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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ｅｂ２．０是互联网时代下的新生网络模式，
它整合了现有的许多网络技术，
形成了不同于传统互联

要］

网的服务模式。文章通过研究 Ｗ ｅｂ２．０ 的信息特性、信息服务模式、Ｗ ｅｂ２．０ 环境下用户的行为特点，将其应
用于图书馆网络信息服务中，提出了 Ｗ ｅｂ２．０ 环境下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创新方式。
［关键词］

Ｗ ｅｂ２．０

［中图分类号］

信息

用户行为 信息服务

Ｇ２５２．６； Ｇ３５０．７

［文献标识码］ Ｂ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ｅ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ｏｄｅ， Ｗｅｂ２．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ｍａｎｙ ｎｅｗ ｎｅ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ｎｅｔ－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ｏｄ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ｏｄｅ．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ｕｓｅｒ＇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ｕｎｄｅｒ Ｗｅｂ２．０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ｏｐｏｓ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ｉｎｔ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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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的发展，已经成为互联网新的发展趋势。Ｗ ｅｂ１．０ 的主要特

Ｗ ｅｂ２．０ 概念自从 ２００１ 年被提出，迅速在全球蓬勃发展

点在于用户通过浏览器获取信息，Ｗ ｅｂ２．０ 则更注重用户的

起来。Ｗ ｅｂ２．０ 信息服务模式被不断效仿复制，一大批 Ｗ ｅｂ２．

交互作用，用户既是网站内容的消费者（浏览者），也是网

０ 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带来了互联网产业的第二个

站内容的制造者。Ｗ ｅｂ１．０ 到 Ｗ ｅｂ２．０ 的转变，具体的说，从

春天。
“微内容（ｍ ｉｃｒｏｃｏｎｔｅｎｔ）”是 Ｗ ｅｂ２．０ 的一个关键词，它

模式上是单纯的“读”向“写”、“共同建设”发展。到目

可以是用户所生产的任何数据：一则日志、一条评论、一

前为止，对于 Ｗ ｅｂ２．０ 概念的说明，通常采用 Ｗ ｅｂ２．０ 典型

幅图片、收藏的书签、喜好的音乐列表、想要做的事情、想

应用案例介绍，加上对部分 Ｗ ｅｂ２．０ 相关技术的解释。这些

要去的地方、新的朋友等等［１］。对这些微内容的创建、存储、

Ｗ ｅｂ２．０ 技术主要包括［３］：博客（Ｂｌｏｇ ）、Ｒ ＳＳ、百科全书（Ｗ ｉｋｉ）、

传递、维护与管理成为了 Ｗ ｅｂ２．０ 的关键。从博客、Ｒ ＳＳ到

威客、网摘、社会网络（ＳＮ Ｓ）、Ｐ２Ｐ、即时信息（ＩＭ ）等。

ＴＡＧ ，从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 ｙ 到 Ｆｌｉｋｅｒ 等等，Ｗ ｅｂ２．０ 的萌芽促使各

如，Ｂｌｏｇ ｇ ｅｒ Ｄｏｎ 在他的“Ｗ ＥＢ２．０ 概念诠释”一文中提到

种类型的 Ｗ ｅｂ２．０ 应用环境应运而生。同时，也孕育了忠于

“Ｗ ｅｂ２．０ 是以 Ｆｌｉｃｋｒ、Ｃｒａｉｇ ｓｌｉｓｔ、Ｌｉｎｋｅｄ ｉｎ、Ｔｒ ｉｂｅｓ、Ｒ ｙ ｚ ｅ、

Ｗ ｅｂ２．０ 网站的用户。Ｗ ｅｂ２．０ 为用户提供的高便利性，使信

Ｆｒ ｉｅｎｄ ｓｔｅｒ 、Ｄ ｅｌ．ｉｃｉｏ．ｕｓ、４３Ｔｈ ｉｎｇ ｓ．ｃｏｍ 等网站为代表，以

息之间的流通更加快捷，信息使用更加方便，这给图书馆

Ｂｌｏｇ 、ＴＡＧ 、ＳＮ Ｓ、Ｒ ＳＳ、Ｗ ｉｋｉ等社会软件的应用为核心，

的信息服务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若要做好图书馆

依据六度分隔、ｘｍ ｌ、ａｊａｘ 等新理论和技术实现的互联网新

的信息服务工作，必须厘清 Ｗ ｅｂ２．０ 环境下信息的特征及用

［４］
一代模式。
”

