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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
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 2013 至 2016 战略方向
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 著

贾茹 编译

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 CRAL（Canadian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是加拿大研
究型图书馆团体的领导组织。协会的成员包括加拿大的 29 个主要的高校图书馆、加拿大图
书馆和档案馆以及加拿大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NRC-CISTI）
。
一、使命
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在加拿大研究型图书馆的利益以及服务高层次研究和教育能力
方面的提升起到了领导作用。它促进了有效且有力的学术交流，而且提供了促进更广泛的学
术信息获取的公共政策。
二、战略方向
技术、人口、和社会经济的改变为科研、教学和学习带来了改变。加拿大图书馆采取创
新的策略获取、保存和分享知识。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代表并积极支持由成员馆认同的研
究型图书馆所具有的新的功能扩展。可以明确的是，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更高层次的愿景
是能力建设、加拿大学术图书馆的价值提升、以及支持更完善的研究成果获取。
1 加拿大研究图书馆愿景
1.1 重新定义我们的研究馆藏和服务
各种各样的学术资源呈现出日益丰富、跨学科、汇总聚集的状态。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
会帮助其成员馆通过新的教研策略、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来重新定义其馆藏。
1.2 加强学术图书馆网络的国家作用
其成员馆的认同和合作的举措已经超出了当地和区域的界限，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为
加拿大极为重要的国家遗产、研究、高等教育的议程提供支持。
1.3 促进社会和国际参与
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的成员越来越多地期望为他们学术领域或机构背景之外的团体
和团体组织做出贡献并获得支持。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代表其成员馆，建立伙伴关系以及
寻找信息交流的机会，用来支持合作与参与的项目计划中。
2 加拿大研究型图书馆的能力建设
2.1 促进加拿大学术馆藏的分享及保护方面的合作
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的成员馆是研究资源的管理工作中的重要部分，支持学术活动、
决策以及创新。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需要支持图书馆与其他研究机构合作以获得更有效的
管理能力。
2.2 不断提升专业知识以适应图书馆的新兴作用
随着科研、教学和学习中数字化及全球化的不断加剧，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支持图书
馆在专业知识与专业背景方面有更广泛的发展。
2.3 帮助成员馆处理资源管理问题
研究和高等教育的变革与社会经济变化的汇聚，要求新的基于证据的领导方法、有效的
图书馆管理以及新图书馆计划的成功开发。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为其成员解决这些问题并
交流成功经验提供了平台。
3 提升加拿大研究型图书馆价值

3.1 支持并发展更多的基于成果的措施以证明图书馆在“教、研、学”三方面的影响
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负责协调与学术成就、研究成果、获取研究资助成功率等相关的
图书馆服务指标和评价工具的开发。
3.2 促进图书馆服务的评估
通过提供相关评估的培训活动、信息共享、对相关研究的支持，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
支持其成员馆使用基于成果的证据来确立研究型图书馆的投资回报率以及展现其价值的其
他方法。
3.3 拓展图书馆在研究中的作用
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及其成员馆积极开发相应的战略、联盟和指标以增加成为研究伙
伴的机会，并且展示图书馆在成功的研究举措中所做出的贡献。
4 对研究成果获取的支持
4.1 协调研究数据管理的举措
充分认识到挖掘研究数据以及数据密集型的研究对改变学术研究的方式和行为的价值
和潜力。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在以下方面积极协调：倡议和共识、培训与支持、获取与发
现、归档与保存、虚拟科研环境等。
4.2 促进开放获取及学术交流新形式
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在促进开放获取所需要的学术交流方式的转变研究成果的广泛
传播和长期保存、提升信息访问的公平性等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4.3 在信息政策领域代表学术团体的利益
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是学术团体在信息政策和平衡公平的版权方针以及知识产权问
题利益方面的国家代表。
编译自：Canadian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Publishes New Strategic Directions
Document (2013-2017).
http://www.carl-abrc.ca/uploads/Publications/2012-11-15%20CARL%20Strategic%20Di
rections.pdf[2013-06-07]
（邓玉 校对）

美国堪萨斯大学图书馆数字数据服务战略
堪萨斯大学图书馆 著

张丽华 编译

一、引言
在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简称 KU）图书馆进行战略规划的过程中，有两
个团队围绕提升 KU 图书馆在数据服务能力、数据管理能力和数字科研支撑能力等方面的战
略开展工作。其中一个团队的工作重点是涉及建设、优化、管理数据馆藏并支持对其访问的
任务。另一个团队的任务涉及为 KU 的研究数据的生产者和使用者设计一种改进的咨询、交
互和教育方案，并加以实施。本白皮书旨在提出一种能够提供上述服务的模型。
本校名为“远大志向”的战略规划实施程序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方案用以支持校内的研究
工作，包括最近由 KU 信息技术部门和研究&研究生学习办公室共同推进的数字研究数据存
储方面的变化和服务的改进。鉴于这些变化，KU 图书馆应承担哪些职能、提供哪些服务，
方能支撑 KU 研究人员的数据需求？
思考数据生命周期中高校图书馆的传统职能，或者说过去的职能（图 1），不难发现，

