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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门户到平台
——
—图书馆目录的转型
夏翠娟，吴建中

摘 要 国际图书馆界创新与转型的经验表明，图书馆目录只有成为网络的一部分，才能在互联网世
界发挥应有的价值。文章在对国外图书馆目录转型现状调研的基础上，探讨基于关联数据技术，实现
图书馆目录从门户到平台的创新和转型，并提出可行性分析。建议先选择部分可向网络开放的书目数
据，逐步增加数量、扩大范围，进而形成领域社区；创造关联书目数据的消费利用环境，构建创新平
台；制订关联书目数据应用实施的指南性规范；加强技术和案例研究，培养人才，促进团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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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ortal to Platform ：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brary Cat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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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tional library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experience shows that the library catalog has to be a
part of the network，then it can play its role in the Internet world. This paper explores why and how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ortal to the platform，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the use cases of library catalog
transformation. The authors suggest，firstly，libraries can select part of bibliographic data to open to the network，
then increase the number and expand the scope gradually， and form the community and user environment；
secondly， build innovation platform； thirdly， create the guide and specifications to help libraries implement
linked bibliographic data； finally， continue the technology experiment and case study， strengthen personnel
training，and promote team building.
Keywords library catalog；linked data；platform

图书馆目录是图书馆为方便读者检索和利用

状调研的基础上， 探讨基于关联数据技术实现图

而对馆藏文献进行揭示和报道的重要工具。 在互

书馆目录从门户到平台的创新和转型， 并提出可

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的推动下， 图书馆迎来了创

行性分析和建议。

新发展的新机遇。 随着开放数据和关联数据技术
研究的不断深入及其在社会各层面的广泛应用，

1 背景

图书馆向互联网开放书目数据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 互联网思维” 席卷全球的时代， 网络产

国际图书馆界创新与转型的经验表明， 图书馆目

苹果、 脸书、 亚马
业的“ 四大金刚” —谷歌、
——

录只有成为网络的一部分， 才能在互联网世界发

逊已经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提供商， 它们还为利

挥应有的价值。 本文在对国外图书馆目录转型现

益相关者和消费者建立网络和社区， 提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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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协作的平台。 这种崭新的“ 平台策略” 取
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仅为企业自身的发展带来了
取之不尽的活力和创新的源泉， 也开创了以产品
和服务为导向， 向平台化转型的新局面。

2 现状调研
2015 年 1 月 22 日， 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举办的“ 面向数字文化资源的信息架构： 欧洲数

图书馆一直作为文化和知识的传承和保存机

字图书馆(Europe ana)与国立国会图书馆的检索”

构， 是社会知识网络的中心。 在“ 关联即价值”

