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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目标是：确保所有澳大利亚公民都能够访问、使用记录澳大利亚
生活和社会的全国性馆藏，并能运用这些馆藏进行学习。我馆致力于提供全国性馆藏和本馆
在线服务的开放获取。澳大利亚人应该能够轻松地发现并获取所寻找的信息，并能接触到丰
富的数字内容以支持其终身学习，而不论他们的身份和所处地点。
持续性和不断产生的变化决定了国家图书馆收藏与保存澳大利亚各种形式已出版记录
的核心职责将会一直延续下去。由于出版界从印本形式向数字形式转移，我们重新设计了我
们的传统职责，以满足数字环境下的新需求。我们致力于扩展数字化项目，以使得澳大利亚
公民能够在线接触到他们的过去以及现在。
然而，数字化馆藏的增长速度正在超过我们的管理、保存和传递能力。澳大利亚公民要
我们确保，无论国家图书馆的馆藏是印本或数字的，它们都将得到妥善地贮藏与保存，并能
为后代人获得。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更完善的系统去收集与管理数字化与原生数字化
的澳大利亚内容。在朝着澳大利亚国家数字图书馆发展的道路上，通过我们的数字图书馆基
础设施更新项目，我们将满足这些重要需求中最急迫的那些。
国家图书馆是诸多图书馆和收藏型机构的引领者。通过成功的全国性发现服务 Trove，
我们协助用户获取澳大利亚各收藏机构收藏的数字内容。我们将大范围地同各种收藏和研究
机构展开协作，共同扩充 Trove 的内容和使用范围。我们将致力于与用户社群和更广范围的
公众建立良好关系，以增强他们对于我馆馆藏的了解。
在图书馆投资数字内容和在线服务的同时，也面临着重大的资源限制。为了实现未来三
年我馆全国性馆藏的愿景，需要运用我们全部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并接受政府内外同样具有
远见的合作伙伴的支持。
一、战略方向 1：收集与保存文献遗产
（一）我们渴望：
通过收集、存贮与保存澳大利亚的印本与数字出版物、私人文件、画作、照片、地图以
及口述历史，存档澳大利亚的文化、知识与社会生活。
通过我们的亚洲和其他海外馆藏，使澳大利亚人了解所在地区及其在世界所处的位置。
（二）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我们将：
建设一套新的数字化图书馆基础设施，以获取、保存并传递数字馆藏。
通过改变 1968 年《版权法案》中的法定送存规则，寻求授权以收集与保存澳大利亚人
创造的数字资料。
扩展我馆澳大利亚数字收藏与保存计划，以确保澳大利亚的数字出版物在今后都能为人
所使用。
构建我馆亚洲与太平洋馆藏的国内与国际实力，并将我们的海外收藏渐进式地从印本形
式转变为数字形式，以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
制定 2017-2018 年以后管理馆藏建设的策略，那时我们现有的存储将达到最大容量。
评价我们的保存贮藏标准，以确保具有关注我馆发展中馆藏的持续性解决方案。
二、战略方向 2：使我们的馆藏和服务能为所有澳大利亚公民获得
（一）我们渴望：

对数字环境（包括国家宽带网络）中的新出现的机遇加以利用，以覆盖到各类澳大利亚
受众，包括那些处在偏远地区和社区的公民。
通过最大化地提供我馆馆藏与服务的在线获取，来支持所有澳大利亚公民进行研究工作
和终身学习。
（二）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我们将：
为 Trove 构建一个强劲的、可持续的经营模式，以确保我们能为用户扩展并丰富其内容
以及投资新服务。
与各社区和资助者展开协作，进一步开展地区和社区报纸的数字化工作。
寻找更快、更经济的方法来使我们的馆藏在网络环境中可被发现。
继续阅览室服务的改造，以满足 21 世纪图书馆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与期望。
为不能访问实体图书馆的澳大利亚公民提供快捷、可靠且高效的文献传递服务，以使其
能够获取我们的非数字化馆藏。
使教育内容建设者和研究者能够轻松下载 Trove 中的资源，并将其运用到课程产品和创
新性研究空间当中。
通过专为移动设备定制的社交媒体机会与服务，支持并加强我们与澳大利亚公民社区的
在线接触。
通过我们的展览、出版物和社区项目，丰富对于“澳大利亚特征”的理解。
三、战略方向 3：实现全国性的领导
（一）我们渴望：
提供全国通用的基础设施，以在全国范围内巩固有效且高效的图书馆服务，并在 21 世
纪的数字世界中为澳大利亚各图书馆提供支持。
与澳大利亚以及国际上的相关部门分享我们的知识和创新经验，并协作应对新的机遇与
挑战。
（二）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我们将：
牵头新“大洋洲国立与州立图书馆”（National and State Libraries Australasia）项目并展开
协作，以收集澳大利亚数字内容，进而促进澳大利亚公民获取图书馆资源与服务，以及探索
一个全国性的数字保存方法。
与亚太地区的图书馆接触。
引领并支持澳大利亚图书馆社区采用资源描述与检索标准（RDA）
。RDA 是一套全新的
书目标准，其将转变各个社区发现与导航图书馆资源的方式。
更新澳大利亚图书馆检索服务，以满足澳大利亚超过 1000 个图书馆的馆藏管理需求。
继续开放化共享我们的研究、发现与工作流解决方案，以使得其他文化组织都能从我们
取得的进展中得到收获。
参与国际性协作，并在过程中关注创建与交换描述馆藏的数据方面的标准和实践。
四、战略方向 4：取得组织层面的卓越成就
（一）我们渴望：
将社会环境目标融入到我们的管理和经营运作当中。
充分发挥本馆员工的潜力以实现本馆愿景。
使我们的资金来源多样化，以支持我们向所有澳大利亚公民传递馆藏与服务的需求。
通过有效地管理财政资源，使政府和私营部门投资的回报达到最大化。
（二）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我们将：
在以下三个优先领域中实施人才队伍发展计划：利用并提升现有员工的能力；培养对于
数字变化的快速反应能力；培育运作和事业上的可持续性。
通过采用一个工作健康与安全管理系统，建设一个健康、安全的工作场所文化。

通过采用一个环境管理系统，以进行生态可持续性的管理实践。
强化并发展个人赠予的、
博爱的、商业化的新合作关系，以扩展我们接触新社区的范围。
维持我们充分的管理安排与有效的财政管理，以使得澳大利亚政府和社区能够有信心他
们的投资得到了良好的管理。
编译自：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Strategic Directions 2012-2014.
http://www.nla.gov.au/corporate-documents/directions.[2012-10-2]
（宋菲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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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图书馆馆长和档案馆馆长在决定是否对本地特色馆藏进行
数字化时，通常会进行过于严格的自我限制。关于这一点没有争议，而且在 ARL2010年关
于《高校图书馆和研究图书馆面临的合理使用挑战》的报告中也详细地记录了这一点。在该
报告中，受访者表示由于数字化项目的不确定性而不愿意进行数字化，并倾向于选择最为安
全的单一化的资源。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表示：
“我们在公共领域有大量资源，这是数字化领
域中‘最容易的选择’……我们尚未涉猎有争议的范围。
”
该报告的作者在报告中详细说明了这种趋势：当图书馆员要处理包含无主作品（作品的
版权所有者未知或找不到）以及音乐录音带或录像带之类作品的混合馆藏时，挑战就尤为严
峻了。早期的图书馆数字化项目倾向于那些较为安全、版权分析较为明确的馆藏，所以不会
有太多的疑问。但是随着项目的推进，我们意识到下述内容将会愈发令人困扰：在选择要进
行数字化的馆藏时，其依据往往并非是学术需要或资料本身的重要性，而仅仅是为了避免纠
纷和侵权风险。某些情况下的宗旨是：宁可选择一些数字资料来规避风险，也不会冒险去数
字化那些对学术界真正有用和有益的资源。尽管图书馆员们已经对某些数字化项目没有真正
支持图书馆使命或者导致不完备的数字馆藏感到不快，但仍然有类似的决定。
一、将风险管理作为图书馆的常规工作
在关于数字化与著作权的讨论中，人们常常没有意识到，这是高等教育领域少数法律问
题中“零风险”态度盛行的一个领域。在许多领域，正因为我们知道不能完全消除风险，我
们需要就进行风险管理。例如，作为一个大型且被频繁使用的机构的管理者，图书馆馆长知
道永远存在因疏忽而带来的索赔风险。他们制定规程来快速处理纰漏或者坏掉的设施以减少
伤害和过失索赔的可能性，这是一种良好的管理风险方法。图书馆也会像其他机构的管理者
一样，向员工提供关于如何报告他们受到了歧视或骚扰、以及图书馆采取的相应的保护措施
的信息。这种行为也是管理无所不在的风险的方法，可以降低风险，尽管不能消除风险。考
虑到这些情况，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著作权通常会被另眼相待，而不是作为风险管理的一个主
题，反而作为了一种障碍，似乎是要么可以完全避开、要么就会完全阻断所提议的数字化项
目的开展。本报告主张，应该同等看待著作权和其他的法律责任风险，将其作为风险管理的
一个内容。通常我们不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著作权似乎比疏忽或就业歧视法更为复杂。在
劳动保护或就业平等方面，图书馆管理者可以借鉴已有的既定做法，以避免一些潜在的风险。
然而，对于复杂的数字化项目来说，著作权法看起来似乎非常复杂，似乎很难提出正确的质

疑以及找出要依据的原则。该报告的目的就是要为大量的数字化项目简要提出管理著作权风
险的两大基本原则以及实现那些原则的四大策略。
再次强调一下，本报告不存在法律创新和任何令人感到吃惊的内容。所提议的原则和策
略都是明确和合情合理的。该报告的目标就是促使图书馆从业者重新认识他们通常考虑法律
问题和大规模数字化项目的方式，但并不是要创造任何创造性的法律论据。
二、版权决策的原则
在考虑一个潜在的数字化项目时，图书馆员们倾向于只关注一个简单的版权原则。理由
通常是，只有主体资料来源于公共领域，或者只有存在一套适用于所有资源的令人信服的合
理使用理由时，才能进行资源的数字化。但是这种假设并没有法律依据，而应该采取风险管
理方法，利用著作权法中不同的限制与例外条款来帮助阐明其合理降低冲突和责任风险的方
式。
对于包含多种仍受版权保护资源的大规模数字化项目，图书馆馆长可以应用两个简单的
原则进行风险管理。首先，尝试减少资源集合中所包含的存在版权风险的内容数量；其次，
尝试减少可能会因为该集合的数字化而向你提起诉讼的人员数。这看起来可能很可笑，但是
仔细想想，项目中潜在风险内容和诉讼可能性的减少可实现卓有成效的风险管理。
这类思考的一大障碍是，有时图书馆员仅仅是不想考虑潜在的诉讼风险，甚至抽象地推
理被起诉的情况可能都会让他们感到紧张不安。并且，如果图书馆员同其大学的法律顾问讨
论这一问题也会招来反感。但实际上，即使考虑到了工作环境的健康和安全，在实行歧视和
骚扰诉讼程序时也会考虑潜在的诉讼。图书馆的所有法律注意事项中就包括要注意避免法律
纠纷，对待著作权时亦应如此。实际上，以这种方式来考虑大规模数字化项目有一个明显的
好处。一旦考虑到潜在的争论点或诉讼人，很多项目中涉及的相对低的风险以及用于进一步
降低风险的可推行的策略就变得较为明显。最初认为似乎是比较可怕的问题——即某人可能
因某资料起诉我们——实际上当运用于可能进行大规模数字化的诸多馆藏之中却被证实为
完全合法的。
三、评估风险的四个策略
数字化项目风险评估的第一个策略是认识到在诸多馆藏中至少有一些是不受版权约束
的。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减少我们对该项目的认知中所包含的风险条目。如前所述，在制定
数字化计划时，通常只有当整个馆藏都可能不受版权约束时一般才会考虑到公共领域。那也
就意味着所有资料必须都是在1923年之前出版的、或者虽未出版但是是由1940之前去世的人
创作的。但是20世纪的混合资源也将包含公共领域的资源，尽管要明确界定哪些资源属于公
共领域可能颇为困难。出版日期和作者去世的日期一般都可找到，但是困难的是界定1923
年至1989年间出版作品的版权状态。John Wilkin 综合分析了这一难题，他称之为“文献不
确定性”。
然而，只有在过于追求确定性时，不确定性才是个问题。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认识
到20世纪的大部分馆藏中都将包含一些公共领域的资源就足够了。例如，这些在1923年至
1963年间出版的材料并未包含版权声明，或者他们的版权没有续期。据估计这类资源占在该
时期出版的55%图书，而且报纸和杂志简报一般也有这么高的比例属于公共领域。另一批资
源就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作品，这些资源不受版权法的保护。捐赠资源中诸如信件等一些未出
版的特定作品的作者可能已经去世70多年了。一旦采用了一种风险管理方法，这几类资源都
可被看作是为降低潜在数字化馆藏计划风险的通用类别。即使不能明确界定，认识到这些类
别和对其潜在的应用都是确定特定计划可能存在的风险或其安全性的重要一步。
数字化项目风险评估的第二个策略就是要征得最有可能反对以数字形式呈现作品的个
人和组织的同意。我们应该认识到，要找出每一个版权的所有者并征得他们的同意是不可能
也不切实际的，而且项目的开展也不需要满足这类不可能的标准。减少可能起诉的人数这一