实际上，Ｗ ｅｂ２．０ 只是相对于以前的互联网服务而言的

户行为习惯的改变，才能为图书馆开展新型的服务方式提
供前提保障。

２

Ｗｅｂ２．０特性分析

２．１

Ｗｅｂ２．０的定义
Ｗ ｅｂ２．０ 是由 Ｏ＇Ｒ ｅｉｌｌｙ 媒体公司的总裁兼 ＣＥＯ 提姆奥莱

新型的信息服务模式，更确切地，称为 Ｗ ｅｂ２．０ 模式。用户
在 Ｗ ｅｂ２．０ 模式下体验到了全新的服务方式，便捷且自主性
强，这对图书馆工作必然带来影响和冲击，也为图书馆的
网络服务提供了全新的服务视角。

２．２

Ｗ ｅｂ２．０环境下的信息特征

理首先提出的［２］。对 Ｗ ｅｂ２．０ 的定义没有明确的界定，不可

２．２．１

交互性强

否认的是： Ｗ ｅｂ２．０ 是一种相对于传统 Ｗ ｅｂ１．０ 的新的一类

Ｗ ｅｂ２．０ 强调用户的参与，任何使用者在 Ｗ ｅｂ２．０ 环境下都

互联网应用的统称。

享有自主组织信息、整理信息的权利，可以根据自己的喜

Ｗ ｅｂ２．０ 环境下的最大特点是交互性强。

由 Ｗ ｅｂ１．０ 单纯通过网络浏览器浏览 ｈ ｔｍ ｌ网页模式向内

好设置阅览的内容、设置首页的页面风格，例如 Ｂｌｏｇ ，任

容更丰富、联系性更强、工具性更强的 Ｗ ｅｂ２．０ 互联网模式

何一个拥有博客的用户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设置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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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内容，还可以和其他人进行在线交流，对别人的作品