研讨会上， 欧洲数字图书馆介绍了从门户向平台

的互联网时代， 图书馆的定位不变， 但服务方式

转型的经验。 此外， 一些发达国家图书馆如英国

需要重新思考。 一直以来， 在互联网上， 图书馆

不列颠图书馆和德国国家图书馆等， 也正在推进

作为提供资源和服务的门户存在， 门户的典型特

将本馆的目录门户向平台转型[3]。

征是“ 推”， 推送资源、 推送服务， 用户只是被

从门户向平台转型的基础是关联数据化。 自

动地接受， 信息的流动是单向的， 用户的作用被

蒂姆·伯纳斯·李 (Tim Be rne rs Le e)于 2006 年提

弱化。 而平台的典型特征是“ 拉”， 不仅贡献资

出关联数据概念以来， 随着 W3C 等标准化组织

源和服务， 还能建立网络和社区， 把有相同目标

的推波助澜， 图书馆界成为关联数据应用的积极

的用户“ 拉” 到一起， 为他们提供创造新价值的

响应者和实施者。 2008 年瑞典国家图书馆尝试

平台； 同时与其它的网络和社区建立广泛的联

将瑞典联合目录(Sw e dis h Union Catalogue)发布

系， 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和服务， 对自有资源、 外

为关联数据[4]， 2009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尝试将该

部资源、 资源提供商和用户进行深度整合， 形成

馆主题词表 (LCSH)发布为关联数据， 此后英国、

完整的产业链条， 吸纳用户贡献知识， 让信息无

匈牙利、 意大利、 法国、 德国、 芬兰、 西班牙、

限流通、 在流通中产生新价值 [1]。 在平台化的全

日本、 韩国等国家图书馆分别将本国的书目数据

球趋势下， 图书馆面临着从门户到平台的转型，

发布为关联数据。 作为全球最大的书目数据生

从“ 推送资源和服务” 到“ 拉到一起” 形成利益

产、 维护和服务机构， 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

相关的网络和社区， 这首先需要将面向查询、 借

(OCLC)2012 年起将 WorldCat 中的一批被图书

阅的门户发展为面向信息交流的开放平台[2]。

馆广泛收藏的书目数据发布为关联数据， 标志着

图书馆目录是图书馆各种书目数据的总称，
是图书馆最宝贵的财富， 是通向人类知识的窗口

OCLC 正式将丰富的书目数据推向网络环境， 到
2014 年 4 月 ， OCLC 已 发 布 书 目 数 据 1.97 亿

和桥梁。 最广为人知的图书馆目录是“ 联机公共

条。 在“ 面向数字文化资源的信息架构： 欧洲数

检索目录” (OPAC)， 各种自建特色库、 外购电子

字图书馆与国立国会图书馆的检索” 研讨会上，

资源库也是图书馆目录的不同形式， 一般在图书

欧洲数字图书馆介绍了平台实施三个面向战略，

馆网站上为用户提供服务。 近年越来越多的图书

即面向学术群体、 面向创新群体、 面向最终用

馆认识到， 图书馆资源不能再仅仅满足依附于网

户。 欧洲数字图书馆是包含图书馆、 美术馆、 博

络之上(On the We b)， 而要主动融入网络， 成为

物馆、 档案馆和视听中心等在内的数字资源库，

网络的一部分(Of the We b)， 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超过 2000 家欧洲机构为其贡献资源， 资源最多

才能使图书馆那些经过千百年积累和沉淀的宝贵

的 是 图 像 ， 其 次 是 文本 、 音频、 视频和 3D 资

资源发挥应有的价值， 而不至于淹没于网络信息

料。 2014 年该平台元数据已达 3000 万件， 其中

的汪洋大海之中。 于是关联数据 (Linke d Data)作

被 标 为 全 免 费 开 放 (公 有 领 域 、 CC0 、 CC- BY、

为一种可行的技术理念和实现方案被图书馆界广

CC- BY- SA)的占 27% ， 约 700 万件， 今后所有

泛关注。 图书馆的关联书目数据项目的实践表

开放数据都将实行全免费开放[5]。

明， 关联数据为图书馆资源更好地融入互联网世

这些图书馆将书目数据以关联数据的形式公

界提供了可行方案， 其跨网域的共享、 重用和数

开发布， 同时在数据的底层即与更多的外部数据

据关联功能， 为图书馆目录从门户到平台的转型

源关联， 将网络资源与馆藏资源结合起来为我所

创造了新的契机。

用， 以实现基于全网域的资源整合。 美、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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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法等国家图书馆的书目数据都与最大的网络

Sche m aBibEx。 Sche m a.org 背靠网络巨擘， 从

地理空间数据集 Ge onam e s 相关联， 这种关联

而达到让图书馆资源在网络上充分呈现、 便于被

是来自于底层的 RDF 数据并基于机器可理解的

Google 等搜索引擎发现的目的[8]。

语义的， 比如“ 出版地： 伦敦” 这样的元数据描

我国图书馆界对关联数据的关注和研究起步

述， 用 RDF 表示， “ 伦敦” 就不再仅仅是一个

较 早 ， 自 2010 年 起 上 海 图 书 馆 刘 炜 在 其 博 客

对机器来说无意义的字符串， 而是一个 URI， 即

“ 数图研究笔记” 上发表有关关联数据概念、 技

<http ：//w w w.ge onam e s.org/2643743/> ， 这 个

术及应用系列博文， 是我国对关联数据的最早关

URI 由 Ge onam e s 维护， 也遵循关联数据的原

注。 一些研究关联数据的学术论文开始见诸图情

则， 当机器访问这个 URI， 会获得关于这个地名

期刊， 如林海青等的 《 图书馆关联数据： 机会与

的所有详细信息， 而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只要和这

挑战》

个 URI 关联， 就无需再在本地书目系统中维护

截至目前， 我国图书馆在图书馆目录关联数据化

[9]

