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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数字图书馆的快速发展，以个性化服务为主要特征的第三代数字图书馆已经成为
当今发展的主流。本文首先对数字图书馆的概念和特征加以分析，然后论述了个性化服务的
内涵以及它发展的必然性，在提出建立兴趣知识库的基础上，列举了几种个性化服务的方式，
最后基于个性化服务提出了建立“学习型个人数字图书馆”的模型，并对数字图书馆的发展
趋势作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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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library, digital library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taking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rvice with individuality , has already become
the mainstream today.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concep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gital
library, and then elaborates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service with individuality as well as the
necessity of its development. Meanwhile based on establishment interest knowledge-base, it
enumerates several ways of the service with individuality. At last it proposes the model of
“learning-oriented digital library” according to the individualized service, and prospects the trends
of development of digital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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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现代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以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为代表的因特网迅速崛起，
继而，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社会。与此相应，图书馆在走过传统图书馆阶段、自动化图书馆
阶段后，现今已经步入了数字图书馆的阶段。在经历过第一代以基于 MARC 的图书目录管
理系统为核心，第二代以数字化文献信息资源为主要特征的历程之后，目前数字图书馆建设
已经步入了第三代，即以分布式的、异构的、主动的、个性化的为主要特征。根据这个特征，
同时又面临着数字化资源信息的海洋，“以用户为中心”、“以人为本”的理念势必成为数字
图书馆发展的指导思想，为用户提供特定的个性化的信息需求，节省用户的相关寻求时间，
因此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已经在理论上成为数字图书馆发展的关键所在，并且当前在一定
的范围内已经步入应用。因此，我们对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进行深入剖析，将个性化的信
息进行有效组织，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主动、交互、个性化的服务是我们当前首先要解决
的问题之一。
2、数字图书馆概述
当前数字图书馆技术条件和环境正逐日得到完善与成熟，这一点我们已经在日常学习生
活中得到体会，然而对于数字图书馆的定义这个问题仍然是众说纷纭。最初，数字图书馆的
概念并不是图书馆人提出来的，而是一些物理学家为进行学术交流在因特网上编制的一个软
件，产生万维网技术后，从而引发出无穷的信息资源与相关软件。[1] 目前比较典型的有如
下几个定义[2][3]：
●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美国在数字图书馆建设方面遥遥领先，伴随着它的（DLI-1）和
(DLI-2)创新计划的实施，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一项有关数字图书馆的“国家挑战”项
目报告中对数字图书馆所下的定义：
“数字图书馆是一系列的信息资源以及相关的将这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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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组织起来的技术手段（如创建、检索、利用信息的技术）
，涵盖了现有分布式网络中所有
数字媒体类型（文本、图像、声音、动态国图像邓）的存储和检索系统。”
● 数字图书馆是向用户群体提供便于查找和利用庞大的、经过组织的信息和知识存储
库的系统。
● 数字图书馆是一个全球性的、分布式的大型知识库,即以分布式海量数据库为支撑,基
于智能技术的大型、开放、分布式信息库。
● 数字图书馆是采用现代高新技术的数字信息资源系统,是没有时空限制的、便于使用
的、超大规模的知识中心。
现今，伴随 DLI-1 创新计划的逐步实施，数字图书馆已经经历了第二代的发展建设阶段，
而其又在 DLI-2 创新计划的驱动下，数字图书馆发展已经进入第三代，重点建设的内容是从
用户出发。综合以上各个方面给出如下的定义：“数字图书馆并不仅仅是传统图书馆的数字
化，也不是数字资源的网络化，它是方便服务于社会群体的知识信息平台，在一定程度上，