被关注的可能，这意味着草根阶层真的有成为互联网时代

发表评论等等。

话语主导的可能性。

２．２．２

共享性强

Ｗ ｅｂ２．０ 的网络环境为所有冲浪者提供

了广泛共享各种资源的便利。
２．２．３

个性化突出

正是由于信息交互性强，共享广泛，

２．３．２

技术整合

Ｗ ｅｂ２．０ 并不是全新技术的产物，它的

产生是在多项现有技术进行切割整合的基础上产生的新应
用；Ｗ ｅｂ２．０ 的基础技术 Ａｊａｘ 和 Ｒ ＳＳ都是技术整合的产物。

所以 Ｗ ｅｂ２．０ 环境下的信息资源具有个性化突出的特点。每

增强了 Ｗ ｅｂ２．０ 交流功能的 Ａｊａｘ 并不是一种技术，它实际上

个接受服务的用户成为网站的构建者和参与者，因此，构

是几种已经在各自领域大行其道技术的强强结合，是一种

建出来的网站必然是个性突出，各具特色。

创建交互式网页应用的网页开发技术，是使用客户端脚本

２．２．４

与 Ｗ ｅｂ 服务器交换数据的应用 Ｗ ｅｂ 开发方法［７］。Ｒ ＳＳ（真正

信息反馈及时

用户在 Ｗ ｅｂ２．０ 环境下可以方便地

对他人整理的信息内容发表意见，因此用户之间的交互性

简单聚合）是一种用于共享新闻和其它 Ｗ ｅｂ 内容联合格式，

强也加速了信息的及时反馈。

起源于网景通讯公司的推“Ｐｕｓｈ ”技术，将用户个性化的

２．２．５

需求以内容订阅的方式，选择技术结合 Ｗ ｅｂ 描述中的元数

信息源具有草根性

在 Ｗ ｅｂ２．０ 的信息系统中，大

量的用户为网络提供信息内容，用户成为信息的生产者，

据规范，在互联网中寻找符合用户要求的信息，主动提供

即信源［５］。传统的信源一般是正式的公共机构或公司，它们

符合个性化需求的信息。

规模巨大，资金雄厚，比如电台、电视、新闻报纸出版机

２．３．３

服务整合

相对于 Ｗ ｅｂ１．０ 的服务内容，Ｗ ｅｂ２．０ 在

构、门户网站等。Ｗ ｅｂ２．０ 的应用降低了向社会提供信息的

服务的项目上更加丰富多样。Ｗ ｅｂ２．０ 类型的公司的核心竞

门槛，打破了集中式的信息发布和传播方式，信源开始具

争力就在于其提供具有高成本效益的可伸缩性的服务和控

有了草根性，这种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信息内容的良莠

制独特的、难以再造的数据源，以及用户越多内容越丰富

不齐。作为当前行业内最为成功、实力最为强大、影响力

并且通过客户的自服务来发挥长尾力量的特质。

颇广的在线视频服务提供商，Ｙ ｏｕＴｕｂｅ 网站的创始人陈士

针对以上的整合特点，图书馆机构在为用户提供网络

骏也不无担忧地说：尽管目前 Ｙ ｏｕＴｕｂｅ 上的访问量位居视

化服务的同时，应该考虑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图书馆的内外

频网站之首，但还是有很多不健康的视频以及版权纠纷。

资源跨空间的整合和互动，在服务方式上，提供难以再造

因此草根性是对 Ｗ ｅｂ２．０ 应用模式的挑战。

的数据源。

２．２．６

信息分布更加分散

Ｗ ｅｂ２．０ 环境下信息资源庞杂，

信息分布更加的分散，这对信息组织提出了更大挑战。如
何更好地组织信息，让用户能方便地使用 Ｗ ｅｂ２．０ 网络环境
下的信息资源，也是对各 Ｗ ｅｂ２．０ 站点开发人员的挑战。

２．３

Ｗ ｅｂ２．０服务理念的特点——整合
Ｗ ｅｂ２．０ 环境具有交互性、个性化突出等特点，其服务

模式则具有高度的整合性。Ｗ ｅｂ２．０ 是对 Ｗ ｅｂ１．０ 的发展和
整合，更是一系列新思维在网络中的具体体现，通过各有
偏重的发展，互联网在 Ｗ ｅｂ２．０ 时代形成了新的服务理念和
模式。在这些模式的运作过程中，整合成为新的特色，人
本思想成为指导这些特色的核心内容，也是网站组织者在
对用户行为进行充分研究之后形成的核心指导思想之一。
２．３．１

概念整合［６］

超越空间、时间的互动概念一直为互

３

代表性的Ｗｅｂ２．０应用模式

３．１

Ｙｏｕｔｕｂｅ

３．１．１

定义

通过强有力的技术支持，Ｙ ｏｕＴｕｂｅ 提供了对

多种格式视频内容的支持，并且对上传文件规格的规定也
比较宽松，容量不超过 １００Ｍ ，长度不超过 １０ 分钟的视频
在这里都是被允许的［８］。它为全球成千上万的用户提供高水
平的视频上传、分发、展示、浏览服务，为网友拍摄、制
作的各种视频提供上传的机会。
３．１．２

Ｙ ｏｕｔｕｂｅ 理念

Ｙ ｏｕｔｕｂｅ 网站的核心理念是分享。任

何人可以把自己创作的短片发布到互联网上，让全世界的
人可以分享这些资源。
３．１．３

Ｙ ｏｕｔｕｂｅ 功能

Ｙ ｏｕｔｕｂｅ 主要提供如下功能［９］：

联网精神所提倡。在这个概念中，Ｗ ｅｂ１．０ 实现了超越时间

●视频的上传、Ｔａｇ 化、管理、分享。

和空间，但在真正的有效互动方面却未能获得实现。Ｗ ｅｂ１．０

●参与对网站上视频的浏览、评论、评分。

的主动权或者话语权依旧掌握在占据主要媒体的精英手中，

●组群功能，建立、寻找、加入以特定兴趣为中心的群。

他们作为社会最大信息份额的所有者，在信息的传播中掌

●视频播放列表及视频订阅功能。

握了最原始的信息源，而且在信息的发布权方面也有着得

●提供将视频嵌入用户 Ｗ ｅｂ 页的接口。

天独厚的优势。直到 Ｗ ｅｂ２．０ 出现，草根阶层成为网络民主
的实践主体才具备了基本的条件。对 ８ ０／２０原则提出挑战的
长尾理论、心理学的力度分割理论的互联网社会化应用、
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中重构的建设概念都是 Ｗ ｅｂ２．０ 的典型特

