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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合作是网络信息资源保存活动的重要问题和发展趋势，而构建适当的合作机制是网络信息资源保

存活动开展良好合作的基础。通过对国外重点网络信息资源保存的合作项目的调研可知，目前国际网络信息
资源保存有 ３ 种合作机制，即责任高度集中的合作机制、责任平等的合作机制、责任高度分散的合作机制。这
３ 种机制各具优势、劣势和适用情况，所以应针对不同情况的网络信息资源保存活动选择合适的合作机制。
［关键词］

合作机制

［中图分类号］

网络信息资源保存

Ｇ２５０．７３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

［文献标识码］

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ｇｏｏ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ｈａ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１

引

言

合作，也有盈利机构与非盈利机构的合作 ［１］； 从合作内容来

网络信息资源具有增长速度快、规模巨大、类型复杂

看，有技术上的合作、战略上的合作、工具上的合作，也

的特点。网络信息资源保存活动涉及复杂的政策、法律、经

有存储上的合作； 从合作范围来看，有全球范围的合作、区

济、技术和管理等多方面的因素，有着规模大、投入大、复

域内的合作，更多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合作； 从合作项目来

杂度高、持久性强等特点，单凭一个机构很难承担如此重

看，比较成功的合作项目有 ＩＡ（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ｒｃｈｉｖｅ，互联网

大的责任和完成这样艰巨的工作，因此，需要协调一系列

档案） 项目、ＩＩＰ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社会利益和动员足够的社会资源，需要由多个组织或者机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国际互联网络保存联盟）项目、欧洲的ＮＥＤＬＩＢ

构进行合作，以形成长期、可靠和可持续的保存与获取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欧洲网络存储图书

运作机制。

馆）项目、北欧的 ＮＷＡ（Ｎｏｒｄｉｃ Ｗｅｂ Ａｒｃｈｉｖｅ，北欧网络

从目前国际上网络信息资源保存的实施情况看，大多

保存联盟）项目，国家内部合作的典型项目有澳大利亚的

数的保存项目都是由多个机构合作完成的。合作已经成为

ＰＡＮＤＯＲＡ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网络信息资源保存活动发展的趋势，并且，在合作过程中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保存并存取澳大利亚网络文献资

呈现出多种形态。从合作主体来看，有保存机构之间的合

源）项目、英国的 ＵＫＷＡＣ （ＵＫ Ｗｅｂ Ａｒｃｈｉｖｉｎｇ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作、保存者和出版者之间的合作、保存机构与技术部门的

英 国 网 络 存 储 协 会） 项目、美国的 Ｓ Ｄ Ｓ Ｃ （Ｓ ａ ｎ Ｄ ｉ ｅ ｇ ｏ

＊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信息资源保存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课题的资助，课题编号为 ０６ＢＴＱ０２５。

·6 ·

Ｓｕｐｅｒ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Ｃｅｎｔｅｒ，圣地亚哥超级计算机中心）项目等。

２

现有网络信息资源保存合作机制
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是发展合作项目的重要基础。在

合作中涉及的各个要素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的
关系统称为合作机制。这些要素包括责任体系的选择、资
金的筹集和分配、技术与资源上的共享等。
本文调研了国外比较成功的几个网络信息资源合作项
目，在分析各个项目合作机制的基础上，从合作机制中关键
的责任体制角度出发，将网络信息资源保存的合作机制分为
责任高度集中、责任平等、责任高度分散 ３ 类合作机制。

２．１

责任高度集中的合作机制
这种合作机制是指由一个主要的组织者负责进行总体

政策制定、技术策略选择、管理机构组织等主要的工作，并
且负责提供项目所需的大部分基础设施，而其他的合作者
负责项目中比较具体的工作，比如参与选择保存的内容、
添加元数据等，甚至有的合作伙伴只是参与系统平台的维
护工作。澳大利亚的 ＰＡＮＤＯＲＡ 项目是这种合作机制的典
型代表。
ＰＡＮＤＯＲＡ 项目始于 １９９６ 年。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是
此项目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它认为单凭一个机构的力量很
难承担如此大量的网络信息资源保存工作，必须要在国家
范围内广泛进行合作，因此建立了与州图书馆及其他学术
机构的合作框架 ［２］。目前，ＰＡＮＤＯＲＡ 项目共有 １０ 个合作
伙伴，分布在澳大利亚的各个州［３］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在
ＰＡＮＤＯＲＡ 项目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制定了一系
列关于网站和联机出版物选择的指导原则，要求合作伙伴
必须在遵循这一指导原则的前提下制定自己的采集策略；建