原则表明，只需要征得一些版权所有者的同意，特别是那些可能持有大部分潜在数字化内容
的人，即是风险管理的重要一步。如果大量简报来自某一特定报纸、而这个报纸的出版人仍
然在世，或者是大量未出版信件的作者的继承人可以找到，他们都是我们可以向其征得许可
的不错候选人。但是不能过分强调要征得多数或主要版权所有者的同意，也不意味着必须要
征得所有拟数字化内容的版权所有者的同意。作为整体风险管理策略的一部分，目标是要减
少可能的诉讼数并阻止那些最可能反对的人。
第三个策略也同样源于减少潜在诉讼这一原则，即事先制定好适用于遭到投诉的资源
的撤销政策。数字化馆藏通常很少受到投诉，但是在极少情况下，如果一个家庭成员反对将
其祖先的信件公诸于世，那么如果我们将这一资源从公共视野删除或邀请当事人讨论这一问
题，一般就能平息这类事件。有时最终讨论的结果是重新发布接受讨论的作品、支付一些许
可费或将资源从馆藏中删除。但是一个反应灵活的撤销政策必然会有效地阻止大部分的投诉
演变为法律诉讼。
尤为需要注意，适用于图书馆创造的数字化馆藏撤销政策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它不同于
著作权法中的为网络服务提供商创造“避风港”机制的撤消程序。所以，即使撤销了侵权内
容也不能保证版权所有者不能或不会因所谓的侵权而提起诉讼。但是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
如果出现此类情况，撤销政策确实是一种有效平息纠纷的方法，将进一步减少数字化项目的
困扰。
该套风险管理技术的最后一个策略是要认识到大多数馆藏都可能得到合理使用原则的
强有力支持。虽然没必要罗列一项争论可能存在的所有细节，但是有两点颇为重要。首先，
将要适用这些策略的20世纪的大多数混合数字馆藏无疑是充满变化的；大多数情况下，都会
围绕某个主题而改变各个资源的用途，这些新用途将会与该作品的原始目的相差甚远，因此
不会与原目标产生竞争关系。其次，即使考虑到现有的使用许可市场，按照新用途来使用原
件也不太可能有任何市场。所以这两个最为重要的争议性合理使用要素（即第一个和第四个
要素）通常都有利于创建这些数字化馆藏。
当我们讨论合理使用时，需要考虑其在制定数字化馆藏决策时的用途和影响。对于多样
化的混合馆藏，任何一种事先制定的针对特定争论的合理使用原则都不可能很好地适用于所
有的资源。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这种方法不需要有十足的确定性和普遍的适用性。如
果目标是评估风险水平以便进行合理的数字化项目，认识到合理使用原则是一个合理的防护
就已足够；而且如果用户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教育机构，那么诚信的合理使用防护将减少可能
产生的损失。尤其是当把合理使用被理解为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时尤其如此。在一些极其罕
见的情况下，如果其他全部策略都没能防止投诉，那合理使用原则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将
进一步防止可能的投诉。对于那些既受版权约束又没有许可的数量有限的资源，以及那些撤
销资源后仍不满意的极少数投诉者，合理使用仍然提供了一个著作权界限，使用这一原则将
增加投诉人会因为诉讼费用太高或无利可图而打消诉讼念头的可能。
四、应用
这一四管齐下的策略已经成功应用于我所参与的两个项目。在一组具有历史意义的电视
广告项目中，识别公共领域的资源和努力征得主要版权所有人同意这两项策略在推进该数字
化项目中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合理使用原则提供了一种“防护”，尤其是在一些公认的版权所
有者不愿意许可图书馆使用权的实例中尤其如此。在那些实例中，版权所有者谨慎为之的并
非否决许可，而只是拒绝授权，图书馆承认其合理使用原则仍然提供了足够的安全性使得项
目得以继续进行。这一项目在第一次评估时似乎非常危险，但是差不多两年后却没有收到任
何投诉（并不需要用到相关的撤销政策）而且在研究人员和公众中很受欢迎。在另一个四所
图书馆合作项目的案例中，战略的重要性更是得到了管理层的认可，借此参与其中的图书馆
说服了四个所属大学校长许可这一项目，这也是获得拨款资金的重要一步。

五、无主作品
一个有趣的实践就是考虑如何将前面概述的战略应用于无主作品，即那些仍然受著作权
保护、但是难以确定版权所有者或者无法成功联系上其版权所有者的作品。
按照定义，无主作品不属于公共领域的一部分。但是第一个策略：识别出一个数字化项
目提议中涉及的属于公共领域范围的资源将有助于帮助图书馆馆员规划这一计划，并认识到
无主作品问题比他们所担心的要简单得多。正如 Wilkin 在关于文献不确定性的文章中所指
出的那样，通常我们会缺乏足够的信息来支持决策，例如一件作品是否更新了版权等，所以
它也可能是无主作品；而如果没有更新版权，那么其将不受版权约束。所以，对一个集合属
于公共领域资源可能性的分析也将有助于减少无主作品问题带来的困扰。
按照“无主作品”的定义，不可能征得无主作品版权所有者的许可。但是我们应该重申
一下：之所以要征得大部分或潜在的易争论版权所有者的同意，目的在于减少图书馆数字化
项目可能引发的诉讼数量。因为无法确定无主作品的版权所有者，而且可能大多数情况下甚
至都不知道这些人持有版权（例如一封信件作者的继承人）
，所以他们不应该算在潜在原告
的范围内。而且，即使之前认为是无主作品的作品版权所有者确实出现了，因为版权所有者
并不期望从该作品中获益，所以撤销政策以及图书馆同其讨论这一问题的意愿也极有可能化
解这一问题。
当然，正如合理使用原则适用于那些版权所有人明确的版权作品一样，该原则也适用于
无主作品。实际上，至少在大规模数字化图书馆馆藏的情况下，合理使用原则可能本身就是
解决无主作品问题的最佳方法。除了上述已经讨论的合理使用原则的支持力，没有找到版权
所有者、或者版权所有者答应许可请求的事实都将进一步加强第四个要素的论据，即遭到质
疑的作品使用行为并未损害作品的市场效益和潜在价值。此外，按照定义，无主作品不受正
规商业利用或者定期许可的限制，所以合理使用防护的力度就变得尤为强大。
当然，数字化大规模特藏的合理使用防护也并非完全不存在争议，例如最近一宗由作家
协会向 HathiTrust 及其五家大学合作者提起的诉讼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在考虑这宗诉讼
案件时，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要区分开该案件的法律论据和原告的长期目标。由于没有人持有
无主作品的版权，因此没有无主作品的诉讼原告，因此该案件的法律讨论并未将无主作品包
含在内。
虽然 HathiTrust 最初列出的可能为无主作品清单的被指责的差错受到了大量的关注，
但是那些作品确实都未曾向公众发布，而且该案件所收到的关注也表明，在实际发布可使用
的作品之前制订一张可能的无主作品清单这一方法很有效。在理想的状况下，作家协会将同
HathiTrust 合作以确保将来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在2012年2月申请该诉讼时，作家协会就提出了关于合理使用和图书馆的独特而令人困
扰的论据。本质上他们认为，著作权法第108章中所包含的明确的图书馆免责条款是针对图
书馆的唯一法规，所以合理使用原则不能作为图书馆活动的一种防护手段。当然，如果这种
观点得到了认可，它将严重地缩减数字化特色馆藏计划。但是法官似乎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观
点。一方面，该观点将使图书馆相较于其他的版权内容使用者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这无疑
与国会和法院通常赋予图书馆的特权地位不相一致。而且，更具决定性的是，著作权法第108
章写到，“这一章的任何内容都不能以任何形式影响107章中规定的合理使用条款”14。尽管
该案件值得关注、它的结论应该是所有图书馆馆长关注的问题，但国会的明确意向应该会获
胜，所以合理使用原则仍将是图书馆考虑数字化项目时的一个重要选择。
六、总结
该报告中所概述的所有策略都不是独特的或创新的。重要的是图书馆馆长们明白他们要
如何合作才能更为完整地掌握数字化项目计划的版权情况，并更为准确地评估潜在的风险。
著作权法问题通常会显得很复杂，致使图书馆馆长过于集中于项目的单一方面，而且如果那
一方面被证明不适用，就会放弃拟议的数字化计划。但是法律的多面性，尤其是著作权限制

与例外的多样性，实际上都应该引入风险的全面评估之中，并考虑法律的各方面应如何在降
低风险的策略中发挥作用。如果随着数字化项目的进行，一直都能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那
么侵权诉讼的风险通常就会变得更为可控，而且可以避免大量不必要的过度自我限制。
编 译 自 ： Copyright Risk Management: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for Large-Scale
Digitization Projects in Special Collections.
http://publications.arl.org/2ds247.pdf[2012-06-30]
（宋菲 校对）

SPEC Kit 329：管理原生数字特色馆藏和档案资料
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 著