研究人员侧重于创建、处理和分析数据，而图书馆员则参与数据保存、数据访问提供以及数
据重用的推动。随着数字数据的增多，这些传统职能在很大程度上都得以保留；然而有些界
限已经模糊。图书馆和信息技术员工通常在科研人员数字数据的创建、处理和分析方面为其
提供基础性的帮助。但是在支持校内研究方面，KU 图书馆目前较为有优势的两个领域为：
促进数字研究数据的获取与理解。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推进数据获取（共享、出版）以及提
升数据素养的目的：①提高 KU ScholarWorks 等系统的元数据质量；②更好地建立和促进对
数据管理计划的支撑；③投资开发新的数据发现工具和数据出版工具（例如汤森路透公司的
数据引文索引）；④推动开放数据运动并参与其中；⑤代表所在机构参与新兴合作（例如
VIVO、ORCID、DOI 注册）；⑥通过开展研讨会和咨询活动，推进大众数据素养计划的实
施。

图 1 数据生命周期
由于财政支持的无常以及技术的快速变化，数字数据的长期（永久）保存可能是 KU 图
书馆、KU 信息技术部门和研究&研究生学习办公室支持计划中最不完善的领域。不过，近
期向本校研究人员引进的研究文件存储（Research File Storage）服务是一个进步，能够承担
短期的数据保存服务。同样地，使用 KU ScholarWorks 系统发布数据并提高其可获取程度，
研究人员也将因其短期保存能力而获益。作为一个机构，本馆尚不具备所需的教育资源、政
策和基础设施来提供长期数字保存服务。因此，尚未要求这两个委员会去建立长期数字保存
服务的计划。
这两种服务（研究文件存储和 KU ScholarWorks）看上去各有专攻，因此可以认为其是
互补的。研究文件存储服务适合于需要可靠、安全、弹性存储现行项目的研究人员，而 KU
ScholarWorks 则适合于力图广泛发布其数字数据并对其影响加以衡量的研究人员。
二、提出支持模型
我们提出了一种在 KU 图书馆内支持数据服务的层级模型。第一层由所有公共服务人员
构成，需要掌握本校和图书馆所提供基础资源和服务有关的丰富知识，并能够咨询适当的领
域专家。需要对这些领域内的所有公共服务员工和学科馆员进行数字素养基本概念的年度培
训。第二层包括领域专家以及具备人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地理空间及其它领域专业知
识的图书馆人员（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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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领域专家
领域专家负责本领域内的专业数据服务。这些服务包括数据资源和工具方面的指导或培
训，以及通过协助数据管理规划、分析和可视化来提供咨询。同时也需要对领域专家进行高
级培训或教育，且专家之间应展开持续性的合作。
三、现有服务范例与案例研究
本节旨在确定 KU 图书馆当前服务范畴的基准。但此处并不列出详细服务清单，而只是
提供一些案例。
 针对如何找到课程作业、
研究生学习与教学所需的数据，提供单独咨询与群组咨询，
如：
○ 建筑系学生小组寻找堪萨斯州劳伦斯市 2 英尺等高线（海拔）的有关数据；
○ 一名学生寻找厄瓜多尔和巴拿马 1981 年某日的天气数据。
 提供分析和操作数据方面的帮助，如以下情况：
○ 研究生找到了研究项目所需的数据，但是该数据为 GIS 格式；学生属于政策
与社会研究系（IPSR），将与其信息专家商谈；在商谈中从 GIS 提取了数据
后，学生向可提供附加咨询的图书馆 GIS 专家寻求帮助，因为使用空间数据
分析可以极大优化项目；
○ 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的研究生需要重新分类点位图数据，并判断鸣禽栖息地是否
适合栖息；
○ 研究生在评估 GIS 这一工具是否适用于饮食历史与习惯的学位论文研究方面
需要帮助；
○ 研究生需要分析有关学位论文的统计数据方面的帮助。
 与课程结合的教学和开放研讨会
○ 城市规划：土地使用和网站规划、生物学和环境研究：生态学田野研究与实验
室方法等；
○ 在网页中寻找 GIS 数据，引入 ArcGIS；
○ SPSS I：入门指南；
○ 地理管理与公共管理：地统计学分析（IPSR 借助图书馆的帮助）。





收集、维护和访问数字数据集
○ GIS 和 ArcGIS 数据实验室的 Lawrence 城市地理空间数据；
○ ArcGIS 内部的数百层数据；
○ IPSR 堪萨斯数据档案；
○ 国际城市/郡管理协会（ICMA）的调查数据集；
○ KU ScholarWorks 作为数字数据知识库

Jackson and Feddema, http://hdl.handle.net/1808/8320

Peterson and Holder, http://hdl.handle.net/1808/9875
 Rosenbloom and Ash, http://hdl.handle.net/1808/5491 。
数据管理计划（部分图书馆员已协助研究人员编制他们的数据管理计划）