３．１．４

Ｙ ｏｕｔｕｂｅ 特点
●用户可以建立自己的 Ｙ ｏｕｔｕｂｅ 帐户。

●网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分类习惯，给每一个 Ｄ Ｖ 定义数
个标签，这属于非专业的分类法，便于人们的理解和接受。

色。话语专权的解构，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消息的发布者，

●其他人也可以看到其他网友对该视频的评分指数。

个人的信息价值和主体地位相对 Ｗ ｅｂ１．０ 时代更加有自主和

●注册后，任何人都可以对视频发表评论和想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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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可以看到发布某个视频作者的其它所有作品。

速发布自己的想法、与他人交流以及从事其他活动。所有

Ｄ ｅｌ．ｉｃｉｏ．ｕｓ

这一切都是免费的。Ｂｌｏｇ 因为其使用的便捷性、管理的个

“网摘”又名“网页书签”，起源于一家叫做 Ｄｅｌ．ｉｃｉｏ．

性化而成为 Ｗ ｅｂ２．０ 时代的宠儿。
以上这些应用模式只是 Ｗ ｅｂ２．０ 环境下的众类型中的部

ｕｓ的美国网站自 ２００３ 年开始提供的一项叫做“社会化书签”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ｏｏｋｍ ａｒｋｓ）的网络服务。人们可以在该网站上，用

分代表性模式。无论是哪种模式，都是从用户的角度出发，

ｔａｇ ｓ 描述文章、网站的主题、名称、类目、地点、思想，以

对网络资源进行充分开发，提供用户对网络资源自组织、

及任何人们可以想到的事物，还有标签频率较高的 ｔａｇ ｓ 的

自管理的平台，因此，有必要对 Ｗ ｅｂ２．０ 环境下的用户信息

列表，为用户进行社会标签时提供了可参考的蓝本

需求的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同时，图书馆也可以效

３．３

［１０］

。

仿以上这些 Ｗ ｅｂ２．０ 应用网站的建设特点，在图书馆的资源

Ｗ ｉｋｉ
Ｗ ｉｋｉ是一种多人协作的写作工具。Ｗ ｉｋｉ站点可以有多

人（甚至任何访问者）维护，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
见，或者对共同的主题进行扩展、探讨［１１］。Ｗ ｉｋｉ是一种超
文本系统，它支持面向社群的协作式写作，同时也包括一
组支持这种写作的辅助工具。有人认为，Ｗ ｉｋｉ系统属于一
种人类知识网格系统，人们可以在 Ｗ ｅｂ 的基础上对 Ｗ ｉｋｉ文
本进行浏览、创建、更改，而且创建、更改、发布的代价
远比 Ｈ ＴＭ Ｌ 文本小；同时 Ｗ ｉｋｉ系统还支持面向社群的协作
式写作，为协作式写作提供必要帮助；最后，Ｗ ｉｋｉ的写作
者自然构成了一个社群，Ｗ ｉｋｉ系统为这个社群提供简单的
交流工具［１２］。与其它超文本系统相比，Ｗ ｉｋｉ有使用方便及
开放的特点，所以 Ｗ ｉｋｉ系统可以帮助我们在一个社群内共
享某领域的知识。
３．４

４
４．１

Ｗｅｂ２．０环境下用户行为的变化
发现信息的独立性

互联网给了用户更多的话语

权，新一代的用户凭借敏锐的嗅觉和熟练的信息搜集技术
获取更多、更客观的信息。

４．２

利用信息途径的协同性［１６］

新一代用户已经不满

足于仅有一台联网的计算机，还希望拥有耳麦和摄像头，
不仅能够看，还能够同时听、说、写，即使是在浏览网页
的时候，也是希望从一个网站上获取更多类型的信息，通
过多种途径协同来获取更多、更有效的信息。