宋菲 编译

一、引言
OCLC 于 2010 年发布的一份名为《把握我们的脉搏》研究报告，将原生数字资料列为
图书馆、特色馆藏、档案馆所面临的第三大挑战，仅位于空间与设备之后。众所周知，特色
馆藏中的原生数字化资料已经由点滴细流发展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且这些资料也越来越没有
相似的对照物。图书馆和档案馆应尽快进行有关数字内容的决策。我们必须制定相关政策与
规程用以实施原生数字内容的管理，否则我们将面临丢失过往记录的危险。
本调查旨在集合并推进管理原生数字内容方面新出现的良好实践，并强调当前共同挑战。
本调查的手段重点特别放在人员配置、采集与处理工作流、存储程序、以及发现与获取方法。
126 所 ARL 成员图书馆中有 64 所在 2 月 22 日至 3 月 23 日期间回应了此调查，比率为 51%。
其中，59 个受访对象（92%）已经收藏有原生数字内容；其余的五所图书馆正处于规划阶
段。接触原生数字内容的程度要高于调查组的期望值。一项对接触原生数字资料的受访图书
馆的分析表明，它们多为大型机构，且因此更有可能引领处理此类内容的工作。
对于 ARL 成员图书馆来说，原生数字资料管理相对来说仍是新内容，且调查结果表明
合理的实践和工作流仍旧处在形成阶段。新工具出现迅速，且数字化内容与原生数字内容之
间的似乎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开始变得模糊。调查回应表明，图书馆和档案馆界缺乏一个通用
的定义来界定原生数字内容，且缺乏对于组织内应负责管理此类内容的人群的共同理解。
二、人员配置与组织
本调查问及以下问题：有多少图书馆员工收集与管理原生数字资料；谁负责有关储存方
面的活动；如何解决人员需求；员工如何获得管理这些资料所需的专业知识。调查回应中没
有显现出任何明确的人事结构或组织结构，这也再一次表明原生数字管理计划正处在逐步发
展阶段。
受访图书馆中从事原生数字档案内容相关工作的员工数量从零到 60 人不等。尽管机构
及政府的档案馆中的档案馆员和图书馆员是收集此类内容的开拓者，而今对这些资料进行管
理则需要来自数字化、数字保存、信息技术和机构知识库部门的员工。当涉及选择储存解决
方案、使用并维护基础设施、管理用户身份验证、预测存储需求以及监管使用、预算等方面
的决策时，受访对象最经常提及特色馆藏/档案员工和图书馆 IT 员工。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单
位被提及，包括机构 IT、保存、收藏、管理以及标准的广泛结合。
这一组织上的分布性可能归因于受访对象解决管理原生数字内容的人员配置需求的方
式。几乎所有受访对象都将多种策略加以混合使用，或者将责任分派到现有岗位（94%），

或者改动一个当前岗位（37%）
，以及创建新岗位（46%）
。培训策略反映了对重组现有岗位
技能集合的重视程度。会议、在职培训、研讨会以及独立的学习环节是员工用以发展其原生
数字内容方面的专业知识的主要手段。
三、所收集的原生数字资料
几乎所有的受访图书馆（54 所即 84%）目前都收藏电子论文和学位论文。其中的大多
数还收藏个人档案和机构记录及档案。剩下的受访对象中大多数声称其打算收藏这些资源类
别。二十一所图书馆收藏研究数据，其余 28 所图书馆打算收藏。照片、声像记录、文本以
及影像是最常被收藏的媒体格式。大约三分之一的受访对象收藏网站、电子邮件和数据库；
还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受访对象计划收藏这些格式的资源。尽管仅有六个受访对象目前收藏社
交媒体，其余有 23 所机构计划在将来收藏。
四、采集政策和规程
大多数受访对象（45 所，即 71%）尚未制定专门针对原生数字资料的赠予/购买协议规
范，但是许多受访对象正在对这些协议进行评估。三十六名受访对象（56%）声称其已开发
采集及处理工作流程。对于评论的分析表明，许多图书馆都正处于建设开发阶段。评论还揭
示了许多图书馆用于工作流开发中的模型和/或案例。影响工作流的因素可以分为如下图所
示的九大类别。

开发采集与处理工作流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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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建设方面有影响的项目包括“数字媒体中的个人档案访问（范式）”以及牛津大学
Bodleian 图书馆的未来档案管理（futureArch）项目、由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弗吉尼亚
大学以及 Hull 大学（英）开展的 AIMS 项目（“原生数字馆藏：一个跨机构管理模式”）
、
InterPARES、大英图书馆“数字生活”项目、Tufts 大学“电子记录”（TAPER）项目的验收程
序、欧盟“联网服务”（PLANETS）项目的保存与长期获取项目、以及北卡罗尼亚州立大学
的可持续档案&应用技术（SALT）研究群组。
有影响力的工具和软件资源包括 Archivematica、Duke 的 Data Accessioner、数字取证工
具（包括 AccessData FTK Imager）
、文件识别和验证工具（诸如 DROID 和 JHOVE）
，以及
北 Carolina 州立大学的馆长工作台。
受访对象颇为重视由以下活动产生的文件：密西根大学政治与社会研究大学间联盟
（ICPSR）
、Cornell 大学设立的数字保存管理研讨会、Illinois 大学 IDEALS（Illinois 学习与

学术访问数字环境）仓储、California 数字图书馆的 Merritt 知识库、斯坦福大学的数字验证
实验室、Emory 大学的 Salman Rushdie 馆藏，以及 Chris Prom 的电子记录实践博客。
影响工作流建设的标准包括开放档案信息系统（OAIS）参考框架、PREMIS（PRE 保存
元数据：实施策略）元数据方案、SWORD（简单网络服务提供知识库存储）协议以及 BagIt
规范。
由 MetaArchive、国家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和保存项目（NDIIPP）、专业期刊以及数字保
存中心的生命周期模型所提供的信息，影响了一些受访对象。可能用于揭示如何调整工作流
以适应本地资源之用。一些受访对象在其工作流的设计中引用了 DSpace 仓储软件和
CONTENTdm。所引用的一些政策指南和授权来自于各自的所属组织。尽管没有人提及诸如
Ipres 或个人数字存档会议（原生数字内容是这些会议特别强调的重点），其他受访对象还提
及了美国档案管理员协会及中西部档案会议专家组有关原生数字记录实际工作方法的展示。
尽管许多受访对象似乎尚未建立较为完善的采集与处理数字内容的工作流程，大多数正
积极地应对准备原生数字内容的挑战，以供长期保存与获取之用。
五、采集策略
37%的受访图书馆正在采集存储于原始媒体中的原生数字记录。几乎所有受访对象都
“按照原始状态”来存储媒体，且约一半的受访对象正在收集能够从这些媒体中检索数据的硬
件。15 所图书馆（25%）外包数据检索，其余 20 所图书馆（33%）计划采用这一策略。仅
有 8 所图书馆正在构建复制原始系统功能的新系统。其余的策略包括将原始媒体中的内容迁
移至某个存储地点（描述多种多样，包括“服务器存储”或“暗档案”空间），并将“老式”原生
数字内容转化为包括 CSV 文件和 PDF/A 文件在内的“现代化的”、“更加非专有的”或“最新的
有用”格式。
六、存储方案
调查问及了哪些储存媒介被用于采集、处理、获取、备份以及长期暗存储功能。大多数
受访者将外部媒介、网络文件系统、本地全功能存储相结合加以使用。仅有 12 个受访对象
（19%）声称其使用云存储。
本地/附加存储（46 回复即 75%）和外部媒体库（41 回复即 67%）是最为普遍的采集方
案，紧接着是网络文件系统（35 回应即 57%）
。其余的方案包括基于 DSpace 的商业托管的
开放仓储、OnBase 商业化企业内容管理系统，以及某机构的 DSpace 馆藏建设案例。一位受
访对象表示，他们目前正有限度地使用云存储进行采集工作，并“计划将其投入到其他种类
资源中加以使用。”另一个受访对象从属于某一联盟，该联盟提供基于网页的采集、处理和
获取 ETDs 的服务，可能也包括存储。
最为普遍的处理存储方案是网络文件系统和本地/附加存储，选择两者的受访对象均为
43 个（75%）
。外部媒体库位居第三。其它解决方案等同于采集：联盟、DSpace 馆藏建设案
例以及 OnBase。
最常使用的存取存储方案是网络文件系统（43 回应，即 72%）。外部媒体库和本地/附
加存储各自有 27 次回应（45%）
。一位受访对象表示，他们使用 Amazon Cloud 以及托管式
开放仓储。另一个受访对象使用本地 DSpace 案例、加利福尼亚数字图书馆的网络存档服务
以及某大学系统范围的开放存取知识库。其他方案包括在本地使用一个 Fedora 知识库、
YouSendIt 在线文件共享软件，并与电子邮件和共享 IT 服务相结合。
最为普遍的备份存储方案是网络文件系统（44 回应，即 76%）
，接着是外部媒体库（31
回应，即 53%）
、本地/附属存储（23 回应，即 40%）以及分布式系统（16 回应，即 28%）
。
其余方案包括 Amazon Cloud 和托管式开放仓储相结合、加利福尼亚数字图书馆的 Merritt
知识库、由校园和图书馆 IT 部门管理的冗余存储，以及实体磁带存储。
网络文件系统最常用于暗存储系统中（26 回应，即 52%）
，分布式计算/存储系统位居

第二（19 回应，即 38%）
。外部媒体库和本地/附加存储分别收到 16 个和 14 个回应。其他
的暗存储方案包括加利福尼亚数字图书馆的 Merritt 知识库，
Chronopolis 数字保存网络、Isilon
商业存储平台、由校园和图书馆 IT 部门管理的冗余存储，以及虚拟和实体磁带存储。一名
受访对象表示，其所在机构使用 Fedora 而非暗存储作为资源管理系统，并复制文件以“重复
存储以供长期保存，使之能恰当地保存元数据并限制存取。”
七、预测存储需求与成本
26 所受访图书馆（59%）基于过去和目前的使用和/或计划的增长预测了未来的数字存
储需求与成本。其中有三所图书馆表示，存储需求是按照具体情况来进行分配的。一些受访
对象尚未实施手段进行存储需求与成本的预测。其他受访对象正处在制定此类方法的过程中。
受访者描述了许多预测存储需求与成本的方法。一种是对数字存储增长的趋势进行纵向
分析；另一种将调整未来数字存储需求的规模以适应“校园部门运作的发展”；此外还有目前
使用磁盘、存储设备和备份的成本作为预测总体成本的基础，并计划在未来转向基于资金的
存储成本模式。一位受访对象运用伦敦大学学院和大英图书馆开发的 L.I.F.E.（数字作品生
命周期信息）模式来预测保存成本，包括存储所需的成本。
一所机构基于“过去馆藏量+20%的增长率+任何我们预测要接收的馆藏”这一等式来预
测空间需求。另一所机构根据特定类型记录的平均文件大小来预测所需存储需求，进而根据
当前存储的市场价值来预测成本，“通常在 TB 级。”
最为详尽的回应描述了本机构通过追踪历史使用与增长、对比前期预测以及按类型分类
数据以找出增长区域来预测存储需求这一尝试。目前为止，该受访对象表示“在长达 12-18
月的时间段里，消费通常增长 2 到 4 倍”，但是倘若组织里出现预料之外的项目或变动，任
何预测都会发生改变。
八、访问与发现
本调查问及了图书馆使用哪些传递方式来提供原生数字资料的访问。三分之二的受访对
象提供数字仓储系统的在线访问。仅有不到一半的受访对象提供特定工作站的馆内访问。在
22 所受访图书馆内携带个人电脑的用户可以访问存储于便携媒体的原生数字资料。18 个受
访对象（28%）使用诸如 CONTENTdm、Archive-It、Dropbox 和 YouTube 等第三方系统向
研究人员共享资料。
尚未发现某一专用的仓储系统被用于管理或提供获取原生数字资料这一用途。大多数受
访者使用开源仓储软件来实现管理与访问功能。28 所机构表明使用安全文件系统存储来管
理收藏，但是仅有十所机构运用其来提供访问。这些调查结果似乎表明，馆藏的访问并未如
原生数字内容的管理一样已经得到充分的发展。
本调查还问及了对于不同类型的原生数字资料，机构是否使用不同类型的知识库。虽然
有 63%的受访对象声称其确实如此，而他们的评论则表明他们使用不同知识库的原因不尽
相同，包括媒体类型（如图像、声像/试听资料、网站）、记录类型（如论文和学位论文、教
师预印本）
、获取和保存要求，以及材料是否经过数字化或本身即是原生数字化的。
九、采集挑战
采集原生数字资料所涉及的挑战可划分为三个大类：与评估存储于原始媒体和/或原始
文件格式的信息相关的困难；缺少政策、点对点工作流以及强劲、集成的数字对象采集系统；
扩大规模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有待保存的原生数字对象数量的需要。
涉及处理原始格式和硬件的挑战是采集问题中最常提及的（43%的受访对象列举了文件
格式或软件陈旧；38%受访对象的回复中包括了原始媒体或硬件）。捐赠者、校办公室以及
其他记录创建者将各自不再经常使用的资料置于某一图书馆或档案馆之中。因此，图书馆经
常会收到通过当前技术已经不再能够读取的存储媒体（打孔卡片、软盘、硬盘驱动器、CD、
压缩磁盘等）
。