系统性地研究图书馆关联书目数据。 但

上还处于探索阶段， 未见有实质性进展。

“ 伦敦” 这个地名的详细信息。
除整合外部数据源外， 图书馆将书目数据发
布为关联数据， 还可以方便地提供各种不同的数
据接口， 如 SPARQL 端点、 Re s tful API 等， 便

3 图书馆目录从门户到平台
3.1 门户的不足

于最终用户甚至网络代理、 网络应用程序和搜索

随着谷歌、 百度等网络搜索引擎的兴起和脸

引擎消费和利用， 这就将图书馆的数据推向了广

书、 推特等社会化网络的风靡， 时间和空间障

阔的网络环境。 书目数据发布为关联数据后成为

碍、 行业和领域差别不再成为阻碍人们获取知识

开放数据， 数据使用者须根据一定的开放应用协

的藩篱， 信息触手可及。 图书馆也利用门户网

议利用数据。 常见的数据开放应用协议有 CC、

站、 手机 APP 等将 OPAC 提供给用户远程访问，

PDDL、 ODbL 等。

各种自建特色库、 自购电子资源库也为用户提供

各国在发布关联书目数据的过程中， 所采用

不同的检索入口。 近年来在各大中型图书馆还利

的方式和策略不尽相同， 较为典型的是大英图书

用资源发现系统将图书馆内的各种目录整合在一

馆、 美国国会 图 书 馆 和 OCLC。 大 英 图 书 馆 将

个门户中， 但仍然改变不了图书馆竭力把资源和

MARC 记录直接转换为 RDF 格式， 没有从零开

服务“ 推” 向用户、 而用户只能被动地接受或主

始设计独立的本体模型和词表， 而是尽可能利用

动离开图书馆门户转向互联网的局面， 原因在于

现有的本体词汇， 并不限于图书馆领域， 如在网

作为门户的图书馆目录具有以下不足：

络上广泛使用的用于描述人的词表 FOAF， W3C

3.1.1 封闭的数据格式

的用于描述事件和机构 Eve nt 、 Organization 本

传统的图书馆目录基于 MARC 格式存储于

体 。 这样做有利于在数据描述的语义层上实现

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中， MARC 格式诞生于 20 世

与网络资源的互操作， 迈出了将图书馆的书目数

纪 70 年代， 与“ 前互联网时代” 的信息技术捆

据与网络资源深度整合的关键一步。 美国国会图

绑在一起， 也是一种仅适用于图书馆领域的数据

书馆联合著名的语义网技术研发公司 Ze phe ira

格式。 MARC 是各国图书馆的机读目录格式标准

全新开发了用于取代 MARC 的基于关联数据技

的一个大集合， 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格式标准。 虽

术的书目框架格式 BIBFRAME， 试图在整合行

然通过各种行业联盟， 依赖 Z39.50 、 OAI 等行业

业内现有的书目资源、 满足图书馆新的编目需求

协议， MARC 数据在图书馆行业内部的交流和共

的同时， 构建一个面向网络的书目环境 。 OCLC

享变得顺畅起来， 但其数据格式的专业性和系统

则 走 了 另 一 条 路 ， 采 用 由 Google 、 Yahoo! 、

的封闭性已成为与互联网世界交流的障碍。

Yande x 等 三 个 搜 索 引 擎 巨 头 发 起 并 设 计 的

3.1.2 数据交换和整合局限于系统和领域之内

[6]

[7]

Sche m a.org 作 为 本 体 模 型 和 词 汇 来 源 ， 基 于

OPAC、 各种特色库以索引为基础， 局限于

Sche m a.org 开发了一个图书馆扩展词汇集， 即

本馆馆藏资源的范围之内。 虽然资源发现系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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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超越馆藏的范围， 将馆外资源纳入自己的服务