４．３

信息行为发生的随意性

Ｗ ｅｂ２．０的应用环境使用

户的无意识注意发挥到极致，从而使用户在网页浏览时发
现许多同主题而非同类型的信息。这容易使网络环境下的

ＲＳＳ
Ｒ ＳＳ技术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技术团体对其做出了

不同的解释，主要有 ３ 种理解：一种观点认为 Ｒ ＳＳ是“Ｒ Ｄ Ｆ
Ｓｉｔｅ Ｓｕｍ ｍ ａ ｒ ｙ （Ｒ Ｄ Ｆ 站点摘要）”；另一种理解认为 Ｒ ＳＳ是
“Ｒ ｉｃｈ Ｓｉｔｅ Ｓｕｍ ｍ ａｒｙ （丰富站点摘要）”；第三种观点认为
Ｒ ＳＳ是：“Ｒｅａｌｌｙ Ｓｉｍ ｐ ｌｅ Ｓｙｎｄ ｉｃａｔｉｏｎ（真正简单聚合）”。不
论是哪一种定义，它们都是将一些网页资源描述为一些频
道（Ｃｈ ａｎｎｅｌｓ）的组合，各个频道包含一系列的消息项（Ｉｔｅｍ ｓ），
因此把利用频道和消息项等 Ｒ ＳＳ元素去描述网络内容的文
件称为 Ｒ ＳＳ ｆｅｅｄ ［１３］。Ｒ ＳＳ即是一种 Ｗ ｅｂ 内容联合格式，包
含了一套用于描述 Ｗ ｅｂ 内容的元数据规范，具有一套新颖
的、能够实现内容整合者、内容提供商和最终用户之间的
Ｗ ｅｂ 内容（包括元数据）的互动的、多赢的联合应用机制［１４］。
３．５

服务网站上增设相关类目。

用户在利用图书馆的网络资源时，并不会只是倾向于拥有
单一数据库中的资源，更多时候需要一种将网络资源、数
据库资源进行结合，或者是多种数据库资源进行结合的信
息提供系统。

４．４

用户更享受体验者的身份

在Ｗ ｅｂ２．０的应用模

式中，所有的用户都成为网站的构建者、组织者，每个人
有着很强的“主人翁精神”。任何一个色彩的使用、一个标
签的标记、一句言论的发表都带有浓烈的个人色彩，都代
表着个体思想与喜好的体现。正是这众多的微内容让网民
的创造潜能得到有效释放，因而所有使用网络的人愿意享
受这种体验者的身份。

５

应对Ｗｅｂ２．０环境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的创新思考
图书馆的传统信息服务主要是一种单向被动式的服务，

Ｔａｇ
。

服务创新不够，对用户行为的关注不够。面对新的网络环

总的说来，Ｔａｇ 是一种分类系统，但是每个 Ｔａｇ 由用户自建，

境，用户行为的变化，图书馆必须审时度势、积极思考推

不必遵从某一分类体系。它是组织信息的一种新方式，也

出创新性的信息服务方式。

是广受用户喜爱的一种网络信息的组织方式。目前很多

５．１

Ｔａｇ 又称为标签，是用来描述内容的分类信息的标识

［１５］

Ｗ ｅｂ２．０ 网站都提供这种自动定义标签的功能，如赶集网、

整合多种不同类型的信息资源
信息资源的整合强调的不仅是馆内资源的整合，更强

魔时娱乐网等等。对于每一项网友组织的活动，发起者都

调将馆外专业的、有价值的信息资源纳入到图书馆的服务

可以在发起活动时自定义数个标签，方便初入门道者进行

系统中。如实现网络资源和图书馆已有的各种数字资源的

检索和查阅。

同页面检索，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新推出的“ｅ 划通”桌

３．６

面工具就可以帮助用户在 Ｗ ｏｒｄ 、网页等状态下，通过划词

Ｂｌｏｇ
Ｂｌｏｇ 的全名是 Ｗ ｅｂ ｌｏｇ ，后来缩写为 Ｂｌｏｇ ，中文译为网

的方法实现网络资源、图书、数据库资源的多方检索，用

络日志。Ｂｌｏｇ 是一个易于使用的网站，用户可以在其中迅

户使用起来方便易行。此外，在数据库资源中实现全国、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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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全世界的有名大学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多家数据库资源