能将文件转换为适当格式加以存储仅是第一步，随后档案馆员需要能够打开它们来评估
其内容。使用当前软件有时无法打开或执行原始文件格式。能够打开文件的老版本软件可能
需要特定的环境（操作系统和硬件）才能运行。版权限制和软件许可条款会使得员工更难乃
至不可能找到他们可以合法使用的版本。此外，通过更现代的系统访问的数字对象的呈现通
常与在其初始环境中有所不同。格式或外观可能会发生改变，且有时行为乃至确切内容都会
改变。如果没有获取较老数字对象内容的能力，将很难确定哪种数字资料最为重要，以及如
何最好地分配馆藏中的资源。考虑到这些挑战，近四分之三的受访对象表示其机构至少存储
了一些“老式”媒体，且并未将其转化为新媒体或转至服务器存储。
久而久之，收藏捐赠者已使用了相当广泛的硬件和软件配置。正如一位受访对象所说：
“每项新收藏似乎都会产生新的必须解决的技术问题。”在大多数图书管理，谁应当负责制定
评估原始媒体和原始文件格式的技术方案并不明确。这个工作通常不在信息技术部门的管辖
范围内，且通常超越了特色馆藏员工的专业知识。某些图书馆和档案馆正在创建内部“采集
实验室”（Bodleian 图书馆、大英图书馆、Stanford 图书馆以及 Virginia 大学拥有作为可能模
型的工作实验室）
。其他机构将文件恢复工作进行外包。另一个可供选择的文件管理策略为
使用诸如 Catweasel 通用软盘控制器的工具，以将原始软盘驱动器连接至现代计算机系统，
以使得数据能够读取并写入软盘。有趣的是，很少有受访对象将挑战与复杂数字对象（包含
一个以上文件和/或一种以上文件类型）、社交媒体、存储于云端、网站和信息网络之中的数
字对象联系起来加以讨论，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特色馆藏和档案典藏仅仅开始设计这些类型
的数字对象。
第二大类采集挑战涉及在数字对象转换到其原始寄存媒体之外时对其进行管理所需的
工作流和系统。维护隐私并提供足够的安全位居所关注问题之首。受访对象呼吁建立专门针
对数字对象的隐私和安全政策，以解决有关捐赠的担忧，并确保其遵循大学、联邦以及国家
政策。他们提出了安全存储和联网的需求，以及严格控制获取包含个人身份信息的文件。
（参
见《数字取证》第 49-58 页中对于原生数字对象所涉及的隐私与安全问题进行的额外讨论，
Kirschenbaum 著。
）
一些受访对象表示，档案馆员需要能够投入更多时间来制定政策及进行试点测试。缺少
明确的政策与清晰的工作流会导致整个馆藏乃至机构实践行为发生不一致，并且无法有效分
配资源。如果没有持续性的政策与程序，图书馆便不能确保对原生数字对象持续的访问。
PARADIGM 项目（Bodleian 图书馆）和 AIMS 项目都对制定政策及建立工作流提供了指导。
由北 Carolina 州立大学 Chapel Hill 分校信息科学学院和 Maryland 大学人文学院的 Maryland
技术研究所牵头的 BitCurator 项目便是基于上述成果继续发展的。其将界定一个数字保存工
作流并进行测试，该工作流以找出储存于可移动媒体中的收藏为开端，以与终端用户的互动
为结束。
用于采集流程中的工具和系统将会日趋模块化，且其中许多开发的最初目的都是用于其
他群体。例如，商业验证套件（在浏览内容和识别个人身份信息方面非常有效）是专门针对
法律实施开发出来的。尽管这些产品的功能已经对机构构建工作流起到了指导作用，然而它
们不能轻易地加以组合以满足图书馆和档案馆团体的需求。正如一位受访对象所述：“目前
确实存在一些能够完成部分工作流的商业开源产品，但是由于它们并非设计用于结合使用，
所以将这些工作流加以组合往往效率不高。”另一位受访对象补充说：“大多数采集软件都处
在 alpha 或 beta 测试版本阶段，且对于未来发展具有长期的路线规划。”早期的使用者和那
些能够开发其自有系统的图书馆需要能够从容应对诸多不确定性以及变动。其他档案馆正等
待系统的发展能够满足其需求。目前所使用的系统包括 Archivematica、Rosetta、和 Curator
的 Workbench；其他诸如 Hypatia 和 BitCurator 等揭示了未来的可能性。
有关采集的第三大类挑战涉及扩大工作流和系统以管理大量需要保存的原生数字对象

所需的能力。受访对象们强调了对于充足的存储空间、充分的网络能力、优化的人员配置、
员工培训、标准任务自动化以及组织层面系统的需求。一位受访者表示：“我们目前的档案
存储已经加以规范，以促进我们模拟开展数字化的数字化项目。”预测对于原生数字特色馆
藏和档案资料的需求更具挑战性：获取的时机会难以预计；在接收资料的时候往往不能获知
其大小（这通常是因为数字对象是存储于初始媒体之中）；格式种类繁多；需要加以限制的
资料种类通常也不甚明确（由于媒体或格式的原因，故这些文件在被接收之前不能进行访问）
。
十、存储挑战
有关存储系统的挑战可以划分为三大领域：系统限制、组织挑战以及资源不足（如现有
空间不足以及高昂的存储成本）
。有关系统限制的挑战被分为保存质量基础设施的需求以及
保证资料安全及获取的需求。组织挑战可归纳为三类：政策与规划、添加与保持充足的员工
和技能以及在维持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有效协作的同时管理组织结构（部门及至整个组织）。
一系列对于充足资源的关注呈现了利弊两面：确保充足的文件存储空间及适当的成本。其余
涉及存储空间的挑战包括估计与预测容量需求的困难。一位受访者的评论较好地概述了存在
的问题，其表明对于原生记录的存储需求应当不仅仅是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责任：“未来将有
可能把大规模原生数字特色馆藏资料采集的存储需求整合到大学范围的数字知识库规划以
及网络存储和可持续规划当中。数字知识库是一种数字资产管理系统。”
十一、访问挑战
如 32 位受访对象所描述，发现与访问方面的最大挑战是资料的敏感性——对于版权、
机密性、隐私、知识产权以及个人身份信息的担忧。第二大挑战是 IT 基础设施，更为确切
地说是缺少 IT 基础设施（28 位受访对象）。这一领域的特别关注包括用户界面、集成多个
系统的需求，以及处理超大文件的能力。其他重要的挑战是制定政策、流程并开发工具的需
求，进而对原生数字资料进行安置与描述，使得它们更易被访问，包括将对数字与非数字资
料的描述整合起来；权限管理（专门针对用户而非资料的限制）；员工工作时间与技能。有
趣的是，受访者对“工作时间”的关注度是对“技能”的两倍。这是有意义的，因为更多的专业
人员被指派负责处理这些资源并继续发展必要的技能，但是“员工”所表示的可能仍旧是负责
管理其所在机构中这些类型资源的唯一或很少的人员。其它的担忧包括元数据标准化、区分
不同级别的捐赠限制以及如何将这些资源置于在线环境之中加以应用、格式标准化与转换以
及机构支持（包括资金赞助）
。
随着对敏感资料（那些涉及版权、机密、隐私与知识产权关注的对象）的限制与用户群
组进行的权限管理以及捐赠者施加的获取限制相结合，受访对象的担忧演变得益发复杂。因
为这些类型的限制都会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参考咨询台员工在面对面事务中处理
复杂的访问限制问题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但是图书馆缺少能够在员工不需介入的在线事务过
程中处理同样工作的自动化系统。
受访者对注册程序的评价突出体现了这一挑战的性质。大多数提供原生数字资料访问的
机构通过标准注册程序在其阅览室中开放此项权限，或者在线提供资料访问而无需注册步骤。
这些限制方式直接导向了受访者提出的第二大访问挑战——缺少建设完备的 IT 基础设施以
向研究人员传递原生数字资料。其他的技术关注点包括用户界面设计、引导多个未连接系统
的需要，以及支持大文件的问题。
提供对档案资料的访问当然有赖于适当的安排与表述，所以应该是意料之中地，许多受
访对象都表明了需要进一步制定政策、流程并开发工具，以使得它们更易访问，包括整合有
关原生数字的、数字化的及非数字化的资料的描述。
调查结果表明，随着元数据与文件格式的标准化，我们的专业正朝更为舒适方向发展。
此外，仅有三所机构将机构支持认作挑战，这似乎表明管理者对于支持原生数字资料访问的
理解程度日趋加深。未来研究的潜在领域包括使用分析方法和用户研究案例来从定性与定量

两方面追踪这些站外研究人员产生的资料，以及向那些用户提供基本访问之外还提供具有附
加价值的参考咨询服务所涉及的挑战。
十二、隐私问题
使调查小组颇为惊奇的是，大多数受访对象都没有承担可能存在的应对原生数字资料中
个人识别信息（PII）的机构责任，这些责任不仅仅是施加访问限制（PII 包括诸如社会保障
号码、信用卡号、用户名、密码、PIN 以及医疗和财政记录等信息）。71%的受访者表示，
其赠予协议中并未包括承认原生数字资料的语句。尽管所有权转让、版权以及一些标准限制
可以通过传统赠予行为加以解决，在搜索 PII 时从捐赠者处获得允许来使用能够查看与恢复
已删除文件的验证工具也并非一种标准的行为方式。由于这种行为会改变赠予文件或揭示那
些不用于传递的文件，因此强烈推荐的方式是通过赠予协议或其他相关政策文件来申请许可。
关于具有 PII 的文件是否应保留或撤销限制，尽管有 71%的受访对象拥有相关的政策，
但仅有 43%的政策表明了原生数字资料是否能在其因 PII 而被屏蔽之前提供访问以供研究使
用。一位受访者在评论中表示“所有特色馆藏资料都拥有个人识别信息（PII）”，这是颇为
正确的。然而，纸质馆藏通常得益于其因模糊性而具备的安全性。从纸质馆藏中找出社会保
障和信用卡号既不快捷也不容易。另一方面，对于原生数字记录来说，目前就有很多工具可
用来搜索并定位 PII，即便其存在于已删除文件或隐藏文件之中。这些内容因为没有得到恰
当的管理，不仅仅使文件创建者处于危险之中，还可能违反了机构针对此信息类型的安全与
隐私政策。80%的受访对象表示，他们并没有正式成文的 PII 政策。未经屏蔽的原生数字记
录需要更为强大的安全保护，特别是当它们存储于联网的服务器时。
十三、结论
本调查收到的回复表明，尽管机构层级的系统和存档设置中管理这些资料最佳实践仍旧
处在发展阶段，以及存在对于不具备能扩大其工作规模的资源以满足当前及将来的需求的担
忧，许多 ARL 成员图书馆和档案馆都已开始从事其馆藏中原生数字资料的相关工作。这种
勇于试验、学习新技能与致力于了解问题涉及范畴的意愿正在图书馆和档案馆界中构建着专
业知识，并确保了至少在近期能够访问一些原生数字馆藏。它还表明了在管理原生数字资料
方面，从观望态度向更为有益的“有胜于无”路径的转变。
受访者列出以下几项，作为他们所认为的对于将其围绕原生数字资料展开的相关工作从
项目转变为计划来说至关重要的内容：
 解决硬件与软件陈旧的协作式方案。
 更多、更适合的原生数字资料存储空间（长期、经过认证、安全、已证实、有备份
且地理位置分布的）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只有当存储于机构数据存储库时，档
案才是受到有保证的保护的。”
 尽可能地将工作流自动化。
 按资产级别进行访问控制，以能够分层访问受限记录。
许多机构正从事数字化内容或许可数字内容的相关工作，并才开始探寻方法，其中原生
数字资料和一次资源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在接收并处理存储于“传统”媒体原生数字一次
资源之前估测其所需的存储需求颇为困难。当大量可轻松搜索到的数字资料可能包含个人身
份信息时，隐私问题即成为主要的关注点。为数字化内容而构建的工作流和基础设施对原生
数字一次资源来说通常不够充足。
尽管一些特色馆藏依靠单个员工来管理保存原生数字资料并提供访问的各个方面，更为
普遍的做法是来自特色馆藏、图书馆 IT 部门、数字仓储、数字保存及其他领域的员工合作
来进行此类内容的采集、鉴定、描述、保存以及提供获取。这种模式分布式的特质使得图书
馆能够运用现有的专业知识，但是这一模式还意味着没有任意一方能够统领大局。这些情形
使得对管理这些资料所需的资源进行追踪较为困难，并进而对估测当前和未来成本造成困难。

