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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图书馆特别是研究型图书馆以及大学图书馆正面临着贡献边缘化
的危机。通过对知识创造的生命周期模型进行分析，当前和未来科技创新需要科研数据管理
和基于知识的交互协同创造能力。图书馆服务应抓住机遇，通过科研数据管理与用户关系管
理相结合，探索融入科研一线，跟踪科研全过程的图书馆知识化服务模式，提升图书馆的竞
争力。本文基于国外的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以及用户关系管理方面，从技术支撑、科研数据
组织、数据分析到用户关系管理等，探索该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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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Big Data，libraries, especially research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are
facing threats to their contributions.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life cycle model of research
knowledge creation,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and knowledge-based are identified as
challenges to library services．Libraries have to grasp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e-Science
knowledge management by combing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and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 Based on the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and CRM experience in foreign
libraries，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ervice in libraries from these aspects: technology support,
research data organization, data analysis and CRM in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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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Big data)是 IT 界继 Web2.0、云计算之后近两年最流行的词。数据目前尚没有
统一的定义，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数据量很大、数据形式多样化的非结构化数据[1]。奥巴马
政府于 2012 年 3 宣布推出联邦政府“大数据的研究和发展计划”，旨在推进和改善联邦政府
部门的数据收集、组织和分析工具及技术，以提高从大量、复杂的数据集中获取知识能力[2]，
把大数据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科学研究也正在向数据密集型
科研转变[3]。对于图书馆特别是研究型或大学图书馆来说，在这个“大数据”时代如何提
高海量增长的文献数据处理能力等，尤其是科研用户服务能力，是图书馆研究的思考之一。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之一就是图书馆要构建强大的科研数据管理以及科研用户关系管理有
机结合的管理体系，实现图书馆，特别是研究型或大学图书馆的科研用户服务能力的提升，
推动图书馆服务事业的发展。

1. 图书馆科学数据管理服务
科研是与数据密不可分的，科研的过程就是数据的发现、收集、处理、分析以及利用等
的过程（图 1）
。科研数据具体是指数字形式的研究数据，包括在研究过程中产生的能存贮
在计算机上的任何数据，也包括能转换成数字形式的非数字形式数据[5]。包括科研论文、
专利、研究报告、实验观测数据和元数据、参考资料、照片和图表、学术类多媒体资源等等。

近年来，随着各国的科技投入增大，科学观测和分析能力已得到快速的提升，导致科研数据
的产生和积累呈指数级增长。有效的科研数据管理具有保护数据免于丢失、提高数据曝光度，
传播和出版成果、实现数据共享、对科学质疑公开、鼓励观点的多样性、节约科研成本、完
成研究资助方的要求等诸多意义。

图 1 科研知识创造的生命周期模型[4]
目前在美国科学数据管理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图书馆的一项新使命，美国多家知名图书
馆都积极投入。2011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要求所有基金申请必须提交研究数据管
理计划，包括数据的长期保存、共享与访问方式等内容。这项战略性信息基础建设新政策强
调了公共获取数据的重要性，并且 NSF 的 datanet 项目明确研究型图书馆将作为主体参与此
项工作。科学数据管理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需要依托一定的基础设施和软件平台。