它是一种面向单个用户和用户群的服务观念。
”
3、个性化服务解析
3.1、个性化服务的定义及其意义
3.1.1 个性化服务定义
个性化服务，追究起来，它是经济学领域推出的新的服务理念。在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
之后，曾经的“自我中心论”已经被当今的网络经济给淹没，大众化的服务也在个性化信息
服务的呼声中消失。
个性化服务是相对于大众化服务而言的，个性化服务就是针对不同用户提供不同的服务
策略、服务内容和客户端功能的服务模式。它要求具备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每个用户的知
识需求都有他们的个性化信息特征；其次作为服务提供者，应该能做到有的放矢，产生立竿
见影的效果；最后服务的提供者和需求者之间应该协同合作，既要用户的满意度 ，又要服
务提供者的满足感。
3.1.2 个性化服务的现实意义
个性化服务的理念是以用户为中心，倡导的是“以人为本”的思想，所以它对于当今第
三代数字图书馆的建设的现实意义重大。
● 个性化服务是数字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数字图书馆和传统图书馆复合式发展
的趋势。
● 个性化服务是从用户的角度出发的，使一个面向公众的数字图书馆成为了一个面向个人
的数字图书馆，一方面极大地方便了用户，节省了不少的时间，另一方面有助于培养个性、
发现个性，引导需求，促进社会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发展。
● 个性化服务以用户为中心，极大地优化了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人力与物力的配置，把那
种知识经济的理念真正的运用到图书馆的建设发展中，充分发挥了图书馆的作用，提高了服
务质量和效率。
● 个性化服务是数字图书馆第三代的重要特征。
3.2、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实施的关键---兴趣知识库的建立
3.2.1 知识的概述
在信息科学中，信息是根据表示数据所用的约定，赋予数据的意义，是数据所表达的客
观事实。而信息经过加工和改造形成知识。知识是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又经过时间检验
的对客观实际的可靠的反映。知识是人脑创新的成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智慧是人类文明
的源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永恒动力，是生产力诸要素中的核心。[7]
3.2.2 兴趣知识库建立的原理
本文提出的“兴趣知识库”
，就是采用数据挖掘的技术路线，对用户个性化信息以及资

2

源信息进行深层次的分析，挖掘出用户的使用模式和兴趣模式，按知识内容特性以分类、关
联规则发现及序列模式的知识形式表示，然后对这些知识进行存储，用于个性化信息服务系
统向用户提供决策支持、智能检索、科学研究以及解决问题的策略[8]。本文设计“兴趣知
识库”的原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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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用户兴趣知识库创建原理图
3.2.3 兴趣知识库建设的意义
由 3.1 的概述可以得出，知识发现是人类智慧结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利用学习知
识又促进了知识发现，二者对于社会科技的良好发展有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对于当前数字图
书馆的重点建设来说，个性化服务成为其发展的关键所在，而兴趣知识库正是个性化服务实
施的核心。通过知识发现，来建立用户兴趣知识库，而其又服务于用户，一个良好的知识链
无疑是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成功应用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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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用户兴趣知识库模型的用途
3.2.4 兴趣知识库的建立 既用来存放用户个人信息，又存放系统自动获取的用户兴趣数
据，用户可以通过网络直接浏览、系统推送等方式来获取信息、实现信息反馈。建立的大致
过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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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兴趣知识库的建立过程

图 3 兴趣知识库模型建立框架图
3.3、个性化服务方式
伴随着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掀起的数字图书馆创新计划工程的进展，日前 DLI-2 明确提
出了该计划工程研究发展的重点之一— “以人为中心的研究”
，以促进人们创造、查询和利
用知识信息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字图书馆自身建设有关技术的研究发展。个性化服务的方式
在这个方面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3.3.1 个人数字图书馆
当前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建设以及有关技术的成熟发展，已经使自身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
结构，而此时也给用户个体带来了所谓冗余信息的麻烦，因为他们需要的资源信息是有限的
并且他们的兴趣爱好是相当稳定的。
“个人数字图书馆”紧紧围绕“用户能更方便地组织利
用资源”这一主题，充分体现数字图书馆“以人为中心”，
“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用户只