分布式仓储还会威胁到资源的长期保存，或者是因为各方都认为自己无权决策，或者是因为
某一方未掌握全部相关信息便进行决策。员工需要具备职责分工与协作决策方式描述的团队
运作模式。
调查获得的回应还表明，需要一段时间来进一步发展最佳实践：基础设施、系统以及工
具都处于发展阶段；图书馆继续试验不同的组织模式，以发现能够最有效管理原生数字一次
资源的模式；而记录格式将更为多样化。尽管一些图书馆和档案馆已经制定了作用于自身情
景的可扩展方案，目前这些方案仍鲜有能够在不同机构之间进行转换的。然而，等待久经试
验的系统和实践却并非一个好的选择。目前我们需要满足于“足够好的”实践，并继续投入时
间与资源致力于开发能够阻止 21 世纪的第一阶段成为“数字黑暗时代”的系统与工作流。
编译自：Managing Born-Digital Special Collections and Archival Materials, SPEC Kit
329, Published by ARL.
http://www.arl.org/news/pr/spec329-5sept12.shtml [2012-09-05]
（李力 校对）

【开放获取】
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宣言发布 10 周年：
将“开放”设为缺省
----BOAI 10 周年之际关于开放获取的建议
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倡议小组著

左丽华编译

序言：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宣言发布后的 10 年
10 年前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宣言（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以下简称 BOAI）的发
布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的将所有最新发表的同行评议的研究成果开放获取的全球性运动。
BOAI 没有发明开放获取的理念。相反，它慎重地收集当时已有的探索如何“协同工作以取
得更广泛、
更深入和更快的成功”
的项目。但是 BOAI 是最早为了这个目的而使用“open access”
这个词，第一次对开放获取概念提出明确的公开定义，最早提出实现 OA 的相应策略，最早
向所有学科和国家呼吁开放获取，也是第一次有资金资助。
今天，我们不再是处于这一全球性运动的起点，也没有到达终点。我们坚定地走在开放
获取的过程中，总结过去 10 年的经验并为下一个 10 年提出新的建议。
我们重申：BOAI 是“原则声明，……战略声明，……和承诺声明”。我们重申，要实
现一个“空前的公共知识”
、
“加速研究、充实教育、贫富间分享学识、充分使用文献、以及
为人类能在同一知识平台上对话和探索知识奠定基础”
。
我们重申，
“开放获取这一目标是能够实现的，它不只是一种向往或乌托邦式的理想”，
并对此充满信心。过去 10 年的实践并没有增加实现目标的难度；相反，OA 已经在各个领
域都扎下根来，并得到发展。对于如何实现开放获取，我们有十几年的宝贵实践经验。开放
获取在技术、经济、法律方面的可行性都是经得起检验和有充分证据证明的。
过去 10 年的实践并未减少开放获取的必要性或其适宜性。相反，仍维持着“科学家和

研究人员没有报酬地在学术期刊出版研究成果”以及“也没期待得到报酬”
。另外，研究人
员在作为审稿人和编辑参与同行评议也是没有酬劳的。但多数情况下获取同行评议文献的障
碍依然很坚固，获得利益的是中间商而不是作者、审稿人或者编辑，但是获取研究成果的费
用却是由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支付。
最后，过去 10 年没有使得开放获取的目标没有价值或不值得追求。相反，让知识被每
一个人获得、使用、应用 或以此为基础继续研究的需求越发迫切了。
我们重申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宣言中提出的两项基本策略：通过知识库（也称“green OA”
）
和期刊（也称“Gold OA”
）实现开放获取。10 年的经验使我们再次确定了开放知识库和开
放期刊“不仅是实现开放获取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也是研究人员自身力所能及的，可以
马上进行，而不需要等待市场或者法律的改变。”
10 年的实践经验使我们再次肯定了最初 BOAI 对开放获取的定义：
实现[同行评议研究文献]的“开放获取”是指同行评议的科学论文可以在互联网上自由
获得，允许任何用户阅读、下载、复制、传播、打印、检索或者链接全文、为建立索引而爬
取、作为数据传给软件或以任何合法目的使用，除了需要接入互联网外，没有经济、法律、
技术限制。在复制和传播方面的唯一限制、以及版权在这方面的唯一作用，是应该保证作者
对作品完整性的控制，在使用时给予作者适当的署名权和引用说明。
之前阻碍采纳和实施开放获取的问题已经解决，而且解决方法也得到了广泛推广。但随
着开放获取进一步发展，选择哪种开放获取解决方案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解决。在本声明中，
我们重申 BOAI 提出的开放获取目标和实现途径，再次承诺我们将取得新进展。此外，我们
还专门设定了未来 10 年的新目标：让开放获取将成为每个领域和国家传播新的同行评议研
究论文的默认方法。

对未来十年的建议
1.关于政策
1.1 每个高等教育机构都应制定政策确保其教职员工的未来所有学术论文的同行评议版本
都存储到机构指定的知识库中（参见 3.1 关于机构知识库的建议）
。
 向知识库中存储论文应该尽可能早，最好在论文被录用时存储，但不要晚于正式出
版的日期。
 大学的政策应该尊重教师选择向哪种期刊投稿的自由。
 大学的政策应该鼓励但不要求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出版研究成果，应该帮助教师了解
将论文在开放获取知识库存储与在开放获取期刊出版的区别。
 如果可能，大学开放获取政策的采纳应通过教师投票通过，应要求实施立即开放获
取，即使不要求也应该鼓励教师向知识库中存储其它资料（例如：数据集、会议演
示报告、图书或图书章节、以及政策实施前已出版的成果等）
。
 如果出版商不同意大学制定的开放获取政策条款，我们建议采取如下两条路线之一。
先规定把研究成果存储到机构知识库中而不开放获取，直到获得开放获取的许可。
或者，授予机构非排他的权利来使职工的未来的研究论文能通过机构知识库实现开
放获取（包括或不包括员工可以针对某一刊物而取消这一授权）
。
1.2 拥有学位授予权的各高等教育机构应制定政策确保未来的学位论文一经答辩通过就存储
在机构知识库中。对于想要出版他们的作品或申请专利的学生，政策应该给予适当的开放延
迟，但不是永久豁免开放获取。
1.3 各研究资助机构，不论公立还是私立，都应制定政策确保其资助的研究所创造的所有学
术论文的同行评议版本都存储在相应的知识库中并尽快实现开放获取。
 应该尽可能早地存储，最好在论文被录用时，但不要晚于正式出版日期。



当出版商不同意资助机构的开放获取政策条款时，资助机构应该要求受资助者寻找
其他同意这些政策的出版商。
 如果资助机构的政策允许新作品在开放获取前有时滞期，时滞期应该不超过 6 个月。
政策应该要求所有无版权限制的成果不设时滞期。
 资助机构应该将开放出版的论文处理费作为研究经费的一部分，应该帮助受资助者
向收取论文处理费的开放获取期刊支付合理的费用。
 如果可能，
资助机构的政策应要求自由获取（允许对内容进行开放使用，libre OA）
，
最好遵循 CC-BY 或同类的使用许可。
 知识库在提供开放获取、支持与其它知识库的互操作、以及长期保存方面，很适合
实现开放获取这一目标。资助机构的决策应根据对以下问题的不断探索来选择，比
如：哪些选择能最好地促进所有文章的存储、以及如何使用存储内容、如何为资助
机构和作者带来便利、如何促进开放获取的进一步发展等。
1.4 所有大学和资助机构的开放获取政策应该要求，论文应在从论文录用至正式出版日期之
间存储到相应的开放获取知识库中。元数据应该立即存储到知识库中并实现开放获取。一旦
知识库允许全文开放获取就要马上实现开放获取。
1.5 我们不鼓励使用期刊影响因子作为测度期刊、论文和作者质量的指标。我们鼓励构建多
样化的、更可靠的、可以完全开放地使用和再利用的测度影响力和质量的计量方法。
 大学、资助机构和研究评估项目组等在需要衡量单篇论文的影响时，应该使用论文
层面的评价指标而非期刊层面的指标。
 我们鼓励对新指标的精确性进行研究。如果研究显示它们有用且值得信赖，我们鼓
励大学（在评估教职工晋升和授予终身教职时）
、资助机构（在评估基金申请时）、
研究评估项目组（在评估研究成果的价值和影响时）和出版商（在出版物营销时）
使用它们。
 我们鼓励撰写相关材料说明期刊影响因子如何被滥用，而可替代影响因子的评价指
标如何能更好地为大多数先前使用影响因子的机构服务。
 随着影响力计量指标的不断改善，我们鼓励进一步研究开放获取和开放获取政策是
否能提高研究成果的影响力。
1.6 有机构知识库的大学应该要求所有的研究论文存储到知识库中，而通常研究论文是晋升、
授予终身职位或者其他内部评审和复审所要考察的指标。
 类似地，政府进行研究成果评价时应该要求用于国家评估审查的所有研究论文都存
储在开放获取知识库中。
 任何存储政策都不应该限制对其他类型的研究证据的评审或者改变评审标准。
1.7 不提供开放出版的出版商至少应该通过他们正式的出版协议允许开放获取。
 出版商应该停止那些抵制政府代表公众利益行动的游说，应该停止那些抵制研究机
构代表研究人员和研究利益行动的游说。出版商应该抵制他们的行业或者行业协会
以他们的名义反对公众利益和研究人员及研究利益的游说活动。
 少数订购出版商还不同意由作者在不付费或没有时滞期情况下的开放存储。这些少
数出版商应该站到绝大多数出版商的队列中。
 我们提醒研究人员，他们不必为那些违背他们利益的出版商当作者、编辑或者审稿
人。
2.关于许可和重用
2.1 我们建议将 CC-BY 或同类许可作为出版、传播、使用和再利用学术作品的最佳许可。
 开放获取知识库一般遵从作者或出版商等的许可，很少有权利要求开放许可。然而，
如果政策制定者有权利规定向知识库进行存储，应该要求实行开放使用许可，最好