1.1 基础设施
1.1.1 图书馆自建或与其他机构合作建设
图书馆独立建设数据仓储并对其进行维护与管理，目前这种形式并不多，这并不仅仅是
图书馆的技术能力问题，在开放、共享的理念下，图书馆更多地趋向于合作方式，重点利用
学校建立的数据或机构仓储，利用已有的基础设施，与校园内其他部门或政府和一些组织资
助的项目也建立了不同学科的数据仓储，为国内机构提供共同服务，使科研数据存储超越了
图书馆，超越了某一个单一机构。图书馆这时的任务是向研究者提供相关信息与帮助，使其
了解这些仓储，并帮助用户利用这些重要资源。在技术上侧重科研环境建设，构建数据门户，
做好数据导航。
1.1.2 利用云计算共享
近几年来，
“云计算”的应用在图书馆领域也迅速发展了起来。云计算会促进 e-Science
发展，通过云远程使用资源，图书馆不需要自己购买硬件设施，不需要建设基础设施环境，
大型设备尽可在网上利用，图书馆可以将数据存储在云存储服务商提供的服务器中，按需申
请，按时付费。例如微软的云计算战略以及云计算平台——Windows Azure 以云技术为核心，
提供了软件+服务的计算方法。 它是 Azure 服务平台的基础。Azure 能够将处于云端的开发
者个人能力，同微软全球数据中心网络托管的服务，比如存储、计算和网络基础设施服务，
紧密结合起来。这样开发者就可以在“云端”和“客户端”同时部署应用，使得企业与用户
都能共享资源。
目前，云计算在图书馆的应用越来越广泛。OCLC 启动的“将图书馆管理服务推向 Web
级的战略”是图书馆界接受云服务的重要标志性事件[6]，美国国会图书馆与 DuraSpace 正
式发布的开源云服务 DuraCloud 项目部分受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全国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与保
存项目（NDIIPP）资助[7]。DuraSpace 项目开源，但提供基于订购的服务。目前已有麻省
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和莱斯大学签约使用其托管的云服务以保护数字资源。
1.2 科学数据组织服务
研究人员的科研数据除保存在相关学科库以外，机构仓储是另一重要选择。机构知识库

最初的设想是保存机构成员的研究成果，并提供出版机会，既有存储的功能，又有检索和服
务的功能。机构库的创建软件多种多样，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软件平台是 Eprints以及
Dspace[8]。
1.1.1 Eprints
机构知识库系统的发展始于2000年英国的南安普敦大学开发的Eprints软件，南安普顿大学
采用自己开发的Eprints软件创建的遵循OAI协议的机构知识仓储，该机构知识仓储中目前保
存的数据的类型收录的学术内容格式既包括结构化的。
1.1.2 Dspace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图书馆和美国惠普公司实验室合作两年多于 2002 年发布全球
第一个机构知识库( IR) —DSpace 数字资源存储系统，并将其 BSD 开放源代码技术向全球
公开。DSpace 在目前的数字仓储软件中占据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份额。作为开放源代码，它
允许被下载、修改，而且其所使用的第三方软件也都是开放源代码系统。DSpace 可保存任
何格式的数字资源，包括论文、图书、图书章节、数据集、学习资源、3D 图像、地图、乐
谱、设计图、预印本、录音记录、音乐录音、软件、技术报告、论著、视频、工作文档等。
MIT 图书馆数据管理项目组承担全部数据的存档、管理、系统维护、软件升级和用户使用指
导等服务并且与出版商争取相关权益，建立开放获取政策，执行 DSpace 数据提交服务，推
动 MIT 的开放获取服务等。另外在 DSpace 的众多用户中，剑桥大学的机构仓储较为成功。
然而调查显示，国际上流行的软件平台 Dspace、Eprints 软件在国内并不十分受欢迎。
有的原来使用 Dspace 的机构库也在运行过程中慢慢更换了软件平台比如中国科学院国家科
学图书馆，中国西部环境与生态科学知识积累平台。

1.2 科研数据分析服务
科学数据的组织管理服务与图书馆的其他资源服务想类似，是图书馆开展科学数据服务
基础。未来图书馆科学数据服务大趋势是服务中附加更多智力活动，进行数据分析，把科学
数据进行关联，帮助用户更好地利用数据。
目前逐渐有一些机构仓储在存储数据的同时提供了类似的服务。康奈尔大学组建了研究
数据服务组（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service group），其图书馆作为其中主要成员与校内
其他机构合作，提供各种研究数据管理服务，包括存储备份、元数据加工、数据分析、数据
发布、协作工具等[9]。康奈尔大学图书馆近两年正在探索开发研究数据检索挖掘工具，建
立一套标准符合 NSF 要求的数据管理与服务体系，并且已经建立了一个实验性的数据仓储
datastar[10]。Datastar 目前主要保存农业与生态系统学科的研究数据，支持研究合作与数据
共享，促进研究数据及其高质量元数据的发布存档。哈佛大学的“dataverse 网络”( Dataverse
Network) ，项目包括科研数据出版、共享、参考、抽取和分析各个方面，为大学或其他机
构提供数据出版系统的全部解决方案，并提供数据分析服务。目前可提供数据分析的机构不
多，这是图书馆科研数据服务的方向。