功能的图书馆目录的数据输入输出格式不能像

体系， 但这种资源整合仍然局限于图书馆行业范

MARC 那样， 只能用于图书馆的自动化系统， 而

围之内， 无法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与有价值的互联

要采取更为标准和开放的格式， 例如 XML 等跨

网资源进行深度关联和整合， 也无法使自己的特

系统、 跨平台的数据格式， 利用 RDF、 本体等语

色馆藏资源融入网络环境， 得到更好的利用 。

义网技术实现跨领域的语义互操作。

[10]

信息的流动是单向的， 用户的作用被抑制

3.1.3

和弱化

3.2.3 实现全网域范围内的资源深度整合
近年来整个社会创新意识的增强促进了不同

图书馆目录的用户群体是多种多样的， 不同

领域、 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 也加深了人与人之

目标的用户群体会形成不同的用户社区。 面向门

间的交流， 尤其是头脑风暴等创新方式的广泛应

户的图书馆目录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体

用为激活知识、 激发潜能创造了条件。 互联网更

系， 为所有的用户提供无差别的服务， 也缺乏与

是让这种交流和合作变得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用户进行快速沟通甚至吸引用户参与共建共享、

戴维·格勒恩特(David Ge le rnte r)告诉我们， 计算

贡献知识的途径， 更无法支持具有相同目标的用

机在不远的将来发挥的主要功能就是接入不断流

户群体进行资源共享和协作创新。

动的全球网络数据流[14]。 今后各种各样的信息流，

3.2 平台化的意义与需求
3.2.1 促进数据开放

如社会媒体、 公共数据流、 新闻信息流都会相互
交织在一起， 不仅实时且全天候发布。 这种跨领

平台化的第一要义是数据开放。 2013 年 6

域的资源整合发生在数据层， 而非系统层， 同时

月八国集团首脑在北爱尔兰峰会上签署 《 开放数

在不同的领域中建立相互理解数据语义的机制，

据宪章》 ， 提出开放数据五原则： 开放数据是基

实现基于语义的互操作， 使来自不同领域的数据

本原则、 注重质量与数量、 让所有人使用、 为改

无缝集成， 从而成为有用的知识。 具有平台功能

善治理而发布数据、 发布数据以激励创新。 美、

的图书馆目录体系不仅要体现馆藏， 而且要将馆

英、 法等国政府纷纷发布行动计划， 主动作出开

藏与外部相关资源融为一体。

放数据承诺， 逐步开放数据资源。 麦肯锡 2013

3.2.4 构建网络和社区， 激励创新

年 10 月发布报告 《 开放数据： 流动信息释放创

蒂姆·伯纳斯·李提出开放数据的五星评价体

新能力》 ， 提出开放数据将为全球的教育、 交通、

系中， 最高层次的是“ 开放且可与外部资源关

能源等 7 个领域增加 3 万亿美元的价值 。 资源

联”， 关联关系越丰富， 数据价值越高。 最大的

数据一旦开放， 将产生巨大的能量。 具有平台功

关联开放数据集 DBPe dia 已成为被使用最为广

能的图书馆目录首先要做到数据的开放获取。

泛和频繁的公共数据集。 作为平台的图书馆目录

[11]

便于跨系统跨领域资源的共享和再利用

需要有针对性地提供差别化的服务， 并协助目标

2014 年 8 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要求一个

相同的用户建立自己的社区。 每个用户在利用图

独立专家 顾 问 小 组 (IEAG)为 掀 起 可 持 续 发 展 领

书馆目录的时候， 也能贡献自己的知识。 比如，

域 数据革命提出具体建议， 该小组随后提交报

一个用户群体的使用统计数据将帮助图书馆发现

告《 一 个 可 追 责 的 世 界 ： 活 用 数 据 革 命 促 进 可

用户的兴趣， 提供更多同类资源， 近年来兴起的

。 知识只有在得到利用的时候才能

PDA 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一个用户贡献

发挥应有的价值。 美国俄亥俄州图书馆联盟

知识的例子是众包模式的编目， 美国国会图书馆

(OhioLINK)的一项调查表明， 绝大多数成员馆的

曾将馆藏的珍贵历史图片开放到 Flicke r 上， 允

流通量是由极少数的书创造的， 即 7.2% 的书支

许了解这些图片的用户对元数据进行修改。

撑着 80% 的流通量， 超过 80% 的书在一年内没

3.3 关联数据对于平台化的作用

3.2.2

持续发展》

[12]

