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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英博物馆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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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 The British Museum），又名不列颠博物馆，位于

英国伦敦新牛津大街北面的罗素广场。该馆成立于1753年，于1759年1

月15日起正式对公众开放，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

博物馆，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博物馆

收藏了世界各地许多文物和珍品及很多伟大科学家的手稿，藏品之丰富、

种类之繁多，为全世界博物馆所罕见，大英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在于将跨

越大洲和海洋的世界文化汇聚在一处。大英博物馆拥有藏品800多万件，

它的八百万个对象使我们能够探索从小社区到广阔帝国的人类文化的非

凡多样性，发现人类赋予生活各个方面的多种形式和表现，并认识到它

们之间的紧密联系。从建馆起，其宗旨就一直是面向所有"好学求知者"免

费开放。今天，博物馆已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参观目的地。每年接待的

参观者从18世纪时的5000人左右飙升至接近600万人。

大英博物馆概况

大英博物馆外观（注：图片来源于百度）



2 大英博物馆服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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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对服务对象做了一个组合分类，受众人群分为普通

观众、家庭、团队、会员，并且还在年龄做了细分，例如年轻人

（16-24）、5岁以下的家庭成员。

①公共服务对象

大英博物馆服务概述 面向人群

非常重视拓展伙伴关系。在其网站“支持我们”栏目设了6个二

级栏目来介绍：1、公司支持；2、成为一个赞助者；3、支持者案例

研究；4、成为一个志愿者；5、留下遗产；6、大英博物馆美国之友。

并且利用其所处的伦敦中心这一标志性的场地优势为公司合作伙伴以

及赞助商举办各种活动，并为其产品提供IP捆绑。（有专业关系团队

洽谈合作互动方式）。

②合作对象



收藏资源

大英博物馆的藏品大约有800万件，其中一半可以在大英博物馆藏

品数据库中看到。这个创新的数据库是世界上最早、最广泛的在线博物

馆搜索平台之一，当前有2,335,338条记录可用，代表超过4,000,000个

对象，该数据库是博物馆藏品的清单，旨在记录有关它的已知信息，距

今已经有35年历史，可以很好地支撑博物馆策展和相应的研究工作。

大英博物馆有60多个免费画廊供游览探索，其中有两个虚拟画廊。

大英博物馆服务概述 服务资源

文创资源

大英博物馆的文创资源非常丰富，种类繁多，定位对象范围广，

目前有2557个产品。分别为复刻品、首饰、时尚、图书、版画、家居用

品、儿童产品、展览会产品、启发类产品、赠品等10类产品，游客线上

线下均可以购买。



根据网站获悉，目前大英博物馆有7大主要服务方式，展览服务、学习室服务、图书馆与档案
馆服务、商店服务、游览附加价值服务、广告服务、学习与教育活动服务。

大英博物馆服务概述 服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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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服务

大英博物馆设有常设展区和部分主题展览，除了一些特

殊的展览和活动需要付费，其余均为免费参观。每年大英博

物馆的都会开办特别展览、免费展览、英国巡回展、国际巡

回展。网站的“展览与活动”栏目可显示未来一年即将开办

的展览，一排展示三个展块。每个展块都会写明展览主题和

开展时间，点击进入详情页，藏品照片作为背景图，与文字

介绍对比鲜明，在这里可以获知展览主题，滑动鼠标在页面

下方可以进入博客进行专业知识的补充，这里值得指出的是，

大英博物馆很重视多媒体的利用，将博客作为知识传播地，

符合大众移动阅读的习惯。2020年计划开办11项展览。

大英博物馆服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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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室服务

共计12个策展部门每个都有独立可向公众开放的学习

室，仅需预约即可。提供博物馆藏品供公众研究。要预约，

必须填写学习室申请表。针对每个学习室的开放时间、地点、

电子邮箱联系方式、学习室使用信息、提交申请后安排、学

习室规定在网站都做了详细介绍，在这里可以查找到四百多

万种藏品的相关信息，可以通过策展部门的帮助进行更为深

入的学习研究工作，不论是兴趣还是科学研究都将得到妥善

的对待。

大英博物馆服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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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与档案馆服务

大英博物馆有自己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公众可以通过其

图书馆服务访问博物馆的悠久历史和独特的研究成果。大英

博物馆图书馆的藏书超过30万册。它们共同反映了博物馆

多元化策展部门的历史实力，这些部门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

对过去和现在的人类文化研究做出卓越贡献。图书馆向公众

开放，但必须先注册才能参观。点击图书馆目录可以进去大

英博物馆图书馆服务界面，该界面分为人类学、亚洲、英国，

欧洲和史前时期、硬币和奖牌、保护与科学研究、埃及和苏

丹、希腊和罗马、中东、版画和图纸9个主题。游客可以自

行搜索感兴趣的图书，搜索支持初级、深度搜索。

大英博物馆服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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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服务--分为线上商店服务和线下实体服务两种

①文创商店

主要基于博物馆的典藏作品，通过授权方式与许多制造

商合作，制造出复制品或纪念艺术品。为游客提供在游览过

程中对文化、历史所产生兴趣时的一种留念。产品类型仍然

主要是生活用品、装饰用品。大英博物馆于2018年来到中

国在电商平台开设第一家官方旗舰店。

②实体商店

博物馆内设大法院餐厅、法院咖啡厅、比萨店、蒙塔古

咖啡厅、咖啡休息室、户外用餐食品卡车、书店、家庭商店、

收藏店和格林维尔厅。

大英博物馆服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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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导览服务