四、新的或改进的范例与案例研究
本节旨在提供潜在新服务或对已有服务的优化的具体范例。需要对实现每个要点所需的
特定职能和资源进行全面分析。再次强调，此处并非列举详细的清单，而只是提供一些案例。
 增加存储于 KUScholarWorks 中的数字数据量
○ 研究生使用数字学位论文系统（ETD）将研究数据存储至 KUScholarWorks，
以完成学位；
○ 研究人员择时将数据连同论文复本发布至 KUScholarWorks。
 更好地制定数据管理计划（DMP）并加大支持力度
○ 发布 DMP 网站和 LIB 指南；
○ 开设新一轮研讨会；

弗吉尼亚大学研讨会“研究生数据管理训练营”

北卡罗来纳大学研讨会“理解数据管理计划与资助者需求”
○ 定制 DMP 工具（https://dmp.cdlib.org/ ）；
○ 发布新版 KUScholarWorks 数据存储指南；
○ 推进职业发展规划；
○ 制定传播与营销计划。
 适时投资新型数据发现和发布工具，并提高包括 KUScholarWorks 在内的机构数字
数据资源的元数据质量
○ 参与 VIVO（一个开源语义网应用——当输入研究人员兴趣、活动和成就时，
即可发现机构内外的跨学科研究与学术成果）；
○ 提升 KUScholarWorks 元数据的数量与质量。
 通过研讨会、基于研究的大学生/研究生学习活动、以及咨询活动，优化常规数字
素养计划
○ 面向图书馆公共服务人员和学科联络馆员的基础性培训；
○ 新增软件/编程工具和研讨会，例如“统计计算研究”——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
中心/LAS792。
 提高本校数字数据意识，致力于实施国家数据政策方案
○ 支持并参与 2013 年 4 月 1-3 日举办的第一届北美数据文献计划用户会议（KU
图书馆与政治和社会研究所联合主办）。
五、同行机构所采用模型
大多数同行组织也同 KU 图书馆一样积极开展数据管理，他们将自身组织结构从支持传
统学术交流为主转向侧重数字数据服务与数字研究支撑。一些先导组织包括：普杜大学、新

墨西哥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这些机构有许多服务和方法已经为其他机构所借鉴，并帮助我
们提出服务改进建议。本节旨在探究上述三所高校图书馆的人员配置机制。
普杜大学图书馆因其 D2C2（分布式数据管理中心）而闻名。D2C2 能够在分布式环境
中推动对管理研究数据集相关问题的理解。当然这仅仅是涉及广泛的整套服务的组成部分之
一。D2C2 计划是图书馆研究部的一部分，由副馆长 Scott Brandt 领导。研究部为以下三个
领域提供支持：图书馆与档案学研究；着眼于整个学术交流体系发生的变化，发展创新性服
务；科研管理。除了 D2C2，他们还参与图书馆与档案学其它领域的研究并提供支持。D2C2
也是图书馆数据服务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即一种横跨整个大学图书馆系统的分布式服务，能
够与研究人员协作共同解决有关研究数据的实践问题。部门人员配置包括：两名数据图书馆
软件开发人员、数据服务专家、数字数据知识库专家以及跨学科研究馆员。此外，学科馆员
和其他领域专家（例如 GIS 专家）均为数字数据服务战略提供支持。
新墨西哥大学图书馆的设计与我们提出的框架类似。数名领域专家（理学与工程学数据
馆员、商业与经济学数据馆员以及社会科学/人文学数据馆员）通过图书馆外联与研究服务
部开展工作。此外，图书馆内还设置了两个高级行政管理职位（数字科研中心负责人和科研
信息化计划负责人）。新墨西哥大学是 DataONE（地球数据观察网络）的领导者。DataONE
是一个由 NSF 资助的分布式数据中心、科学网络及科研机构组成的联盟，旨在保存、访问、
使用和重用多尺度、多学科和多国家的环境科学数据。
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在其各个部门配备有数字数据领域专家，一些职位设置在数字研究
和学术部门，以及理学、工程学和教育部门。这种结构呈现了更为强劲的人员配置（社会科
学数据馆员、两位 GIS 专家和两位数据专家）。
编译自：KU Libraries Digital Data Services Strategy.
http://kuscholarworks.ku.edu/dspace/bitstream/1808/10603/1/KU%20Libraries%20data
%20services%20strategy_01_08_2013.pdf [2013-01-08]
（宋菲 校对）

【海外观察】
惧怕的层次：明智、精简地共享特色馆藏（摘译）
Dennis Massie 著

张丽华，宋菲 编译

编者按：本文来自于 OCLC 2013 年 7 月最新发布的专题报告，本刊节选了报告的执行摘
要、研究重点和研究建议进行编译，并对报告中提到的两种工具做了简要的报道说明。
一、执行摘要
本报告为基于研究目的的特色馆藏实体资源的馆际互借服务提供了行之有效且价格合
理的策略，并就对外出借资源是否是满足特定需求的最恰当方式的决策过程提出了建议。
出于展览目的出借实体资源，长期以来是档案管理者和特色馆藏管理者的核心活动。目
前，随着特色馆藏得到广泛宣传和知晓，研究互借的请求倍增。有合法的实例——基于资源
本质、研究问题类型或者由远程学者扩大访问的需求——只有从实体特色馆藏借阅才能满足
研究人员要求。

