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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机构知识库
机构知识库（Institutional Repository，简称 IR），也称为机构仓储或机构知识仓储 ，
是科研教育机构对本单位员工所创造的各种类型有价值的知识产出进行统一收集、集中管
理、长期保存和提供检索利用等增殖服务的知识资产管理系统。
开放获取（open access）、自存档（ Self-Archiving）、数字资产管理（Digital Asset
Management）等概念和实践活动的兴起，是 IR 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推动力量。

Open Access
）是一种通过互联网让科学研究成果能够自由传播
开放获取（
开放获取（Open
Access）
的主张和运动。它可以让用户把经过同行评议的学术论文放到互联网上，以利于
学术成果的快速传播。开放获取较少考虑版权和授权限制，一般有两种实现模式：
开放获取期刊（OA Journals）和作者自存档（Author self archiving）。
Self-archiving
自存档（Self-archiving
Self-archiving）是一种由作者自己将其科学研究成果提交和发布到
支持开放获取的知识仓储系统（通常为所在机构的IR）中供同行和公众自由下载
和使用的活动，从而有助于实现研究成果学术价值的最大化，并有益于研究者个
人和所在机构的学术声望和影响的扩大。
国际上，IR 的发展在近年来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欧美众多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已逐步
建立起了自己的 IR 系统，如麻省理工学院的 DSpace@MIT、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eScholarship、
剑桥大学的 DSpace@Cambridge、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 LANL、德国马普学会的
eDocServer 等。根据 OpenDOAR 的最新统计数据，目前全球已有近 1300 个 IR。

图 1 IR 增长趋势

图 2 IR 国别分布图

2. 研究所建设 IR 的好处
（1） 实现研究所知识产出的系统积累、长期保存和统一管理。研究所科研人员的知
识产出是研究所的重要学术和知识资产，利用 IR 可以对科研人员的知识产出和
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收集和长期保存，建立集中和统一的数字资产管理系统，从
而克服各部门以及个人分散保存信息的弊端和风险。通过长期的积累，IR 将成
为研究所的知识资产宝库。

（2） 集中展现和反映研究所的整体研究实力和水平。IR 通过对研究所分散的知识产
出进行收集和组织，提供统一的展示和利用窗口，有助于研究所完整的学术形
象和“品牌”的形成。
（3） 拓宽学术成果的发布和交流渠道，增强可见性。研究论文以预印本方式首先在 IR
中发布，并不排斥其在期刊等传统学术媒介上的正式发布或出版，相反还能支
持作者更快、更早地确定研究成果的首创地位。同时，将极大地拓展研究成果
的传播范围和速度，有助于是科研人员更容易地发现同事或同行们的最新研究
动向和成果。
（4） 提高学术成果被发现和引用的几率，扩大科研人员及研究所的学术影响和声望。
已经有研究表明，存放在 IR 中的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是未存放在 IR 中的论
文的两倍。
（5） 支持和实现数字出版。IR 除了可以支持对正式的研究产出的管理外，还可以将
原先无法进人正式出版途径的大量知识内容（如研究报告、演示报告、技术文
档、文件、数据等）以统一格式进行发布和交流。
（6） 提供学术统计、研究评价的辅助工具。随着 IR 中知识内容的不断积累，可以作
为对研究所知识产出和知识资产状况及其应用进行统计或审计，如按照 时 间 、
研究/试验室、课题和个人等进行统计；也可以对所保存的内容的访问利用情况
进行统计和分析，支持研究评价的需要。

3. 什么是 CAS-IR
CAS-IR 是由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组织开发的 IR 软件系统，免费向全院各研究所
推广使用，支持研究所依托该平台快速速构建和部署 IR 应用，促进研究所知识资产管理活
动的开展。