语言、时长、方式、专家评论、

数字纪念品清单、下载图库、家

庭指南、无障碍指南，可满足自

助旅游。

图像许可服务

大英博物馆图片是大英博物馆藏品的

高质量图像的权威来源。除了出色的

摄影提供3D图像，视频录像，科学图

像、定制摄影、品牌授权、影片授权，

以及研究帮助和建议，可满足游客的

图像许可需求。

大英博物馆服务概述

游览附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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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独特的场馆给电影制作者，并为其提供

高质量的音像和图书。承接商业租赁，在大英

博物馆制作电影，纪录片，广告，广播节目或

进行研究。

广告服务

大英博物馆服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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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教育活动服务

大英博物馆的学习团队为所有年龄和水平的人们创造并

提供无障碍的世界一流文化学习经验。公众可以在此回望古

老的文明，并从过去及现在人类和社会所创造的惊人成就和

挑战中学习，有机会将自己沉浸在不断变化的世界文化、语

言、环境、人以及各种讨论中去。从课程到现场音乐、表演，

有很多参与方式。目前针对5种目标类型提供学习与活动，

分别为学校、社区、家庭探访、年轻人、成人学习。

大英博物馆服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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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搜查

博物馆入口

无障碍停车场

标牌和协助

大英博物馆服务概述

指南服务—可达性！

大英博物馆非常重视访问的可达性，希望对所有访客开

放并易于访问，以确保最大数量的人可以欣赏建筑、藏品和

展览。考虑到游览过程中用户可能遇到的各类问题并做了详

细的指南介绍工作，并在官网进行了全面的展示，让游客了

解如何充分利用博物馆的各类服务和游览前的必要准备工作，

介绍内容非常的人性化、非常的仔细，像一份旅游攻略，对

游客的视、听、行等感官都做了细致的体会，并且充分考虑

了残障人士的困难，在设施与服务上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人

文关怀观念很强。

安静区域

照明和温度

容易拥挤且嘈杂的空间

更安静的时间和感觉图

警报

电梯和通道

座位数

无障碍资源

SEN学生

声音增强系统/
感应回路、免
费WiFi、衣帽
间、失物招领、
婴幼儿设施、
无障碍设施、
摄影和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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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

“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观念的转变，博物馆不仅是收藏、保护、研究、展

示文物的机构，也在逐步健全为面向未来的文化服务和教育“学堂”。博物馆教

育正在逐渐具有针对性、互动性，许多博物馆根据不同馆藏内容，为不同年龄、

不同需求的学生和参观者，提供寓教于乐、互动性强的实践活动。与此同时，博

物馆资源与学校、家庭、社区教育的融合，让新颖的博物馆学习体验成为青少年

的“终身课堂”。并且依靠现阶段的新媒体技术，辅助支撑表达。这些都使得博

物馆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将原本立体但又分散的展品变成了一个个“活生

生的诉说者”。

对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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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职能的转变与创新

馆藏机构与博物馆机构都是以研究、教育和欣赏为目的，对人类和人类环境的见

证物进行搜集、保存、研究、传播和展览，绝不仅仅是单纯的“你需要什么，就

取走什么”的初级服务价值观。二者都具有教育职能，是用户的精神家园，是一

个传递与反馈交互发生、相互促进的阵地。

对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的启示



ADD YOUR TITLE HERE

艺术性

越来越多外国优秀馆藏机构的服务模式正在与博物馆接轨，尝试将扁平化的服务

转向立体化的方向，融合二者的优势，来促进服务量、访问量的提升，从而推进

服务的卓越发展。扩展访问量的核心是推广，再优秀的产品得不到用户的注视，

依然等于零。逐渐重视网站的艺术性推广设置、促进文化展示产品的生产，开展

产品营销。尽管科研机构没有博物馆这类艺术气息、文化气息浓厚的氛围，但是

其优势是专业应用是站在一种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非常实用，将用户学习内容

纵向延伸。可以说博物馆是兴趣启蒙，科研馆藏机构是发展兴趣、将梦想照进现

实的窗口。

对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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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加工

对资源的深加工，对需求的深度开发和处理是当前一流博物馆非常重视的工作。

且其管理很有效率，不同专业部门开展不同的专题研究，每个领域的工作人员都

对本领域有相当熟悉的认知，并且具有让用户加入到学习计划、加入到专题研究

的能力。既有公共性研究，又有这种类似于订制的定向服务，极大的提升了用户

映象，提高了主观能动性。

对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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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是发展重心

人们获取信息的习惯逐渐改变，对信息的便捷性有了更高的要求。要从传统的收

集、整理、发布、服务模式做一定改变，要积极推进馆藏信息与人工制品整合为

同一体的这种文化资源，成为一体资源，因为它不仅使得信息便于存取，更加易

于展现。例如博物馆利用虚拟展馆技术使得展品360°全方位展示，可以在网上直

接放大看细节，弥补现场无法看到的部分，这极大的增强了趣味性，丰富了展示

和教育的手段。保持着其原本性，但是却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更多的服务

。这就是一种时空和维度的拓展。

对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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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新媒体传播的实惠

大英博物馆从本身的参观浏览量数据做出了当前在新技术及媒体的持续发展下，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线访问的判断，它在新的战略报告里也提出了新技术使启蒙

理想的初衷有了一个全新的实现方式。搭建装在口袋里的大英博物馆新传播模式

，不仅对于那些访问者，而且对于所有拥有计算机或移动设备的人，都应使这些

人类文明的展示变得更加可访问，可探索和可令人愉悦。它可以成为全世界的私

人收藏。博物馆面对这一挑战愈加重视，其在国内和国际上对社会凝聚力和理解

的影响就愈发大。这种挑战与我们当前希望通过网络将地质成果扩大影响力的初

衷不谋而合，尽管受限于服务对象的范围和数量、保密工作的需求，但挑战点也

非常类似，可探索、可挖掘甚至可令人愉悦都是我们需要的。

对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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