采用谨慎的借阅稀有及特殊资源的方法是合理的，通常的解决方案是提供一个数字替代
副本。但是这种方式并不适用于特色馆藏的全部资源或全部借阅申请，且通常会导致耗时以
及过于谨慎的流程。简化这一流程是关键。可以将劳动密集型的流程和政策加以简化，从而
适应馆藏资源、机构资源、请求状况以及馆长和管理者承担风险能力的本质。
在档案和特色馆藏领域，出借实体资源是最具争议的问题，人们的反应可能是某种原始
的情感，也可能是基于合理的专业观点。但是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出借实体特色馆藏资源的
实践正在变得像不出借实体资源一样普遍。虽然不断增加的管理者即将考虑在其管理范畴内
支持实体借阅，但是考虑并执行这种借阅服务的工作流一般难以规模化。为了使管理者应对
增加的请求，并尽可能经常地从专业负责的角度仔细思考，从而达成馆际互借，必须建设借
阅实体特色馆藏的新工作流和思维方式。
从 2009 年到 2011 年，由来自 OCLC 研究图书馆合作机构的资源共享监督者和特色馆
藏管理者组成的工作组研究了这一问题。工作组最重要的活动是创建一系列工具，帮助各个
机构重新思考并简化处理特色馆藏资源的馆际互借请求的过程。
这些工具包括：
 一种分层方法，可以简化与特色馆藏借阅相关的工作流，概述最小、适中和最大
的努力与成本，并基于基于以下因素：
 资源材料；
 请求；
 馆长和管理者承担风险的能力。
 一个共享特色馆藏的政策模型。
 一份“信任”清单，作为预期出借者与有兴趣借阅特色馆藏的机构之间发起会谈的
开端。
本报告包括对工作组活动的完整描述，列出上述提到的所有工具以及如何最恰当地使用
这些工具的建议。本报告的基本观点和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的特色馆藏资源的馆际互借和
展览互借指南 2012 修订版一致。
二、2010 年特色馆藏共享工作组调查重点
2010 年 4 月，工作组开展了一项调查，旨在征求当前有关出于研究目的借阅特色馆藏
资源的态度、实践、政策以及优先领域。该调查在广大的范围内进行，在主要原始资料和馆
际互借讨论列表中宣布该项调查，并邀请所有开设特色馆藏部门的图书馆做出回复。调查指
南鼓励受访对象指派馆际互借员工与特色馆藏员工共同回答问卷问题。
我们回收了 88 份问卷。受访机构的类型多种多样，包括高校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公
共图书馆，以及博物馆和历史学会。绝大部分回复来自北美洲，四份来自欧洲大陆，另有两
份分别来自非洲和澳大利亚。问卷填写者的职位名称包括特色馆藏管理者、参考咨询或访问
负责人、馆际互借主管，以及一些大学档案保管员和图书馆馆长。
调查所揭示的内容主要包括：
 至少在行业联盟内，相比不这样做，目前借阅特色馆藏的实体资源的情况更为普遍
（67.7%）
。
 按需数字化成为常规。
 资源状况仍旧是借阅决定的关键。
 相比已出版内容，对于未出版资源的态度更具限制性。
 36%的受访对象表示已经起草了共享特色馆藏的政策（但是均未拥有一套完整的政
策，每个案例都只涵盖了某一特定方面或格式）。
 目前为止，“风险太大”（69%）仍旧是不共享可返还特色馆藏的最普遍原因（例如，




借阅期结束，必须返还收藏于特色馆藏中的资源原件）。
“因为我们从未实施过”和“不属于我们的使命范畴”都胜于“缺少人力资源”成为不
借阅可返还特色馆藏资源的主要原因。
最有趣的评论是：“我们能够借用我们不能够提供给其他人的东西。”