是采用 CC-BY 许可协议。
 开放获取期刊总是有权要求开放许可，但目前大多数开放获取期刊没有利用这个机
会。我们建议所有开放获取期刊采用 CC-BY。
 在制定策略和设置优先级别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免费获取优于付费获取，自由获取
优于免费获取，遵循 CC-BY 或同类许可下的自由获取优于遵循有较多限制的开放
许可下的自由获取。我们应该在能做什么事的时候就做到这这些事。我们不应该为
了实现自由获取而推迟免费获取，如果能实现自由获取也不应该停止免费获取。
3.关于基础设施和可持续性
3.1 每一个高等教育机构应该有一个开放获取知识库，或者参与到一个联盟的开放获取联盟
知识库中，或者安排外包开放获取知识库服务。
3.2 每个领域和国家的作者，包括那些并不隶属于任何高等教育机构的学者，都应该有权向
开放获取知识库中进行存储。
 这就需要有更多的机构知识库或更多的领域知识库，或两者都要有。至少在短期内
也可能需要更多的通用知识库，或为那些所在机构或学科没有知识库的学者构建的
知识库，作为其可依靠的选择。这些通用知识库的文档界面应该设有多种语言。
3.3 开放获取知识库应该有从其他开放获取知识库中收集或在其他开放获取知识库中再次
存储文献的方法。
 有理由在多个知识库中存储的研究人员应该只需要存储一次。如果可能，机构知识
库应该将文章再次存储在作者要求的学科知识库中（例如 arXiv、PubMed Central、
SSRN）
，应该从学科知识库中收集或下载教职工存储的出版物副本。
3.4 开放获取知识库应该允许其作者下载、使用和引用知识库中的数据，而且影响因子之外
的其它影响力计量工具也可以使用。不管期刊是否开放获取，期刊出版商也应该这么做。
 知识库应该以标准的格式与其他知识库共享数据，例如使作者能够获得存储在多个
知识库中的某篇论文的完整下载数据。作者和知识库都不会仅仅为了确保对流通量
的精确测量而阻止将文章在另一个知识库中再次存储。
3.5 大学和基金会应该帮助作者向收费开放获取期刊支付合理的出版费，并寻找类似的方法
支持或补贴不收费的开放获取期刊。
 在这两种情况下，作为资助的条件，他们应该要求遵循开放许可的自由开放获取，
最好是 CC-BY 许可或者同类许可。
 当务之急是，用取消或转换订阅期刊节省的资金用于支持同行评议开放获取期刊。
 对于受众有限的期刊（例如较小国家中关注国家法律问题的期刊或者以当地语言出
版的期刊）
、以及那些不适合使用论文处理费的期刊（例如向作者征求评论文章的
评论期刊）来说，对同行评议开放获取期刊的支持措施就尤其重要。
3.6 当订购的或非开放获取期刊允许任何形式的自存储、或在开放获取知识库的存储时，
他们应该明确描述在开放标准下允许的人类可读和机器可读的条款。这些描述至少应该包括
可能存储的版本、存储的时间、与存储版本相关的许可。
3.7 开放获取知识库应该提供免费可用的工具，用于将 PDF 格式存储转换为机器可读的格
式，例如 XML。
3.8 研究机构包括研究资助机构应该支持对开放获取发展和持久性必不可少的工具、指南和
目录的创建和维护。
 虽然主要工具范围随时间的推移也在发展，但主要包括开放获取知识库和期刊，免
费和开源的知识库软件，免费和开源的期刊管理软件，文本和数据挖掘工具，开放
获取期刊和知识库目录，大学和基金会政策目录，开放许可提供者，数字存储服务，
情报跟踪服务，交叉链接和永久 URL 服务及搜索引擎。



研究机构也应该支持世界范围内的元数据开放标准的建立，并要求出版商和知识库
实行，使开放获取的研究成果更容易发现、检索和可用的方法。
3.9 我们应该改进和应用必要的工具收集已出版文献的参考文献或书目引用数据。谁引用谁
的事实是公开的，应该以标准格式开放获取用以使用、复用和分析。这有助于研究人员和研
究机构了解存在哪些文献，尽管无法获得这些文献，并有助于他们开发新的计量指标评估获
取和影响。
 我们强烈要求所有出版商配合这项工作。
 为了开放获取分布，我们建议开发基础设施或者软件，使出版商、作者、志愿者、
第三方企业可以存储参考文献数据，并将参考文献数据进行开放获取发布。
3.10 我们应该协作以标准格式收集、组织和传播所有新的和旧的出版物的开放获取元数据，
其中也包括非开放获取出版物。
3.11 学术出版商需要有基于开放标准的交叉链接和持久的 URLs 的基础设施，能免费利用，
并支持任意粒度的链接和归属，例如段落级别、图像级别和确定的声明级别。
3.12 我们鼓励为实现互操作进一步开发开放标准，为了在开放获取期刊和知识库中实施这
些标准而进一步开发工具。
3.13 我们鼓励用不同方式试验出版后评议（post-publication reviews），并研究其效果。
 通过知识库、期刊和书籍进行开放获取都与传统的出版前进行的同行评议相兼容，
开放获取并没有预先假定任何特定形式的同行评议。我们建议对出版后同行评议进
行试验不是因为它优越（尽管它可能优越），而是由于它可以减少新成果开放获取
的延迟也能降低出版第一版的成本。
3.14 我们鼓励对学术研究“论文”和“书籍”的一些新形式进行试验，这些新形式以有用的方法
将文本、基础数据、多媒体元素、可执行代码、相关文献和用户评论整合在一起。
 为了促进研究，我们鼓励进行试验以便充分利用数字媒介和数字网络。
 我们鼓励进行试验以便充分利用开放获取文章消除机器和人类读者获取障碍的方
法。
 我们鼓励使用开放标准和格式以促进他们的使用以及对其绩效的研究。
4. 关于倡导和协调
4.1 我们需要更加努力让出版商、编辑、评审员和研究人员知道开放获取出版的职业行为标
准。例如关于许可、编辑流程、征集稿件、公开所有人信息、出版费用的处理等方面。编辑、
评审员和研究人员可以基于这些职业行为标准，评估与出版社和期刊开放合作的机会。
 作为评估新的或未知的开放获取出版商或开放获取期刊的方法，我们建议研究人员
向开放获取学术出版联盟咨询（Open Access Scholarly Publishers Association，以下
简称 OASPA）并查阅该联盟的行为规范。该联盟的成员都是根据这个行为规范筛
选的，对 OASPA 成员出版商的意见和提高该联盟行为规范的建议可以发送给
OASPA。
 我们鼓励所有的开放获取出版商和开放获取期刊使用 OASPA 建议的最佳实践或者
在联盟内寻找合作伙伴，这样将检阅他们的实践并提供了对其进行必要修改的机会。
4.2 我们应该为大学和基金机构开发关于开放获取政策的指南，包括推荐政策条款、最佳实
践和回答一些常见问题。
4.3 我们鼓励开发一个能通过相关数据和图表轻松跟踪开放获取进程的统一资源。每一条信
息应该有规律地更新，并清晰的标注信息的出处或计算方法。
4.4 开放获取社团应该经常一起活动。为了更好的使用资源、避免重复劳动、增强信息交流
和显示凝聚力，只要有可能，开放获取组织和积极分子就应该寻找机会来协调他们的活动和
通信。




我们应该为彼此创造更好的交流和协调机制。
我们应该与学术同仁、学术出版社、主流和非主流出版社接触。学术和非学术媒体
应该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了解开放获取、对开放获取更感兴趣。这是帮助所有利
益相关团体了解开放获取和提出促进开放获取发展建议的一个机会。
4.5 研究论文开放获取的全球运动应该与书籍、学位论文、研究数据、政府数据、教育资源
和源代码开放获取的全球运动紧密合作。
 我们应该与那些不直接涉及获取研究成果的相关工作相配合，例如版权改革、孤儿
作品、数字保存、数字化印刷文献、循证政策制定、言论自由、图书馆发展、出版、
同行评议和社会媒介。
 当捍卫共同的信念时，我们应该寻找方法放大我们的声音。
4.6 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向更多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更清晰地表达开放获取的如下真相：
 开放获取对研究本身和研究者有利，没有开放获取他们将受阻碍。
 公众资助的研究成果的开放获取对纳税人有利，增加了纳税人在研究中的投资回报。
开放获取不仅带来经济利益也带来学术利益。
 开放获取扩大了研究的社会价值，开放获取政策扩大了资助机构和研究机构的社会
价值。
 在不增加目前学术交流系统资金的前提下就能够承担开放获取的费用。
 开放获取与世界各地的版权法一致，作者和读者在传统的出版协议下有了更多的权
利。
 开放获取符合最高的质量标准。
编译自：Ten years on from the 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 setting the default to open.
http://www.soros.org/openaccess/boai-10-recommendations[2012-09-15]
(李麟、朱曼曼校对)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新任首席执行官推动
公共资助研究成果开放获取
Jennifer Howard 著

宋菲 编译

澳大利亚有两个发放政府研究基金的机构：国家健康医学研究委员会（NHMRC）和澳
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RC）
。核物理学家 Aidan Byrne 于 2012 年 7 月成为 ARC 的首席执行
官。尽管据 Byrne 先生自己所说，仍在适应这份工作，但已经将扩大澳大利亚政府资助的研
究成果的获取作为工作重点之一。
《纪事报》通过电话就这一工作的进展采访了 Byrne 先生。
Q1：您在 7 月份告诉《澳大利亚人报》你对开放获取“特别感兴趣”，为什么呢？
A1：我从事学术工作近 30 年，我坚定地认为应以最有效的方式传播信息。我认为开放
获取这种方式本身就证实了它可以做得非常出色……今年初，NHMRC 修订了政策，强制性
实行开放获取，确保所资助的研究成果在出版后 12 个月内存入知识库开放获取。那时我尚
未接手 ARC 的这项工作。考虑到我之前的学术经历，以及我倾向于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公共
资金资助的研究所产生的信息，因此，我的观点是：ARC 也应该这样做。
Q2：您上任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都采取了哪些举措？
A2：目前我致信澳大利亚的所有大学和其他一些利益相关者，就我的政策是否应与
NHMRC 相同这一问题征询他们的意见。我还四处走访了澳大利亚的机构并与他们交流意见，