有流通过 。 要使知识得到更好的利用， 除便于

为打破围墙， 成为网络的一部分， 国外图书

开放获取之外， 还需要在数据格式上做到开放，

馆界做了大量的尝试和努力， 采用关联数据的原

独立于系统和硬件， 便于共享和重用。 具有平台

则和技术在网络上发布书目数据、 实现图书馆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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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的平台化是各国国家图书馆较常见的选择。 关

指定的任何位置， 并且可以同时查询位于网络上

联数据有望在四方面改善图书馆所面临的困境，

不同位置的多个 RDF 文件， 在某种程度上做到

逐步实现图书馆目录从门户到平台的转变：

突破系统和领域的限制。

3.3.1 有利于数据在全网域范围内访问和获取

3.3.4 关联数据的领域社区已现雏形

关联数据的第一原则规定以 HTTP URI 来标

关联开放数据 (Linke d Ope n Data ， LOD)是

识和定位一切事物， 作为资源的对象必须有

不同领域为数据跨领域地建立更多关联而发起的

HTTP URI。 HTTP 协议是网络的基本架构， 用

一项运动。 不同机构将自己的数据公开发布并注

HTTP URI 来标识的资源在全网域范围内可唯一

册， 形成一个全球开放数据网络。 在开放知识基

识别和定位。 因而数据可以突破系统和领域的限

金 (Ope n Know le dge Foundation)管 理 和 维 护 的

制， 实现全网域范围内的无障碍访问。 关联数据
的第二原则规定通过访问资源的 URI， 可获取更

The datahub 平台上， 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
共有 566 个机构发布了 9508 个数据集， 涵盖出

多关于该资源的结构化信息， 超链接所指向的不

版、 生命科学、 社会化网络、 政府等领域， 许多

再是只能供人阅读的文档， 而是可被机器处理的

图书馆的关联书目数据集也位列其中 ， 这些数

数据， 可方便地在网络上展示、 共享和重用 。

据集相互关联， 形成一个个互联的数据网络。

3.3.2 有利于促进基于语义的资源整合

这些数据集提供了标准的数据消费接口， 如

[15]