三、将“惧怕”排除在外借的稀缺资源之外
我们曾经的方式——以及我们能够做到的方式
尽管调查结果显示，资源状况是确定是否外借一项特色馆藏资源的主要考虑因素，工作
组成员之间展开的讨论则揭示了决定是否借阅的主导因素是面对风险的态度。
每个研究申请曾经都是特殊的。长期以来这些机构考虑是否借阅特色馆藏资源的一般做
法是根据极端保守的“例外”层级来应对每一项申请。大多数情况下，借阅申请由特色馆藏工
作人员直接接收；而事实上，如果馆际互借办公室收到了一项借阅某项特色馆藏资源的申请，
通常的做法是拒绝外借并建议申请借阅机构直接与特色馆藏部门联系。通常会有多个员工咨
询是否出借该项资源。专业特色馆藏员工与申请借阅的机构取得联系，谈论用户的需求以及
对方负责借阅事宜的员工处理借出特色馆藏资源的专业能力。在某些情况下，在正式借出某
项特色馆藏资源之前，需使用协议与特殊保险安排。有时资源保存员工会贡献特殊容器与支
撑架构用以在外借途中保护资源。
当然，工作组成员推断，必定还有另一种适合处理此类申请的工作流程。特色馆藏资源
肯定会设有完整的等级，馆际互借人员可以据此做出借阅决策，而非一味地拒绝申请。也许
在那些可以协商决定的明显案例之外，还可能存在居中地带；特色馆藏员工和馆际互借员工
可以就资源等级达成一致，这种情况下，最少的咨询数量较为适合，而不一定每次都达到需
管理者或负责人决策的程度，并总是注意提供代替品而非借出实体资源，而不论其复本是否
充足。当然还可以启用一个系统，专门在少数几种确实必要的情况之下采取不冒险方式。
考虑所在机构的倾向、对于出借特色馆藏资源原件的普遍态度以及对与风险的承受度。
就特色馆藏与馆际互借问题与同僚会面商讨。何种资源等级设置能够让馆内每种资源都具有
意义？混合不同资源等级、在协作工作流程中采取某些步骤或是在常规工作流程中采取其他
步骤对哪些资源来说具有意义？哪些资源迫使你脱离自己的舒适等级？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你会采取何种行动？直接转向特殊工作流程？
记住给自己留下喘息的空间。随后再次进行有关资源等级的讨论。本报告的目的在于向
你传输层级的理念。
此外，本报告同时形成两种可供各地特殊馆藏工作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酌情使用的工
具，简要说明如下：
工具 1：因研究目的出借特色馆藏资源的本地政策模型
将近三分之一的调查受访者表示已制定出一份用以指导其特色馆藏资源的共享的书面
政策声明，对此工作组成员感到兴奋万分。尽管并没有机构已拥有我们所寻求的全面的政策
声明，然而已有足够多的受访机构提供了有关共享特定资源形式的书面政策案例，使得我们
可以从中借鉴用语，用以制定一份有关共享特色馆藏的综合性的政策声明模板。对这一工作
贡献最大的是 OCLC 研究项目办事处指挥员 Jen Schaffner 以及工作组成员 Scott Britton（迈
阿密大学）
。我们的方法是提供一个多选项模板，特色馆藏员工可以根据本地需求进行定制，
按需添加或删除要素以符合本地实践。
工具 2：SHARES 成员设施信任清单
提供特殊馆藏实体资源外借的机构中的工作人员表示，除了仅仅接受来自其他图书馆的
借阅申请，他们还经常拿起电话与申请借阅图书馆的特色馆藏或馆际互借工作人员展开交流。

2011 年，一个 SHARES 项目的工作组汇编了一系列重点问题，这些问题是以后在此类对话
中出借方将会特别问及的问题。这项工作由 Getty 研究所的 Aimee Lind 领导。
此举的目的在于确立一系列核心标准，当某一机构申请借阅特色馆藏资源时，该标准将
使得出借方管理者在借出的同时满怀信心，相信该资源将受到安全、专业的处理。2012 年
SHARES 执行小组对提供一个面向未来借阅者与借出者的标准表示赞同，认为此举是提升
特色馆藏资源共享的宝贵第一步。
工作组与 SHARES 执行小组成员将以下可能的使用案例列入信任清单：
 一个借入机构在申请特色馆藏资源馆际互借的过程中遵守规则，可使借出方明确该
资源能够得到安全、专业性的处理。
 对于某一借入机构来说，需要提升自身设备与职业能力用以使上级行政机构信任，
从而能够借阅到对研究人员至为重要的资源。
 对于借出图书馆来说，向通过馆际互借渠道申请特色馆藏的借入机构传递相应资源
时，应确认借入申请方拥有确保外借资源得到妥善处理所必须的设备与能力。
 在借入申请机构未满足所有标准的情况下，应与潜在的资源出借方展开商谈，如若
借入申请机构已经满足全部标准中的一部分，那么他们可能会愿意灵活处理或提供
相应等级的资源。
编译自：Tiers for Fears: Sensible, Streamlined Sharing of Special Collections.
http://www.oclc.org/content/dam/research/publications/library/2013/2013-03.pdf
[2013-07-10]
（高春玲，邓玉 校对）

【开放获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开放获取政策
一、简介
通过广泛和不受阻碍地获取研究成果和知识，使教育、科学和文化的进步成为可能，让
政策制定者、研究者、从业者和普通公众使用这方面的知识。作为一个政府间组织，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简称 UNESCO）
有责任确保组织的产物（包括出版物、数据和资源）提供给尽可能多的公众使用。UNESCO
大力支持开放获取。
二、目标
原则上，UNESCO 的所有出版物都受到著作权保护。对所有出版物实行新的开放获取
政策，UNESCO 将提供所有（研究）成果产出的在线访问而不受太多的著作权限制。通过
一个多语种知识库，UNESCO 将这些出版物放到网上。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改善 UNESCO 研
究成果的获取途径和进一步传播所产生的成果和数据。
三、适用范围
UNESCO 的开放获取政策将允许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的复制、使用、传播的权利，在一
定的约束条件下允许生成衍生作品。
根据 UNESCO 的规章制度，有关秘书处成员在其官方职责内所产生的任何工作成果的
知识产权（包括署名、著作权和专利权）
，应归于组织名下。因此，这一政策将适用于 2013
年 6 月 1 日及以后出版物委员会的 UNESCO 工作人员出版的任何出版物。