家图书馆定期出版各种报告，除了每年的年度报告之外，
每个月还有月度报告，月度报告的内容包括这个月采集内
容的增加情况、用户统计、用户评论等。每两个月，澳大
利亚国家图书馆还将汇编两个关于合作机构的采集内容列
表，一个列表提供这一时期所有的采集内容，另一个列表
提供政府出版物的 ＵＲＬ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ｏｒ，统一资
源定位符）。所有的报告内容将在公布到网站之前预先通过
电子邮件发给各个合作伙伴参考，大家可以对这些报告的
内容提出意见。
同时，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作为澳大利亚的代表活跃
在国际网络信息保存领域，保持与国际上的交流和合作。
ＰＡＮＤＯＲＡ 项目的负责人曾经将该项目的成功归于两
个方面：最主要的方面是国家图书馆在其中的领导作用，
另外一个是澳大利亚图书馆之间良好的合作传统［５］。

２．２

责任平等的合作机制
所谓责任平等的合作机制，是指在网络信息资源保存

项目中，没有领导者来具体规定每个机构必须做的工作，
每个合作伙伴在项目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应尽的义务和享
有的责任是平等的。他们共同协商项目所要完成的任务，
互相分享观点和经费，共同承担存在的挑战和风险。这种
合作机制的典型代表是 ＩＩＰＣ 项目。
国际互联网络保存联盟（ＩＩＰＣ）是一个国际性的网络
信息资源保存机构。它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最初只有 １２ 个成
员。目前，ＩＩＰＣ 已经发展到了 ３７ 个成员，这些成员包括有
国家图书馆、大学、其他类型的图书馆等多种类型的机构，
其中各国的国家图书馆占到了成员总数的 ５０％［６］ 。具体组成
情况见图 １ ①。

立了“数字信息存档系统”（Ｐａｎｄｏｒａ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ｉｎｇ
［４］
Ｓｙｓｔｅｍ，简称 ＰＡＮＤＡＳ）
，合作伙伴可以通过远程登录到系

统中提交自己所采集的内容，再由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完成
保存、提供用户检索等后续的工作。在项目资金方面，国家
图书馆承担了ＰＡＮＤＯＲＡ项目的大部分经费，每年的投入在
１００ 万澳元以上，其合作机构只负责本机构的运行经费。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虽然是 ＰＡＮＤＯＲＡ 项目的绝对领
导者，但是在项目的实际工作中，它很注重与合作伙伴的
沟通。ＰＡＮＤＯＲＡ项目的管理主要采取顾问机制，
ＰＡＮＤＯＲＡ
的合作伙伴组成了顾问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澳大利亚国
家图书馆与各个合作伙伴通过这两个委员会在策略、政策、
程序和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沟通协作。顾问委员会由每个

ＩＩＰＣ 由一个指导委员会和一个技术委员会来组织协调

合作机构的管理层组成，在委员会中，每个合作机构都有

工作，指导委员会由交流办公室、成员协调组、财务 ３ 个部

一个代表，他们主要讨论有关存取、政策和基础设施的管

分组成，技术委员会由采集工作组、访问工作组、保存工

理问题。工作委员会由具体的工作人员组成，他们主要处

作组、标准化工作组 ４ 个部分组成，见下页图 ２。

理每天在工作中遇到的程序和软件等方面的具体问题。所
有的委员会之间通过电子邮件讨论组的形式进行交流。此
外，为了交流每个合作伙伴的工作进展情况，澳大利亚国

ＩＩＰＣ 对成员可以获得的利益和需要承担的责任进行了
明确的规定［８］ 。成员可以获取的利益包括：
（１） 与世界范围的合作伙伴分享经验，并在有关专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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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ＩＩＰＣ２００８ 年组织机构图［７］

高质量的、易于使用的开源软件工具，
并将这些工具在全球范围进行共享，
以促进全球网络信息资源保存活动的
发展。ＩＩＰＣ不直接负责这些软件工具的
开发工作，而是以基金的形式资助其
会员来进行某一种工具的开发。其工
具组件涉及采集、存储、访问等网络信
息资源保存活动的各个环节。采集工
具有 Ｈｅｒｉｔｒｉｘ （ ＩＡ 和北欧的国家图书馆
联合开发） 和ＤｅｅｐＡｒｃ （法国国家图书馆
开发）、Ｓｍａｒｔ Ｃｒａｗｌｅｒ （ＩＡ 开发）。资源保
存工具有Ｗｅｂ Ｃｕｒａｔｏｒ Ｔｏｏｌ （简称ＷＣＴ，
由新西兰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共
同开发）和 Ｎｅｔ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ｕｉｔｅ（丹麦皇家图
书馆和丹麦的大学图书馆共同开发） 。