它们一致赞同我在该组织实行的政策应与 NHMRC 的相同。因此我认为我们将置身于澳大
利亚的两大主要资助机构都实行开放获取政策的体制中。这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每当我
们为项目制定任何资助规则时，都会将开放获取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的国家很小，而且
我们的研究环境也很好。对我们自身来说，制定一个不同于 NHMRC 的政策并没有多大意
义。在过去一年中开放获取运动日趋升温。英国与欧洲的活动尤其表明事情发展得颇为迅速。
某种程度上我甚至认为澳大利亚在这一方面起步太晚。
Q3：你提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异议？
A3：是的。你看，我已经走访了近十所研究机构，都没有对这一路线提出任何反对意
见。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到了 NHMRC 资助的研究经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
提前得到“预警”了，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意外。这是没有产生任何大问题的原因之一。
Q4：除了大学之外，你还邀请了哪些利益相关者加入开放获取？
A4：我还与图书馆员和全国性图书馆进行交流。我与出版商也进行了几次对话。尽管
对待这一问题他们持有各自的观点，但我认为他们并不觉得这两个机构政策一致有什么问题。
而且对他们来说，如果一国之内有两种不同的机制并行，将更加难于开展工作。某种程度上，
我们与 NHMRC 的资助对象存在一些重叠。且不论你喜欢与否，简单的体制对于出版商来
说也更容易操作。
Q5：在美国和英国，一些出版商反对政府强制开放获取这一理念的呼声很高。你在澳
大利亚听到过类似的声音吗？
A5：当然，在我国也有一些学术出版商，但是他们的规模真得很小。我这么做可能会
激怒他们中的部分，但是这完全无法与英国或美国的规模相比。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
不具有同样程度的焦虑，或者事实上可能继续走与英国相似的道路。比如，我们还未强制实
行开放出版政策（要求开放论文以期刊而非知识库的方式开放资源）。我可以预见一些国家
采取这一方式的原因，但是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可能不是合适的方案。事实上澳大利亚的大多
数学术作品都发表在国际性期刊上。我并未掌握确切的数字，但是估计有 80%的学术作品
都在国外出版，而这并不使我感到意外。
Q6：你拥有在 ARC 继续推进并实施一项开放获取政策的权力吗？
A6：这当然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尽管我是首席执行官，其实还是由部长（国家高等教
育、技能、科学与研究部部长 Chris Evans）来做最终决定。我们将开放获取融入资助规则
中，而这些资助规则须经部长批准。不过在这方面我并未发现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已在与
部长的沟通中向他提及此事。我想他是支持此事的，事实上他确实是如此。
Q7：你如何看待将开放获取纳入“澳洲杰出研究计划”
（ERA）？（ERA 运用各种指
标来评估研究质量；现在是第三代。
）
A7：我认为这将迫使我们调整“澳洲杰出研究计划”中所采用的措施，并留意开展与已
发表作品相关活动的不同措施。我们的确需要考虑这一点——构建新媒体环境下的作品转播
和使用方式。尽管我们在开放获取方面尚无作为，学术界通过社交媒体或其他技术工具来影
响社会的方式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也将迫使我们去思考。
编译自：The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s New Leader Opens Up.
http://chronicle.com/blogs/wiredcampus/the-australian-research-councils-new-leader-opens-u
p/40276 [2012-10-03]
（朱曼曼校对）

国际高能物理学术论文开放出版计划
SCOAP3 正式启动
2012 年 10 月 1 日，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奥地利、捷克、芬兰、
希腊、匈牙利、意大利、丹麦、挪威、罗马尼亚、波兰、瑞典、瑞士、俄罗斯等国和欧洲核
物理研究中心（CERN）的代表齐聚 CERN，宣布 SCOAP3（粒子物理开放出版资助联盟计
划，Sponsoring Consortium for Open Access Publishing in Particle Physics）正式启动，从 2014
年起实现高能物理领域高水平学术论文的开放出版。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代表中国参
加了启动会议。
SCOAP3 由中国、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等 29 个国家的 100 多个高能物理资
助机构和研究机构参加，由这些机构联合出资，根据公开竞争原则向出版高能物理高水平论
文的出版社招标购买开放出版服务。凡接受 SCOAP3 资助出版的论文，在出版时通过出版
社网站立即和永远开放获取；论文按照创作共用署名许可（CC-BY）方式允许广泛的再利
用；出版社不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出版社必须为所有图书馆扣减相应内容的订购费；出
版社必须将论文自动转存到 SCOAP3 知识库，并通过该知识库分发到作者单位的机构知识
库长期保存。
经过公开的招标，7家出版社的12种期刊参加了SCOAP3计划，其中：APS（美国物理
学会）的Physical Review D，Elsevier的Physics Letter B和Nuclear Physics B，Springer的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CJournal of High Energy Physics，及Hindawi的Advances in High
Energy Physics等六种期刊的全部内容将转为开放出版；APS的Physical Review C，IoPP（英
国皇家物理协会出版社）的Chinese Physics C、Journal of Cosmology and Astroparticle Physics、
New Journal of Physics，OUP（牛津大学出版社）的Progress of Theoretical Physics，Jagellonian
University的Acta Physica Polinica B等六种期刊中的高能物理论文将转为开放出版。这12种期
刊中的高能物理论文占高能物理领域全部学术论文的90%以上。
参加 SCOAP3 的机构共同负担开放出版服务费。各国按发文比例承担相应份额。各国
内部将因地制宜地建立支持机制，包括由国家科研资助机构出资、或由各个图书馆将扣减的
文献经费转移支付、或由图书馆和国家资助机构共同负担。
正如 CERN 总干事 Rolf Heuer 先生指出，SCOAP3 是一种创造学术信息交流历史的重
大新举措，通过将原来用于文献订购的经费转为“开放出版服务费”，将成熟的学术期刊直接
转为开放出版，既维持了高水平的同行评议质量控制和学术期刊正常出版，又有效实现了整
个领域学术成果的开放获取。而且，通过将整个高能物理领域的资助机构、研究机构、图书
馆等联合起来，有助于将高能物理领域学术论文出版的主导权和控制权重新夺回到科技界手
中，有效控制开放出版服务费用，切实保障科技成果的开放利用和长期保存，因此拥有有强
大的可持续生命力。同时，SCOAP3 正在创造一种不同于传统图书馆文献采购机制的新的信
息获取能力保障模式。它将源自科研教育经费的文献订购费用直接用于从源头上组织学术论
文的开放出版，不仅保证了学术论文一出版就能开放获取，还有效保留了作者及其机构对论
文的著作权，充分保障了社会对论文内容的再利用和长期保存，大幅度扩展了学术论文支持
研究与创新的范围和程度，显著提升了这些经费及其支持的学术论文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有关 SCOAP3 更多详情可参见：www.scoap3.org.
（SCOAP3 指导委员会成员、国家科学图书馆馆长张晓林 供稿）

Wiley 转向更广泛的开放许可

2012 年 8 月 14 日 Wiley 出版公司宣布修订 Wiley 开放获取计划中出版的所有期刊的许
可协议。这些期刊将采用创作共享署名（CC-BY）许可，允许已出版文章用于商业化目的。
Wiley 开放获取期刊集也包括与社会伙伴共同出版的期刊，这些期刊中的大多数也同样
将转为 CC-BY 许可。
Wiley 回应了基金会和政府政策的最新进展，并支持科学出版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将实
施这一转变。
第一阶段向 CC-BY 许可转换的期刊是 Brain and Behavior、Ecology and Evolution、
MicrobiologyOpen、Cancer Medicine、Food Science & Nutrition、Evolutionary Applications、
Geoscience Data Journal 和 EMBO Molecular Medicine。
CC-BY 许可（伴有原始创作者的正确署名）允许复制、发布和传播，也允许改编和商
业化使用。
编译自：Wiley Moves Towards Broader Open Access Licence.
http://eu.wiley.com/WileyCDA/PressRelease/pressReleaseId-104537.html [2012-08-29].
(左丽华编译，朱曼曼校对)

【业界动态】
NISO 和 DAISY 联盟发布创作和交换框架标准
——新标准界定了创作可广泛获取的电子出版物的方式
2012 年 8 月 7 日，美国国家信息标准协会（National Information Standards Organization，
以下简称 NISO）
和 DAISY 联盟宣布发布最新的
《美国国家标准创作和交换框架
（ANSI/NISO
Z39.98-2012）
》
。该标准定义了用 XML 呈现数字信息的方式，以生产适于转换成为可广泛获
取的不同格式的文献。该标准是数字有声读物（Digital Talking Book，以下简称 DTB）的修
订版、扩展版以及加强版，DTB 一般指的就是 DAISY 标准（ANSI/NISO Z39.86-2005(R2012)）
。
DAISY 联盟负责对这两个标准进行维护。
DAISY 联盟首席技术总监兼 DAISY 修订工作组的技术主席 Markus Gylling 说： “创作
和交换框架（Authoring and Interchange Framework，以下简称 A&I 框架）是一种模块化的、
可扩展的体系结构，允许创造多种内容呈现模型，每一种模型都是为某一类信息资源专门定
制的。A&I 框架还支持新的输出格式，而且在需要的时候即可添加并实施。A&I 框架并未
对文献的分布格式进行任何限制，依据该标准生产的诸多格式中就包括电子文本、盲文、大
字版本和电子书等。”
DAISY 联盟秘书长兼 DAISY 修订工作组的行政负责人 George Kerscher 说：“DAISY
联盟机构和主流出版机构都希望能有一个灵活、强大的 XML 框架。A&I 框架不但满足了这
一需求，还更有可能生产出供当前用户群体使用的 DAISY 书籍，并且扩大了乐于接受此标
准的潜在受众，其中既包括资源创建者，也包括使用者。使用这一标准的新应用程序可能包
括电子期刊和电子书、用于电子阅读器的文本向语音的转换、以及多媒体出版物。”
NISO 执行理事 Todd Carpenter 解释道：“虽然新的 A&I 框架标准旨在取代 DTB 标准，
但是 A&I 框架试用期的回馈表明，由于标准的变革具有相当程度的重要性，所以内容提供
商和设备制造商都需要几年的过渡期。为了满足这种需求，现有的 DTB 标准（ANSI/NISO

Z39.86）在未来五年将继续使用，同时也给 A&I 框架分配了新的标准号（ANSI/NISO
Z39.98）。”
A&I 框架标准对于任何使用 XML 创作工作流程的机构、可供广泛获取的数字出版物
的制作商和出版商、以及有兴趣为新的文献类型创建属性以整合至 EPUB 等发布格式中的
机构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
A&I 框架标准和 DTB 标准都可以从 NISO 网站（daisy.niso.org）和 DAISY 网站免费下
载（www.daisy.org/daisy-standard）
。
DAISY 联盟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使命是开发和推广国际标准和技术，以使那些有
阅读障碍的人都能够平等地获取信息和知识，并使更广泛的群体受益。该联盟认为阅读障碍
者有获取信息和知识的同等权利，而不应存在延迟或者额外的成本。DAISY 联盟是依照瑞
士法律成立的非营利性组织。DAISY 网址：http://www.daisy.org/。
编译自：NISO and DAISY Consortium Publish Authoring and Interchange Framework
Standard.
http://www.niso.org/news/pr/view?item_key=47de4fe39e4ee2256ce26f1438daebb19d394258
[2012-08-07]
（朱曼曼编译，宋菲校对）

美国和欧盟阻止为盲人制定获取书籍的条约
世界 90%的视障人士分布在发展中国家，为了保证他们能以其能使用的特有格式获取
出版作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sation，简称 WIPO)目前正
在制定一项专门为他们争取使用权利的条约，然而近日美国和欧盟却在阻止该条约的谈判进
程。
WIPO 从 2008 年就开始了此“盲人条约”的谈判，但是谈判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而在刚结束不久的日内瓦会议上，谈判代表又一次搁置了该条约的最后决议，这使得倡导者
们异常沮丧。
荷兰非盈利组织电子信息图书馆（eIFL）的项目经理人 Teresa Hackett 女士表示：“这不
仅事关法律谈判，对我们来讲，也关乎对道德的倡导，这是一项基本人权。”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发展中国家有将近 2.56 亿的视障人士。而发达国家的视障人
士已经可以获取盲文和其他音频、大字排印形式的著作，尽管如此，据欧盟报道，发达国家
的视障人士也只能获取 5%的图书。
但是，在现有的著作权法律框架下，贫穷发展中国家未经著作权人的允许，是不能获取
著作的译本的（盲人能使用的形式，比如盲文或者音频等）。所以很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
以获取这些译本，意味着这些国家的视障人士能够使用的作品非常少。据欧盟报道，发展中
国家的视障人士只能获取 1%的图书。
皇家国际盲人研究所的 Dan Pescod 先生表示，“西班牙相关组织曾经有超过 10 万本译
本图书想直接赠送给拉美国家，但是由于存在著作权障碍却不能这样做。拉美国家—哥伦比
亚，尼加拉瓜，墨西哥，乌拉圭和智利的图书馆只能对其中的 9000 本图书进行获取。”
WIPO 正在协商的盲人条约可以改变现状。这个具有约束力的条约可以使得这些发展中
国家直接获取其翻译版本并在本国使用，这将降低巨大的翻译成本，不至于每个国家都要亲
自重新翻译。
欧洲议会在今年 2 月份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欧盟支持为盲人制定约束条约，但是这似