秘书处成员创作并对外公布的资源不应对外部出版商赋予 UNESCO 拥有的著作权
（UNESCO 应保留其权利）
。ERI/ DPI 将与出版商谈判达成新的协议。
与秘书处成员合作的外部合著者应将著作权授予 UNESCO。UNESCO 内的作者将负责
向合著者公告开放获取政策，并取得对外合作作者的授权。ERI/DPI 将提供用于此目的的许
可形式。
2013 年 6 月 1 日之前公布的任何内容，将辅以具体限制使用条款，并根据各自情况来
决定。这些出版物将继续受著作权保护，但可在比传统著作权保护更宽松的再用许可下进行
传播。读者应了解每个出版物的许可声明中提及的特殊使用条款。
该政策将不适用于与 UNESCO 已签订特殊协议的捐助者、外部机构或出版商的出版物。
但是鼓励外部出版商采纳本政策的要求。
本政策不涵盖出版物中使用的任何材料（如图片、图表、图形等）
，除非它已在公共领
域（即它们的使用是完全不受限制的）或者其拥有者已决定放弃他或她的权利。
四、立场声明
通过 UNESCO 发布的资源将被分配一个使用许可，允许任何人在任何合法活动中使用
任何内容，不必获得事先许可，只要原作者及 UNESCO 的署名权得到保障。
。
由外部出版商出版并且获得 UNESCO 全部或部分资金资助的资源，将在出版社允许的
情况下，尽可采取最开明的开放使用许可协议（除署名外不含使用限制）。
其他由外部出版商出版的所有 UNESCO 资源将受出版商要求的限制。然而，UNESCO
将保留所有权和对内容的完全控制。
五、要求
在出版时，UNESCO 的创作部门应向 UNESCO 开放获取知识库提交相关作品的电子副
本，如果可能，要附带任何源文件和 XML 文件。该出版物将通过该知识库发布。
本政策许可外的任何内容的传输、复制、使用或修改，将要求得到著作权人提供的明确
的书面许可。
为了避免任何会影响 UNESCO 形象的失真或解释，改编、翻译、衍生产品不允许带有
任何 UNESCO 的官方标识，除非获得出版委员会的批准和/或组织验证。
六、知识库
由 UNESDOC 系统托管的开放获取知识库将向公众免费、无限制地提供数字出版物的
全文本（除了时滞期和限制使用的具体条款）
。它的界面会以联合国正式语言呈现。
对于 2013 年 6 月 1 日及以后由 UNESCO 出版的资源，将要在正式出版之日后立即存放
在开放获取知识库，以便资源的公开获取。
2013 年 6 月 1 日前由 UNESCO 出版且拥有其著作权的资源，也应存放于知识库中。
在将外部出版商出版的资源存放入知识库前应当得到书面许可。此许可将规定出版物的
免费在线访问，但包含限制使用（用于非商业用途和允许任何衍生作品）。UNESCO 尊重开
放获取时滞期（如果外部出版商要求），一般不应该超过 12 个月。
开放获取知识库的用户，应遵守著作权限制，遵守著作权所有人定义的条款及条件。
七、角色和义务
UNESCO 的规章制度中规定，ERI/ DPI 负责管理 UNESCO 所有出版物的质量控制框架。
此外 ERI/ DPI 为出版人员和秘书处其他专门的工作人员要提供关于开放获取全方面内
容的指导，并指导实施关于开放存取关键问题（如版权和许可）的培训会议。
在与各计划部门合作中，ERI/ DPI 还将开发开放获取电子学习课程，以提供 OA 的基本
概念，包括运作指南旨在促进政策的使用和部门拨款。
ERI/ DPI/ PBM 与 MSS/ BKI 合作将建立和维持开放获取知识库。
最后，ERI/DPI 将负责关于知识库管理的执行程序和问题解决。

出版人员将负责对各自部门有关政策解释和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问题提供援助。
UNESCO 出版委员会将负责本政策的解释和监测，并解决有关应用问题的纠纷，建议
高级管理人员做出改动。UNESCO 出版委员会将在 18 个月后审查有关政策，并向高级管理
团队提交一份报告。
编译自：UNESCO adopts Open Access Policy.
http://www.unesco.org/new/fileadmin/MULTIMEDIA/HQ/ERI/pdf/oa_policy_en_2.pdf
[2013-05-16]
（赵蕾霞 编译，余红 校对）