题文献资料、会议信息等进行推送和定制服务，使之能实

在同一个检索界面下的跨库检索，可节省用户的时间和精

现用户个人的信息定制和推送服务。对图书馆而言，将 Ｒ ＳＳ

力。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开发的跨库检索系统

技术应用过来，可以考虑提供最新最快的新书推荐和定制

（ｈ ｔｔｐ ：／／ｃｒｏｓｓ．ｃｓｄ ｌ．ａｃ．ｃｎ／）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 １００ 多个数据

服务，具体构建时需要有图书馆与出版商、网络书店及数

库的同时跨库检索，是充分从用户角度出发构建的图书馆

字图书馆公司等合作制订图书信息的服务机制，构建服务

网络检索系统。

框架，从而实现书目信息的快速报道［１７］。

５．２

在图书馆网络主页上引入博客
博客为用户提供了一个独立评论、知识组织管理、知

识共享的平台。博客们在做自己的知识整理同时，也在为
其他网络访问者提供知识。因此，要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网
站提供信息服务的功能，可以将博客纳入到图书馆网站系
统中。如，在图书馆的主页中可添加“博客”按钮，由图
书馆的资深馆员建立各种类型的博客：新闻博客、新书推
荐博客、培训服务博客、读者活动博客，各博客之间建立
引用通告。让博客出现在图书馆的主页上，使用户在使用
图书馆资源进行网络检索的同时，也能看到图书馆目前上
架的新书，并可匿名或注册给予评论和提出建议；还可以

６

结

语

Ｗ ｅｂ２．０ 是互联网发展史上新的标志物，它让每一个人
成为网络社会的真正主体，实现了从“全民上网”到“全
民植网”，从而彻底释放网民的创造潜能，通过主体间内在
的深度互联实现信息的高效、有序、增值。Ｗ ｅｂ２．０ 时代的
网络环境造就了信息用户的高参与性和主动性，面对这种
竞争性环境以及用户行为模式的改变，图书馆的网络信息
服务必须及时响应读者的需求，对图书馆的网络信息服务
进行创新。借鉴 Ｗ ｅｂ２．０ 的信息应用模式，必将给图书馆的
服务创新带来全新的启示和帮助。

通过新闻博客提供国内外各领域的时事新闻链接；通过用

参考文献 ：

户服务博客，用户可以详尽了解本馆规章制度，加强图书

１ 微内容是 Ｗ ｅｂ２．０ 的一个关键词［ＥＢ／ＯＬ］．
［２００７－ ０２－ ２６］． ｈ ｔｔｐ ：／／ｗ ｗ ｗ ．

馆与读者的沟通；用户对图书馆管理制度、对工作人员及
图书馆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在博客上畅所欲言，也可以通
过博客进行图书超期的提醒和催还；部主任、馆长也可以
通过博客更直接地了解馆员的服务情况。

５．３

ｘ ｙ ｈ ｈ ｘ ｘ ．ｃｏｍ ／ｄ ｉｇ ／ｄ ｉｇ Ｖｉｅ ｗ ．ａｓｐ ｘ ？ｓｕｂＩＤ＝４３，
２ 提姆·奥莱理． 什么是 Ｗ ｅｂ２．０［Ｊ］． 互联网周刊， ２００５（４０）：３８
３ 千家维客户［ＥＢ／ＯＬ］． ［２００７－ ０２－ ２６］．ｈ ｔｔｐ ： ／／ｗ ｗ ｗ ．ｓｍ ａｒｔｈ ｍ ｅｃｎ．ｃｏｍ ／ｚ ｔ／
ｗ ｉｋｉ／ｓｉｗ ｉｋｉ．ｈ ｔｍ
４ 什么是 Ｗ ｅｂ２．０？．［２００７－ ０２－ ２６］． ｈ ｔｔｐ ：／／ｗ ｗ ｗ ．ｍ 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ｍ ａｎ．ｎｅｔ／ＦＡ Ｑ ／

在图书馆的检索系统中吸纳Ｔａｇ标签功能
要让图书馆系统成为一个更加人性化的检索系统，可

以考虑在用户根据系统认可的专业关键词检索到结果以后，
提供一个可以自定义标签的窗口，如 Ｇ ｏｏｇ ｌｅ 提供翻译功能
的同时，在用户浏览译文的时候，可以看到：
“我有更好的
翻译译文”，如果该用户确实能译出比 Ｇ ｏｏｇ ｌｅ 提供的译文更

