional knowledge learning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how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realize the synchronization with
university teaching by more effective means, and further meet the use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has become an urgent breakthrough in university library manage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trategy of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management and teaching in university library, and puts forward the specific strategy of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management and teaching from the practical level,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university library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modern management of university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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