关联数据的第三原则规定数据要采用 RDF

DBPe dia 、 Ge oNam e s ， 可 被 图 书 馆 方 便 地 重

数据模型， RDF 三元组由主体 (Subje ct) - 谓词

用。 其中也有图书馆贡献的大量数据集 ， 包括

(Pre dict) - 客体 (Obje ct)组成， 一个三元组中通
常包含两个节点 (主体和客体 )， 它们之间用一个

OCLC 发布的虚拟国际规范档 (VIAF)、 美国国会
图书馆的主题词表(LCSH)等资源， 在大部分的图

谓词来联接， 表示二者之间的关系， 节点和谓词

书馆关联书目数据项目中得到重用[16]。

都可以用一个 URI 来表示， 可以位于网络上的任
何地方。 RDF 是 W3C 的推荐标准， 是语义网技

4 平台化面临的问题和建议

术的基础， 与语义网的另一重要技术——
—知识本

我国实现图书馆目录的平台化有许多障碍和

体(Ontology ， 也叫本体 )配合使用， 是机器理解

困难。 首先是认识问题， 一些图书馆管理人员仍

语义的关键。 本体是领域知识的抽象， 利用本体

然对书目数据的开放存在疑虑。 其次是生态环境

描述的 RDF 三元组， 其主体、 谓词、 客体是经

问题， 数据开放的法律法规仍然不完善， 如何在

过严格定义的、 可识别可定位的语义单元。 数据

开放的同时保障著作权人的利益， 保证数据的安

和数据之间的关系， 即 RDF 三元组中的谓词，

全有序管理和有效利用， 需要更多的尝试和顶层

用来自本体所定义的规范术语来表达， 可被机器

设计。 最后是实现路径和技术上的问题， 关联数

理解和处理， 数据不再是对机器而言没有意义的

据只是图书馆目录平台化的一种实现路径， 虽然

字符串， 而具备了语义。 数据在利用的过程中，

在国外图书馆界被寄予厚望并得到广泛应用， 但

可与更多不同领域的资源产生可被机器理解和处

我国还缺乏相应的技术研发环境， 既没有商业公

理的关联关系， 达到不断增值的目的。

司规模性地介入， 也缺乏足够的人才储备。

3.3.3 数据交互可突破系统、 平台和领域限制

在各国发布的关联书目数据集中， 中文书目

RDF 数据可以多种不同序列化格式如RDFa 、

数据还是空白， 这是一个挑战， 也是一个我国图

RDF、 XML、 N- Triple s(N3)、 Turtle 等编码， 适

书馆界在网络世界占据一席之地、 做出应有贡献

用于各种流行的程序语言、 平台和系统。 专用的

的契机。 以下提出几点基于关联数据实现图书馆

RDF 数据查询语言 SPARQL 所采用的“ 主 - 谓

目录平台化的意见和建议， 供同行参考。

- 宾” 结构的三元组匹配模式是直接面向语义和
知识的查询， 更符合人的认知习惯。 其查询的对

4.1 选择部分可向网络开放的书目数据，逐步
增加数量、扩大范围，进而形成领域社区

象可以位于本地系统， 也可以位于网络上由 URL

书目数据公开发布为关联数据很难一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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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应循序渐进。 OCLC 的关联书目数据项目，