指导下配置、使用 Ｈｅｒｉｔｒｉｘ 、Ｗａｙｂａｃｋ Ｍａｃｈｉｎｅ 等工具。

资源收藏存储工具有 ＢＡＴ （ＢｎＦＡｒｃＴｏｏｌｓ，法国国家图书馆

（２） 获取网络信息资源保存新活动和新工具的第一手资料。

开发）。访问工具有 Ｗａｙｂａｃｋ（ＩＡ 开发）、ＮｕｔｃｈＷＡＸ （Ｎｕｔｃｈ

（３） 会员需要支付的费用非常少，以此来鼓励世界范围

ｗｉｔｈ Ｗｅｂ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ＩＡ 和北欧国家图书馆联合开
发）、ＷＥＲＡ （ＷＥｂ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Ａ 和挪威国家图书馆

内无论大小的机构都参与到 ＩＩＰＣ 中。
成员的责任包括：

联合开发）、Ｘｉｎｑ （ＸＭＬ ＩＮＱｕｉｒｅ，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开

（１） 与世界范围内其他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一起参与网络

发）。为了方便和促进 ＷＡＲＣ 格式的使用，还资助了 Ｈａｎｚｏ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和 ＩＩＰＣ 联合开发的 ＷＡＲＣ 工具。

信息资源保存的工作。

ＩＩＰＣ２００７ 年用于 ＷＡＲＣ 第一阶段第一部分的资金投入

（２） 为开发采集、保存、存储等开源工具的发展贡献力量。
（３） 参与 ＩＩＰＣ 的工作组和 ＩＩＰＣ 资助的项目，如技术工
具的开发、标准建立、元数据以及内容管理等。
（４） 每个机构都将参加ＩＩＰＣ的年度会议并就指定的主题

为 １７ ６２５ 美元，２００８ 年用于工具开发的资金预算为 １７８ ３６４
美元，占总预算的 ７８％ 。其中用于 ＷＡＲＣ 第一阶段第二部
分的资金为 １７ ０６４ 美元，用于 ＷＡＲＣ 第二阶段的资金为 ５６
０００ 美元，Ｎｕｔｃｈｗａｘ 的资金为 ４２ ０００ 美元，Ｓｍａｒｔ Ｃｒａｗｌｅｒ

发言。

的资金为 ６３ ３００ 美元①。

（５） 参与 ＩＩＰＣ 需要的一些工作。
（６） 成员（至少两个）可以申请一个项目，例如软件开

这种合作机制可以有效地分担各个成员机构在工具开

发等，并且提出资金来源的建议。由技术委员会提出是否

发上的经济风险，较好地发挥出大规模合作的优势，有利

实施的建议并提供给指导委员会参考，且最终由指导委员

于资金的合理配置。

会决定是否实施这一项目。成员也可以为了执行这些具体

２．３

项目形成更加灵活和非正式的工作组。这些工作组要在技

责任高度分散的合作机制
责任高度分散的合作机制是指网络信息资源保存项目

由大量的合作伙伴组成，但是每一个合作伙伴发挥的作用

术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７） 作为一种辅助性的贡献，除了会员费，每个会员需

是有限的，在合作上没有领导者和组织机构，也没有规章

要采用其他方式进一步支持 ＩＩＰＣ，这些支持可能是资金支

制度来规定和约束每一个合作者的行为，合作方式呈高度

持、互相合作和人员支持。

分散的状态。ＩＡ 项目与其他机构之间的合作方式可以归为

ＩＩＰＣ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会员缴纳的会费，会员需要缴纳
的会费根据其年度预算的资金数量分为 ３ 个档次（见表 １）
。
ＩＩＰＣ 的经费主要用于为网络信息资源保存流程开发一系列
表１

ＩＩＰＣ 成员会费缴纳标准 ［９］ （单位：欧元）

这种合作机制。
ＩＡ 是一个非赢利组织，于 １９９６ 年成立。ＩＡ 一直与国家
级图书馆、大学及其他相关机构进行密切合作开展数字资
源的长期保存活动，其合作伙伴见下页表 ２ ［１０］。但是 ＩＡ 在
与它们的合作中并没有具体规定合作伙伴的责任和义务，

年度预算

一年所需要缴纳的会费

只是在一些项目上与其他机构合作或者为他们的发展提供

小于 １ ０００ 万

２ ０００

软件工具。比如 ＩＡ 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合作，是由国会图

１ ０００ 万到 ５ ０００ 万之间

４ ０００

书馆制定选择、评估、保存网络信息资源的标准，ＩＡ 负责

大于 ５ ０００ 万

８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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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和保存；ＩＡ 与 ＮＡＳ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表２
合作方