4. CAS-IR 功能简介
CAS-IR 具备常见 IR 系统的所有功能，包括知识内容的存缴、组织、传播利用、保存、
统计和互操作等多种功能和服务。
（1）存缴方面，CAS-IR 提供了快速简便的存缴接口，提供了针对主要知识内容类型的
元数据描述模板，支持提交过程中，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简单的或相对复杂的元
数据描述，完成提交和文件内容的上传。同时，CAS-IR 也提供了以批量方式装载外部数据
（如来自 ARP 系统的产出物数据）的方法和接口。
CAS-IR 目前支持的主要知识内容类型包括：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专著、学位论文、
研究报告、演示报告、多媒体资料等，对科学数据的支持还不成熟。
（2）组织方面，提供了按照研究/试验室、研究方向或课题组、知识内容类型、学科主
题分类、时间、题名、作者等多种组织方式。

（3）传播利用方面，支持按照以上组织方式的浏览和导航，支持从题名、作者、时间、
关键词等多种途径和条件的简单检索或组合检索，并支持全字段及全文档的全文检索。支持
基于 OAI 的元数据开放收割接口和基于 SRU 的开发检索接口，支持其他系统开放地检索和方
便与相关系统的开放集成和互操作应用。在知识内容的传播保护方面，提供了基于 IP 地址、
特殊用户组、作品发布时限等多种方式对全文性内容实施限制存取。
（4）长期保存方面，支持对存缴对象的技术信息、权属信息、源流信息等与长期保存
有关的信息的记录，对已存缴作品进行撤出管理，定期备份保存内容，以及对存缴对象以
METS 格式进行封装和输出迁移等。
（5）统计方面，CAS-IR 提供了基于知识库内容的统计和访问利用统计。内容统计，支
持按照研究所、研究/实验室、职称、身份、作者或用户、时间段等多条件组合统计，统计
结果可以 EXCEL 格式导出利用；访问统计，提供 IR 整体或单篇作品在预定义时间段内的浏
览、下载利用情况。
（6）其他功能和服务。除了上述主要功能和服务，CAS-IR 还提供基于电子邮件的最新
内容订阅、RSS 订阅、浏览和检索结果的保存及输出、关联检索、推荐等。需要说明的是，
基于电子邮件和 RSS 方式内容订阅，默认情况下为关闭状态，需根据情况决定是否打开。

5. CAS-IR 的运行环境和条件
（1）硬件平台
CAS-IR 对硬件平台无特殊要求，任何支持 Unix/Linux、Windows XP/2000 系列操作系
统运行的硬件环境，如各种 Unix/Linix 服务器、以及大部分主流品牌的 PC 服务器都可以作
为安装和运行 CAS-IR 的基本硬件平台。硬件平台的具体配置要求，视拟建设 IR 系统在数据
规模、保存、备份、性能等方面的不同要求而有所不同。通常情况下，推荐按照如下条件配
置运行 IR 的硬件平台：
服务器：主流双 Intel Xeon 处理器，2～4GB 内存，500G 以上外存。若需要做数据的
离线备份和保存，可以考虑配置内置或外置磁带机（库）。
投入预计：3 万元左右。

（2）软件环境
� 操作系统：
�

首选
首选：Linux/Unix 服务器操作系统：

�

推荐：
推荐：Ubuntu 8 服务器版（免费）
，或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商业）。

�

可选： Windows XP/2000 系列操作系统（商业）。需要说明的是，目前 CAS-IR
在 Windows 平台运行时部分功能（如访问统计、定时备份）等还不稳定。

�

数据库管理系统
数据库管理系统：Postgre SQL 8.1（免费）

�

Web 应用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Tomcat 5.5（免费）

�

Java 平台：
平台：J2SE 1.5（免费）

6. CAS-IR 的技术支持与服务
国科图将在学科馆员团队和 CAS-IR 项目组为核心的基础上，形成稳定支持和保障研究
所开展 IR 应用的工作机制，以多种方式为研究所提供必要的实施咨询、安装和部署支持（现
场或远程）、应用培训、系统升级等技术支持与服务。

7. CAS-IR 应用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