需在数字图书馆这个公共信息平台上，申请开辟一个空间，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构建个人
馆藏，可以进行上传本地特色资源，结合兴趣知识库可以进行个性化检索，定制个性服务项
目，完全使自己拥有一个个性化的资源环境。个人数字图书馆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一方面
减轻面向公众数字图书馆的访问压力，另一方面个人馆藏的信息范围专深，更贴近用户的需
求。
3.3.2 个性化检索
数字图书馆的目的就是服务于人类的信息需求，而它也正为人们查找所需要的信息提供
了方便。然而日前伴随数据量的剧增，数字图书馆潜在的信息资源也随之增长，这就给人们
查找自己需要的信息资源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冗余信息的增加，浪费了他们的很多的判断时
间。面对如此情况，个性化检索及时解决了这方面的很多问题。个性化检索基于元数据检索
引擎，把用户的检索条件表示为关键字列表，再结合用户兴趣知识库，把用户需要的信息很
好的呈现在用户面前。
3.3.3 个性化推荐服务
个性化推荐服务是个性化服务实现的一个方式，是一种即时个性化服务的一种体现。它
以用户兴趣知识库为主导，以最新数字资源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手段，主动提供个性化信
息服务。
数字图书馆中推行此服务模式，更加贴近地走入用户的学习环境，利用当今高速的网络
信息技术，第一时间将最新信息或者资料及时推送给最可能需要这一信息的用户。这类信息
包括：最新文献信息推荐，专业会议信息，优秀期刊论文，热门话题等。其服务流程图如下：
四、塑造“学习型个人数字图书馆”模型
1.学习型个人数字图书馆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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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这个信息社会里，伴随着素质教育的呼声，学习可以说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
理念，人们的社会价值已经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学习”转变。因此，每个人的学习知识
的动力与日俱增，进而更渴望更方便快捷地从知识的海洋中找到自己需要的知识。与此同时，
当前庞大的高等教育更需要高效的知识输出体系，能在第一时间汲取到需要的知识。面对如
此形势，提出塑造“学习型个人数字图书馆”模型，使服务创新灵活体现在数字图书馆中，
让图书馆成为全民终身教育的大课堂，通过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使他们能随时随
地都能学习到知识，同时把个性化服务模式运用在其中，进而也提高了数字图书馆的服务效
率和服务质量，也让读者第一时间掌握自己真正需要的知识。
2. 学习型个人数字图书馆的分析。
学习型个人数字图书馆，其首先体现一个知识经济的理念。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
息的生产、交换、利用基础上的经济，而这些已经确立为我国新兴的经济增长点。数字图书
馆作为当今社会的知识宝典，必须顺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及时、准确、有效的为社会中
每个人提供尽可能多的他们感兴趣的知识。其次，利用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结合兴趣知识
库，为用户提供精确的知识导航，节省他们的相关寻找时间。最后未来的图书馆是数字图书
馆和传统图书馆的结合体，即是复合式的图书馆，面对这么复杂的局面，提供个性化服务是
图书馆运行的关键所在，因为这将是用户遨游知识海洋的最好的向导。
3. 学习型个人数字图书馆的结构如下图：数字图书馆利用的资源信息的绝对优势，就
是建立一个个性化的虚拟的学习环境，以 Web 方式为学生提供知识服务，而且学生可以方
便的参照教学大纲，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合理支配自己的学习时间，在任何一个有 Web
服务节点的地方自主学习。这样一个虚拟教学环境，教师和学生之间可跨越空间进行交流式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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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学习型个人数字图书馆的结构图
五、数字图书馆发展的趋势
目前，数字图书馆已经成为国际高科技竞争中新的制高点和评价一个国家信息基础设施
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发展和应用，必将影响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它
与社会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诸多科技项目的攻关。因此对于数字图书馆发展趋势的正
确预测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当前国内外的发展现状，以及参照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历程，服务主导型模式[9]的
发展趋势将成为主流。这种模式在“以用户为中心”
，
“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导下，极大地关
注人在应用数字图书馆时的感受，围绕用户进行设计，研究人机关系、人机界面，强调个性
化服务，减少在利用数字图书馆过程中用户的干预。另外一个研究重点，就是在以服务主导
型模式发展的引导下，以数字化资源为基础，在统一信息访问平台上，解决数字图书馆资源
异构问题，为用户提供不同数字图书馆之间的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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