ＩＡ 合作方一览表

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档案馆

分歧。责任高度集中的合作机制主要适用于
合作内容

机构名称

刚起步的项目，可以较快地扩大规模、增加

技术 ＼ 系统 ＼ 资源方面

实力。对于机构来说，如果想要长期地参与

加拿大国家图书馆

到网络信息资源保存活动中但又不想承担过

法国国家图书馆

多的任务，可以选择加入到采取这种合作机

英国国家档案馆

制的项目中。

美国国会图书馆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

责任平等的合作机制的优势在于：各个

计算机科学

合作伙伴的地位平等、权利义务透明，有利

开源课件

大

学

内容提供者

卡内基米隆大学

百万图书计划

于分担资金、人力资源等压力。在合作过程

Ｎａｒｏｐａ（纳罗帕） 大学

诗歌

中树立平等的理念，有利于创造出良好的共

西北大学

ＳＣＯＴＵＳ（斯哥德）文集

享知识和技术的氛围和环境，以保护每一个

莱斯大学

Ｃｏｎｎｅｘｉｏｎｓ（开放教育资源项目）

合作伙伴的参与意识，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

马里兰大学

儿童数字图书馆

性，有利于技术的发展和共享。其劣势在

多伦多大学

权威存档

于：由于没有强势的领导者，在有争议的问

弗吉尼亚大学

米勒公共事务中心

题上难以做出决定，同时合作伙伴之间容易

ＡＣＦ Ｎｅｗｓｏｕｒｃｅ（美国新闻周刊）

广播节目保存

形成较小的同等地位的联盟从而难以形成规

ＥＯＧＥＯ（对地观测技术工作组）

ＮＡＳＡ 陆地卫星计划

模经济。因此，一个明晰的责任体系对于该

联合国

联合国环境项目

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Ｌｉｎｋ ＴＶ（网络电视网站）

中东新闻

ＭＳＲＩ （Ｍａ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教育资源

高度分散的合作机制的优势在于：合作
机构的自主性非常大，可以自由地选择合作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数学研究机构）
Ｔｕｃｏｗｓ（共享软件下载网站）

的方式和时间；并且，这种合作项目通常都

软件档案库

是以共同的兴趣和利益为基础，对合作双方

注：机构名称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或多方都有一定的吸引力；其费用来源也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合作，是将 ＮＡＳＡ

较灵活，因此这种合作方式中费用问题会相对较少，合作

近五十年来的载人和无人太空计划的图片、视频、影片及

会相对比较顺利。另外，这种机制下的合作通常合作目标

其他资料转换为数字格式并公开在 ＩＡ 的网站上 。与其他

明确，能够在相对明确的时间范围内取得明显的效果。其劣

图书馆的合作大部分都是由 ＩＡ 负责进行技术上的支持并研

势是：从长远观点来看，这种合作方式没有一定的约束机制，

发新的工具，然后按照每一个图书馆的特定保存需求设计

有可能会产生合作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同时，由于没有

采集软件，采集每一个国家的网络信息，并提供自 １９９６ 年

领导者和组织者，通常很难在广泛的领域形成长期的、大规

成立以来采集的各国网络信息资源［１２］ 。

模的合作。

［１１］

３

现有网络信息资源保存合作机制的比较分析
每一种合作机制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在构建网络

信息资源保存的合作框架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
合作机制，而一个机构也要根据此项目的合作机制是否适
合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要参与的合作项目。以下分别对上述
３ 种合作机制的优势、劣势和情况进行初步分析。
责任高度集中的合作机制的优势主要在于：在责任高
度集中的条件下各个合作伙伴都采取统一的技术手段和工

从上述分析还可以看出，各种合作机制适用于不同情
况的网络信息资源保存活动。高度集中机制主要适用于刚
开始的项目；责任平等机制比较适合很多机构都有兴趣从
事这一活动但缺乏愿意担任领导者的情况，以及国际上多
个机构参与的广泛的合作；高度分散机制适合机构在某些
方面进行较自由的合作的情况。

４

结

语

目前的各种合作机制虽然各有优缺点，但都有成功的

具进行工作，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标准，容易管理数据，方

案例。分析这些成功的案例，可以发现它们的一些共性，包

便用户的检索使用；通过统一的组织，可以快速、有效地

括：确定明确的责任体系。各个成员机构充分明确自己所

整合资源，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合作机构无论大小都可

处的位置、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和需要履行的义务；在技术

以参与其中承担一部分工作，有利于扩大项目规模。其劣

上实现共享。网络信息资源保存的技术是重点也是难点，

势在于：不能有力地保障合作伙伴的参与意识。一部分合

所需要的经费也是最多的，可以看出技术上的共享是减少

作伙伴容易产生依赖性，不会主动、积极地提高工作的效

经费、分担风险、统一标准最好的方式；保持沟通渠道通

率，并且如果没有很好的沟通渠道，在观点上也容易出现

畅。成员之间良好的沟通是合作成功的必要（下转第 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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