Peer J 被 DOAJ 收录并宣布加入 OASPA
2013 年 5 月 15 日，Peer J 宣布已经被开放获取期刊目录（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以下简称 DOAJ）收录。除了在 DOAJ 中简单列出以外，Peer J 的文章还将被索
引、展示在 DOAJ 数据库中（并不是所有期刊都能做到）。
除了被 DOAJ 收录外，Peer J 也已被 PubMed、PubMed Central、Scopus 和谷歌学术搜
索索引收入。此外，Peer J 也于 2013 年 5 月 14 日成为开放获取学术出版协会（Open Access
Scholarly Publishers Association，简称 OASPA）的正式成员。同时，它还是出版道德委员会
（the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简称 COPE）的一员。
Peer J 从 2013 年 2 月开始出版，
目前还建立了 Peer J PrePrints 来满足作者的预印本需求。
编译自：PeerJ Now Indexed in the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http://blog.peerj.com/post/50567500713/peerj-in-the-doaj [2013-05-15]
（陆彩女 编译，朱曼曼 校对）

AAU、APLU、ARL 共同发起共享访问研究生态系统（SHARE）
ARL、美国大学联合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简称 AAU）以及美国公
立和赠地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Public and Land-grant Universities，简称 APLU）响应近日
白宫发布的公众访问联邦资助的研究成果和数据的指令，共同起草了一项名为《共享访问研
究生态系统（SHARE）》的提案。
该提案为应对 2013 年 2 月 22 日 OSTP 发布的白宫指令。该项指令要求科研预算为 1
亿美元及以上的联邦研究受助机构在六个月之内制定一项计划，以支持公众越来越多地获取
受联邦政府资助研究的成果。
SHARE 提案认为，长久以来研究型大学始终肩负着产生、访问以及保存不断产生的新
知识与思想的使命。各研究型大学拥有国家促进公众对联邦资助的研究成果的解决方案所需
的宝贵资产。大学是学术资源的主要生产者，这些资源对于美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来说至
关重要。按照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的最新备忘，公众可以开放访问这些资源。各
大学在基础设施、工具和服务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以提供对研究与学术成果的有效、高效
访问。最新白宫指令是一个契机，敦促各高校将迄今为止的高等教育投入都整合为一个跨机
构的数字仓储系统，即共享访问研究生态系统（SHARE）。
编译自：Shared Access Research Ecosystem (SHARE) Proposed by AAU, APLU, ARL.

http://www.arl.org/news/arl-news/2773-shared-access-research-ecosystem-proposed-byaau-aplu-arl [2013-06-07]
（宋菲 编译，张丽华 校对）

【业界动态】
公共图书馆与 Redbox 和 OCLC 合作开展试点社区计划
“之所以选择公共图书馆作为‘Outside the Box’的试点，是因为公共图书馆是受本地公民
社区信赖的机构”，OCLC 公共社区关系部负责人 Chrystie Hill 说道，“好比 Redbox，图书馆
致力于提供流行内容与项目的获取、参与及构建社区，并为当地发展贡献力量。我们感到万
分激动，将五大顶尖图书馆、Redbox 以及‘公共空间项目’集结此处，并肩开启这一创新项目。”
“Outside the Box 由 Redbox 创立与赞助，旨在为社区提供多样化的资源，进而产生有
趣、有意义的娱乐活动体验。通过这一项目，Redbox 为参与其中的社区提供活动资源以及
本地营销支持，而项目合作者 OCLC 以及“公共空间项目”中世界公认的专家则提供项目管
理与场所营造方面的专业知识。每个参与其中的社区都能选择独特的资源来为其活动提供支
持，诸如户外电影屏幕、帐篷、桌椅、舞台或者授权使用电影或游戏。
2013 年，“Outside the Box”项目于五大社区开启，由各图书馆领导本地活动。同年夏秋
两季，每个社区都将设计并主办娱乐活动，内容范围包括艺术节、音乐会、露天电影等等。
根据地理与种族多样性、中等家庭收入水平以及当地的领导阶层等关键特点，选择了五个各
做社区及所属图书馆，包括：
 蒙大拿州的 Billings（Billings 公共图书馆）
；
 伊利诺斯州的芝加哥（芝加哥公共图书馆）
；
 西卡罗莱纳州的哥伦比亚（Richland 图书馆）
；
 佐治亚州的哥伦布（Chattahoochee Valley 图书馆）
；
 俄亥俄州的 Cuyahoga 县（Cuyahoga 县公共图书馆）
。
“娱乐活动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联结彼此，乃至于与世界联结的方法”，Redbox 高级营销
副总裁 Kiera Hynninen 说道，“同时我们也知道，当人们的社交交流更加密切时，社区也会
茁壮发展。Redbox 将通过‘Outside the Box’项目为社区成员提供支持，从而发现更好的联系
彼此的方式，并且我们希望这一举措将会产生远在此项目之外的持续性影响。”
“OCLC 长期以来与基金会或公共机构合作开展创新性项目，公共图书馆在其中发挥着
领导所在社区的职能。”OCLC 全球推广部及美国地区副主席 Cathy De Rosa 说道，“OCLC
很高兴迎来 Redbox 作为我们的第一个私营合作伙伴，并且感到荣幸万分。‘Outside the Box’
项目将表明，通过公私领域的合作关系，图书馆可成为社区参与的有力平台。”
更多有关“Outside the Box”项目的详情请访问 OCLC 网站：http://www.oclc.org/
go/en/outsidethebox.html。
编译自：Public libraries partner with Redbox and OCLC to pilot community initiative .
http://www.oclc.org/news/releases/2013/201334dublin.en.html [2013-06-19]
（宋菲 编译，邓玉 校对）