乎并没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欧盟和美国现在正在阻止该条约的谈判，他们这样做是让人感
到可耻的。”美国知识生态国际组织（Knowledge Ecology International ，简称 KEI)的理事
James Love 先生表示道，
“在过去几年里美国奥巴马政府已经改变其对该条约的态度，在 2008
年奥巴马过渡小组并对此做出过积极回应，但是过后，政府的热情大大削减。”
欧洲和美国是世界上一些大型出版公司的所在地，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不希望签署这样
的国际条约来限制他们的知识产权。有观察者猜测，这些公司是奥巴马竞选的主要支持者，
奥巴马政府不愿意得罪他们。所以 Hackett 先生表示，“在谈判桌上还是商业利益占主导地
位。”
推动该条约的积极分子希望制定法律意义上的约束，而欧洲和美国代表则倾向于通过制
定软“工具”来约束，比如只是提供准则或者建议类的文件。
美国出版商协会的 Alan Adler 曾在接受 KEI 在线访问时表示，“我们确实不想开这个先
例，来制定一系列限制著作权所有者权利的例外和限制条款。”
尽管条约签订受挫，但是倡导者们表示将会继续推动该条约的谈判历程。印度非盈利组
织 Inclusive Planet 的 Rahul Cherian 先生在给 WIPO 的声明中这样表示道，“我们发展中国家
要表达自己的声音，我们不会退缩，当人们在争取其基本权利时，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
阻止他们这样做。”
编译自：US and EU blocking treaty to give blind people access to books.
http://www.guardian.co.uk/global-development/2012/jul/30/us-eu-blocking-treaty-blind-book
s[2012-07-30]
（陈辰编译史海建校对）

OCLC 的 WebJunction 网站收到拨款用以支持今后五年的日常运作
不久前，OCLC 收到了 Bill & Melinda Gates 基金会 410 万美元的资金赞助，用以支持
WebJunction 这一图书馆学习空间未来五年的日常运作。
在 Gates 基金会的资助下，OCLC 于 2003 年成立了 WebJunction，该网站至今已帮助了
7 万多名图书馆员工构建职业技能，以应对当今环境中的各种挑战。WebJunction.org 提供丰
富的培训资源以共享知识、技能和支持，进而推动建设专业知识雄厚、充满生机活力的图书
馆。这些资源包括在线课程、研讨会展示、可下载课程以及图书馆的真实案例。WebJunction
项目支持图书馆员工的日常工作，以将其自身所处社区与其所需的内容、空间和服务联结到
一起，进而丰富并改变 df 他们生活。
最新拨款将推动 OCLC 各项目、资源和 WebJunction.org 系统的持续发展，并提供长期
持续性的服务，以帮助图书馆在当今风云变幻、充满挑战的技术环境中健康发展并走向未来。
“自 2002 年以来，我们与 OCLC 合作以确保公共图书馆（特别是小型的和农村的公共
图书馆）拥有其所需的资源，成为获取重要信息的门户。” Bill & Melinda Gates 基金会全球
图书馆计划的负责人 Deborah Jacobs 说道，“同时，我们的目标在于为这些图书馆配备所需
的技术与技能，让他们可以通过获取信息来改变生活并巩固社区。”
“在这十年里，我们见证了通过 WebJunction.org 在线社区为图书馆员工提供技术支持和
培训，在帮助我们完成这一目标并大大提高图书馆的绩效方面所发挥的作用。”Ms. Jacobs
说，“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图书馆这一个社区资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拨款将帮助大多
数图书馆在财政紧缩的状况下能持续发展。”
“基于想要帮助图书馆成功发展的共同利益和热情，
Bill & Melinda Gates 基金会和 OCLC
建立了杰出的合作伙伴关系。”OCLC 美洲区副总兼负责营销的全球副总 Cathy De Rosa 说道：

“在 WebJunction 成立十周年之际，我们要感谢 Gates 基金会一直以来的支持；感谢图书馆的
员工们，是他们将 WebJunction 建设成为公共图书馆聚集与共享最佳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
的重要中心。”
有 69%的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员工在使用 WebJunciton 的培训资源、项目和资源。从 2011
年 7 月到 2012 年 6 月，员工通过 WebJunction 注册了 19000 多个课程，且有 17000 多名员
工注册了 26 个免费研习班项目，其内容主要有关图书馆事业的热门问题。
“图书馆员工必须不断提升其技能水平以应对图书馆用户不断发展的需求。”
WebJunction 社区服务部高级经理 Sharon Streams 说，“但是管理员工培训的成本高，又麻烦，
且难于获得投资和实现持续进行。使用 WebJunction，OCLC 联合州立图书馆和其他服务机
构开展高效的培训和员工发展项目，不仅便于使用而且易于管理。”
18 个州立图书馆机构与 OCLC 展开合作，资助其员工通过 WebJunction.org 获取自学课
程和本地化培训内容。康涅狄格州立图书馆就是第一批合作的州立图书馆之一。
“对于康涅狄格州来说，WebJunction 是图书馆发展的主要资源。”州图书馆馆长 Kendall
Wiggin 说，“我们用 WebJunction 来提供关于技术、管理图书馆、宣传逐渐减少的资源，以
及更好地协助人们使用图书馆等方面的信息和课程。对于图书馆员来说，WebJunction 也是
分享与探讨有关热门问题或项目经验的好去处。”
编译自：OCLC's WebJunction receives grant to support ongoing operations for five years.
http://www.oclc.org/us/en/news/releases/2012/201258.htm[2012-09-06]
（宋菲编译，朱曼曼校对）

EDUCAUSE 和 Internet2 开展电子教课书实验
EDUCAUSE 和 Internet2开展了一系列的电子教课书实验，最新的实验从2012年秋季学
期开始，在二十几个美国大学开展。
EDUCAUSE 是一个非营利性协会，致力于通过信息技术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Internet2
是一个大型非营利性的先进网络联盟。本实验是由 EDUCAUSE 和 Internet2联合麦格希教育
（McGraw Hill Education）和数字教科书发行商 Courseload 一起开展的。
本次实验从三方面突破了之前的电子教科书实践：由大学协商并购买校园使用权，替代
之前学生单个支付；用经许可在特定课程上使用的电子资源替代学生们的纸质教科书；使用
一个不依赖于特定出版商的电子阅读器。
这个实验的核心是：参与大学向 Internet2一次性支付所有的费用，包括 Courseload 电子
阅读器平台、电子教科书许可和由其他出版商提供的内容所需的费用，之后再由 Internet2
分给不同的提供商。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评估机构网站许可模式在降低教育资源成本方面的
功效。
支付能力是南佛罗里达大学图书馆（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Libraries，以下简称 USF）
电子馆藏负责人 Monica Metz-Wiseman 首要考虑的因素。她说：“我们知道很多学生买不起
教科书，本次试验的目标就包括弄清楚电子教科书对于学生来说是不是一种更为负担得起的
解决方式。”
除了降低成本，Baylor 大学（BU）负责信息技术的副校长兼图书馆馆长 Pattie Orr 还解
释道：该试验也提供了一个机会，探索作为特许资源的电子教科书对学生来说是不是更好用，
以及用哪种技术来传递那些资源能最有效地支持教学。
（Pattie Orr 将在9月20日于 Rice 大学举行的“高校图书馆未来研讨会”上，在其报告中就
此点进行更为详细的阐述。
）

该实验要测试的传递技术是参与大学 Blackboard 平台中整合的 Courseload 电子阅读器。
任何配备浏览器的设备都可以使用该阅读器。一旦学生访问了文档，随后就可以离线使用，
而且文档的任何部分都可以打印输出。该系统将允许老师和学生突出显示某些段落、添加注
释、并在课堂上和同学分享这些注释。同时，老师还能使用该平台和学生分享老师们授权的
内容以及其他不受版权约束的数字内容。
EDUCAUSE 的副主席 Greg Jackson 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拥有‘社交研究’的能力
是人们所讨论的事情中最令人激动的一个。而这就意味着，社交媒体方法已经明确应用于电
子教科书领域，而且未来这一趋势将会越发明确。而且也只有实现电子化才能应用社交媒体
方法。”
而且，电子教科书也有潜力成为比纸质书更具动态性的资源。Jackson 补充说：“当前，
一个作者写了一本教科书，然后印刷出来，那就是教科书，之后定期出修订版。但是现在你
可以想象，一个快速变化领域中的教科书本身就可以变化以适应所在领域的变化。”
另外，Metz-Wiseman 指出：电子教科书能改进面向视力受损学生等人群的可用性，“对
于一部分买不起纸质书的学生来说，电子书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是在从事这项（关于电子
教科书的）工作同时帮助视觉障碍学生时才认识到这一点。”
这一系列的实验始于去年在 Indiana 大学的成功试验，之后在 Internet2的帮助下，扩展
为今年春天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康奈尔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佛吉尼亚大学和威斯康星
大学麦迪逊分校进行的实验。在春天的这些实验中，学生们阅读了十万多页在线图书，而且
几乎没有阅读纸质书。
目前，本次秋季实验已有25个大学参加，所要检测和评估的诸多问题中就包括该项目对
学生和老师的吸引力及其可扩展性。
Orr 说：“在本实验中，我们试图获得良好的表现，来自于商学院、理科和人文科学的
学生使我们的实验涵盖了多种类别的样本。Baylor 大学的一些教授还设置了实验对照组，各
组都教授相同的课程，但是一组使用常规的教科书，而对照组使用电子教科书。”
除了 Baylor 大学和南佛罗里达大学，还有以下参与者：
 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omona 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那分校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 康奈尔大学
 Dartmouth College 达特茅斯学院
 Iowa Stat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爱荷华州立科学与技术大学
 Madison Area Technical College 麦迪逊技术学院
 Miami University of Ohio 迈阿密大学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密歇根州立大学
 Middlebury College 米德柏利学院
 Northern Kentucky University 北肯塔基大学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Edwardsville 南伊利诺伊州大学爱德华兹维尔分校
 Stony Brook University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University at Buffalo,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
 University of Alaska 阿拉斯加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University of Colorado 科罗拉多大学
 University of Hawaii 夏威夷大学
 University of Iowa 爱荷华大学
 University of Kentucky 肯塔基大学








University of Virginia 弗吉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ilwaukee 威斯康辛大学米尔沃基分校
Vermont State Colleges 佛蒙特州立大学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Wichita State University 卫奇塔州立大学

编译自：EDUCAUSE, Internet2 Expand Etextbook Pilot.
http://www.thedigitalshift.com/2012/09/ebooks/educause-internet2-expand-etextbook-pilot/[2
012-9-4]
（朱曼曼编译，宋菲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