据处理、 本体建模、 词表复用、 SPARQL 查询、

就是先选择被众多图书馆收藏最多的一部分书目

语义应用开发框架等技术都较为前沿， 在国内尚

数据发布为关联数据， 再逐步扩大到所有的书目

未有成熟的实施方案。 建议一些有能力的大中型

数据。 而美国国会图书馆首先发布各种规范档，

图书馆积极参与研究、 试验、 评估， 投入实际应

如主题词表、 分类法、 规范名称词表。 对于中文

用的同时总结经验教训， 最后形成一系列的指南

关联书目数据的发布， 建议借鉴美国国会图书馆

性规范， 可用以包括如“ RDF 数据存储与检索方

的做法， 先发布各种规范数据， 再逐步发布书目

案”“ 关联书目数据推荐本体模型”“ 可用关联书目

数据。 规范数据是书目数据的基础， 当规范词都

数据词表及术语复用规范”“ 可关联的关联数据集

有 URI 并公开发布时， 在书目数据 中 就 可 以 引

及其消费利用方式”“ 语义应用开发框架选择和应

用这些规范词的 URI。 数据发布的过 程 中 ， 尽

用指南”， 对有关联数据应用需求但资源不足的

可能与已有的关联数据集相关联， 扩大和增强

小型图书馆给予指南性的支持。

数据融入互联网的广度和深度。

4.4 加强技术和案例研究，培养人才，促进团队

数据发布后， 可在国际上一些关联数据集集

建设

市如 The datahub 上公开注册， 注册时利用数据

语义技术的发展速度较快， 国外各大语义技

集描述方案(如 VoID)， 尽可能详尽地描述数据集

术研究机构开发了许多开源工具， 如各种 RDF

的应用协议、 数据消费接口、 数据覆盖范围、 数

数据生成、 转换和校验工具， 各种 NoSQL 或基

据量等信息， 为被语义搜索引擎及其他的数据消

于关系数据库的 RDF 数据存储库， SPARQL 查

费者发现和利用而做好准备。 另一方面， 可用的

询优化技术， 语义搜索引擎技术和工具层出不

基础性的关联数据集如 《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 主

穷。 其中大部分是开源的， 可免费下载、 安装、

题词表》《 地理空间词表》《 中国历史纪年表》 等工

试用， 这有利于国内同行研究和学习 。 另一方

具需达到一定的数量、 规模和涵盖面， 形成数据

面， 国外各大图书馆的关联数据案例也值得跟踪

共享的领域社区， 满足不同应用的需求。

研究， 尤其是 OCLC 的 Sche m aBibEx 和美国国

4.2 创造关联书目数据的消费利用环境，构建

会 图 书 馆 BIBFRAME 以 及 欧 洲 数 字 图 书 馆 的

创新平台

Europe ana 项目， 代表着书目数据的未来发展方

数据只有在利用中才能产生价值， 关联数据

向， 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的消费利用是关联数据技术中很重要的一环， 主

人才是国内进行关联书目数据应用实施的瓶

要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关联数据的开放应用协议

颈， 近年在国外的各大学术会议上， 包括 ALA

层面， 一是数据消费接口层面。 前者涉及数据的

年会、 DCMI 年会、 ISWC， 关联数据一直是热

开放使用政策， 后者涉及数据的访问和获取技术。

门主题， 除会议报告、 案例分享、 新技术发布

目前国外图书馆界使用的 CC、 PDDL、 ODbL 等

外， 还有大量的培训环节， 帮助越来越多的从业

协议是否符合中文书目数据的开放利用条件， 是

者了解、 学习、 使用关联数据技术。 还有一些专

否需要扩展、 补充或修正， 还需要图书馆界深入

门的关联数据培训项目， 如 EUCLID 项目， 从关

研究并达成共识。 在技术层面， 关联书目数据的

联数据的理念、 技术基础、 应用场景、 开发技术

消费接口需要多样化， 以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

等方面由浅入深地进行在线培训， 值得国内同行

比如， 支持多种数据格式的输出， 提供面向程序

借鉴。

开发人员的 SPARQL 端点， 或者针对移动平台
的 Re s tful We b Se rvice s 接口， 鼓励大众参与应
用开发， 为各种各样的数据消费者构建基于书目

5 结语
评价一个图书馆， 不能只看它拥有多少资

数据的创新平台。

源， 更要看它能否让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和共

4.3 制订关联书目数据应用实施的指南性规范
由于关联数据的技术体系涉及到的 RDF 数

享， 而图书馆目录是资源揭示和利用的窗口。 随

6

着开放数据和关联数据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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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来自互联网世界的推动和图书馆内部转型的需
要， 图书馆向互联网开放书目数据的时机已经成

ｐｄｆ．
［７］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ｓ ａ Ｗｅｂ

熟。 图书馆目录平台化的基础是关联数据。 关联

ｏｆ Ｄａｔａ：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数据的功能能够较好地满足图书馆目录平台化的

［Ｒ／ＯＬ］．（２０１２－１１－２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ｏｃ．ｇｏｖ／ｂｉｂ－

需求， 其技术优势使得数据作为一种类似于水、
电、 媒的公共资源成为可能， 各种各样的数据消
费接口为数据的即插即用提供了途径。
国际图书馆目录转型的经验表明， 图书馆目
录只有成为网络的一部分才能在互联网世界发挥
应有的价值。 要实现目录平台化的目标， 图书馆
需要全新的开放思维。 笔者建议， 选择部分可向

ｆｒａｍｅ／ｐｄｆ／ｍａｒｃｌｄ－ｒｅｐｏｒｔ－１１－２１－２０１２．ｐｄｆ．
［８］

Ｃａｒｏｌ Ｊｅａｎ Ｇｏｄｂ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ＩＢＦＲ－
Ａ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ｈｅｍａ．ｏｒｇ ‘Ｂｉｂ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Ｍｏｄｅｌ：
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ＥＢ／ＯＬ］． （２０１３－０５－３１）．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ｏｃｌｃ．ｏｒ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ａ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ｉ－
ｂｒａｒｙ／２０１３／２０１３－０５．ｐｄｆ．

［９］ 林海青，楼向英，夏翠娟． 图书馆关联数据：机会与
挑战［Ｊ］．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２ （１）：５５－６５．

网络开放的书目数据， 逐步增加数量、 扩大范

［１０］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ｉｓｃｏｖ－

围， 进而形成领域社区； 创造关联书目数据的消

ｅｒｙ ［Ｒ／ＯＬ］． （２０１５－０２－２３）．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ｉｓｏ．ｏｒｇ／

费利用环境， 构建创新平台； 制订关联书目数据
应用实施的指南性规范； 加强技术和案例研究，
培养人才， 促进团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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