2. 图书馆用户关系数据管理
用户是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出发点，为了提升数字图书馆的服务质量，需重视数字图书馆
的用户研究。用户关系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CRM）是通过有关的管理
技术和方法对用户进行系统化研究，识别有价值的用户，对用户进行沟通和教育培训等工作，
从而改进服务，提高用户满意度。
数字图书馆用户关系管理借助数字仓库、数据挖掘、知识发现、专家系统和人工智能等

多种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一个能搜集、追踪和分析用户信息的系统，为数字图书馆用户
服务和决策提供一个自动化的解决方案，实现数字图书馆由传统的人工管理模式向现代管理
模式的转变。实际上，目前有些数字图书馆系统本身就具有用户数据的自动收集、统计和分
析功能。数字图书馆用户关系管理的一些新技术，如数据仓库技术、数据挖掘技术和知识发
现技术等，有效地使数字图书馆用户数据的获取、模式发现、数据的积累、传播和共享更为
快捷有效。
要做好用户关系管理，就需要搜集各种用户数据信息，对用户资料进行统一管理，包括
用户基本信息、用户类型划分、用户状态、服务情况等信息进行整合。数字图书馆数据挖掘
的信息源主要是用户活动信息、日志文件、网站的注册用户信息。通过整理和分析日志文件
可以获得许多有意义的信息。如页面访问量、受欢迎程度等，或者了解到用户的爱好、价值
取向，从而为制定有关的服务策略提供依据。用户使用数据的挖掘分析有许多方法，如关联
分析是为了挖掘隐藏在数据间的相互关系，序列分析的侧重点在与分析数据的前因后果或顺
序关系等。用户的数据挖掘不仅可以了解数字图书馆的访问量，而且可以统计不同的数字化
资源被访问的频率等，还可以对用户进行跟踪分析，从不同的侧面来研究用户的信息需求及
其行为规律。
用户关系管理(CRM)系统应该具有用户信息分析能力、集成能力和用户互动渠道。通过
建立数据仓库对大量用户数据进行综合分析，识别相关用户群，根据多种指标对用户进行分
类，针对不同的用户实施不同的策略，为用户提供更合适的服务。
目前国外有许多图书馆引进ＣＲＭ系统。大英图书馆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研究图书馆，
其读者遍布世界各地。维护其客户和图书馆积累的大量数据，是一项重大挑战，该组织发现
自己与 37 个不同的客户相关的数据库。为了把一个系统在其 37 数据库中的信息集成，大英
图书馆引进安装 Microsoft Dynamics CRM（MSDN）。另外芝加哥图书馆用户关系管理采安装
了具有类似功能的 SageCTM 系统。 SageCRM 客户服务系统可以提供完整的工作流、问题跟
踪、案例管理及服务状态的信息，帮助创建一个可靠的知识库，从而保证一致而高效率的客
户服务。

3. 基于科研数据管理与科研用户关系管理的服务模式思考
图书馆特别是研究型图书馆的发展在从传统图书馆转变为数字图书馆之后，未来的发展
之路是要发展嵌入科研一线的知识化服务模式[11]。嵌入科研一线的知识化服务强调了图书
馆必须更为直接地服务于科研人员。 在数字科研下，研究数据管理保存数据集存储与分析
对支持重复验证、全面传播知识、激发新问题、开展研究等都有重要的作用[12]。而图书馆
为了更好地实现以需求为驱动的服务模式，建立图书馆自己的用户管理系统也十分的必要。
研究型图书馆为了更好地服务科研人员，把科研数据管理与用户关系管理结合起来显得
十分必要。为此可以建立一个具有科研用户与科研数据之间、科研数据与科研数据之间、科
研用户数据与科研用户数据的数据系统（如图 2）十分必要。采用关联分析以及序列分析等，
从不用侧面挖掘与跟踪某一个或几个科研用户，或者某个学科领域科研用户在科研过程及之
后的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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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科研用户数据2与科研数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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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的科研数据 A 是有科研用户 A 的科研活动产生。以此类推。
此处的科研用户数据是指科研用户的基本信息、类型划分、状态、服务情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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