００５１．ｈ ｔｍ
５

宋秋菊． Ｗ ｅｂ２．０ 的信息组织［Ｊ］中国信息导报，２００６（６）： ５７－ ５８

６ 王知津， 宋正凯．Ｗ ｅｂ ２．０的特色及其对网络信息交流的影响［Ｊ］．新
世纪图书馆， ２００６（３）：１０－ １３
７ 王义勇．Ａｊａｘ 的原理及其在 ｗ ｅｂ 开发中的应用［Ｊ］．科技广场， ２００６（７）
８

什么是 Ｙ ｏｕＴｕｂｅ［ＥＢ／ＯＬ］． ［２００７－ ０２－ ２８ ］． ｈ ｔｔｐ ：／／ｗ ｗ ｗ ．ｈ ｏｏｄ ｏｎｇ ．ｃｏｍ ／
ｅｎｔｒｙｖｉｅ ｗ ．ｄ ｏ？ｄ ｏｃ＿ｔｉｔｌｅ ＝ ｙ ｏｕｔｕｂｅ

好的内容，则用户可以点击这个按钮，然后输入自己的翻

９

Ｙ ｏｕＴｕｂｅ． ［２００７－ ０３－ ２８ ］． ｈ ｔｔｐ ：／／ｗ ｗ ｗ ．ｙ ｏｕｔｕｂｅ．ｃｏｍ

译，系统就会用新的译文替代前面的译文。对于图书馆检

１０ Ｔａｇ ｓ． ［ＥＢ／ＯＬ］． ［２００７－ ０３－ ２８ ］． ｈ ｔｔｐ ：／／ｄ ｅｌ．ｉｃｉｏ．ｕｓ／ｈ ｅｌｐ ／ｔａｇ ｓ

索系统而言，利用关键词进行检索后，可以在返回结果的

１１ Ｗ ｅｂ２．０ 简介．［２００７－ ０３－ ２６］．ｈ ｔｔｐ ：／／ｉｔ．ｓｏｈ ｕ．ｃｏｍ ／ｓ２００５／ｗ ｅｂ２ｉｎｆｏ．ｓｈ ｔｍ ｌ

界面中写入：“我的 ｔａｇ ”程序，用户点击之后可以输入自

［２００７－ ０３－ ０５］． ｈ ｔｔｐ ：／／ｄ ｉｇ ｉ．
１２ 互联网新应用系列专题之 Ｗ ＩＫＩ［ＥＢ／ＯＬ］．

己认为更方便理解的关键词。这样周而复始，图书馆系统
的检索系统就会演变得更加人性化、平民化。

５．４

利用ＲＳＳ做好信息推送和定制服务
Ｒ ＳＳ可以用来聚合新闻或者像新闻一样更新比较频繁

ｉｔ．ｓｏｈ ｕ．ｃｏｍ ／ｓ２００５／ｗ ｉｋｉ．ｓｈ ｔｍ ｌ
１３ 张道银， 蔡瑞英． Ｒ ＳＳ技术及其应用研究［Ｊ］． 微计算机信息， ２００５
（７）：２８ １－ ２８ ３
１４ 张会娥． ＲＳＳ的应用研究［Ｊ］． 图书馆杂志， ２００５（２）：５３－ ５８
１５ 孙

的网站内容，使用者不必打开该网站就可以获得最近更新

茜． Ｗ ｅｂ２．０ 对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的启示［Ｊ］． 图书馆杂志，

２００５（１２）：２７－ ３０

的内容。另外 Ｒ ＳＳ的分类还可以为用户集中提供他们感兴

１６ 吴

趣的内容，从而减少了检索所花费的时间。Ｒ ＳＳ的出现很

１７ 范 炜， 陈树年． 基于 Ｒ ＳＳ的图书信息服务理念与实现［Ｊ］． 现代图

超．Ｗ ｅｂ２．０ 在信息服务中的应用研究［Ｊ］． 现代情报， ２００６（８ ）

书情报技术， ２００５（１２）

好地实现了信息构建理念中的核心内容——网络信息检索
系统的构建，使之达到检索的高效化、个性化、即时性以
及交互性的目标，它为解决互联网时代信息生态失衡提供
了新的思路，也为解决图书馆网络服务中的推送服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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