Wiley 开始在订购期刊和开放获取论文上尝试可替代计量指标
Wiley 公司开始尝试对传统和社交媒体上的学术论文和数据的影响力进行一项跟踪和计
算的 Altmetric 服务。该服务对 Wiley 出版的包括 《高级材料杂志》
（Advanced Materials）
、
《德国应用化学杂志》
（Angewandte Chemie）、《英国泌尿科期刊》（BJU International）、《大
脑与行为》
（Brain and Behavior）
、
《生态学方法和进化论》
（Method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
和 《EMBO 分子医学》
（EMBO Molecular Medicine）在内的订购期刊和开放获取期刊，进
行为期六个月的试验。
作为试验的一部分，Altmetric 将追踪包括 Twitter、Facebook、Google+、Pinterest、博
客、报纸、杂志，以及在线文献管理器（例如 Mendeley 和 CiteULike）在内的社交媒体网站
中提及的试验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Altmetric 将创建并显示每篇论文的得分来测量这篇
论文的质量和受到的关注量。Altmetric 的得分基于三个主要因素：一篇论文的谈论数量、
谈论地点、谈论频次。
文章级指标（Article-Level Metrics）正在成为量化个人文章如何被分享、使用和讨论的
重要工具。人们可结合更传统的指标（基于文章引用数来发现文章的长期影响力）来使用文
章级指标。Altmetric 是一个通过从社交媒体网站和博客、传统媒体以及在线文献管理系统
这三大主要的数据源中抽取数据以追踪在线获得的学术论文和数据集的方法。它从这些来源
中清理和规范化数据，然后使其可供分析。Altmetric 和其他社交媒体监测服务的关键区别
在于：Altmetric 将消除文章链接的模糊之处：它知道，一些微博可能链接到一篇 PubMed
论文的摘要，一个报纸报道指向出版商网站发表的内容，一篇博文提到 dx.doi.org 网站上的
论文，但是它们都在讨论着同一篇论文。
编译自：Wiley Begins Trial of Alternative Metrics on Subscription and Open Access
Articles.
http://newsbreaks.infotoday.com/Digest/Wiley-Begins-Trial-of-Alternative-Metrics-onSubscription-and-Open-Access-Articles-89800.asp[2013-06-05]
（李姝影 编译，赵蕾霞 校对）

DSpace 未来规划讨论会最新进展
从2012年秋季开始，DuraSpace多次召集DSpace的利益相关者来到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
分校共同讨论DSpace的未来发展问题。该项目的项目财政支持已到期，未来的维护、完善
及管理等工作该如何持续，是各方利益相关者关心并应尽快解决的问题。与会者们需要起草
出DSpace的未来规划，并勾画出未来3~5年的软件开发指导路线图。
在5月初的会议讨论中，与会者达成了以下的初步共识：
 十年前建立时，DSpace就立下目标致力于将人们对机构知识库应该包括的所有功
能的设想变成现实。
 自那以后，用户不断地对DSpace进行扩展以满足之前未设想到的需求，不过，通
常都是些一次性的、本地化的解决方案。随着时间的推移，代码库变得越来越庞大。
鉴于现实情况，与会者共同规划的未来发展路线包括：
 将DSpace的架构更改为一个小巧灵活的核心模块及附带的一系列定义功能。例如，
DSpace一方面能满足机构知识库的基本使用需求，同时也能在对象和层级元数据
间建立更为灵活的关系。



定义一系列可在社区安装与共享的、应用时可轻松扩展的外部功能。例如，DSpace
可支持的扩展包括：
（流）媒体的传送、指标的转变（如下载、微博等）、以及增强
统计功能。潜在的扩展还包括对数据集、元数据的可扩展性、更丰富的授权管理以
及个性化的/灵活的用户界面的支持。
 确保DSpace的核心模块能够很容易地与其他可扩展DSpace功能的第三方服务和应
用进行互操作。例如，DSpace可以通过整合第三方工具或服务来提供先进的数字
资源长期保存服务。可能的互操作包括对媒体传输、更详尽的统计，以及下载和微
博等功能的支持和链接。
 确保重新设计架构的DSpace可在本地运行，或可以提供托管服务。
与此同时，DSpace还在致力于创建一个能很好地适用于DSpace社区的具有代表性的管
理模型，因为有效的管理能够为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制定提供详实可靠的依据，促进问责制的
实施，并提高项目资源的利用率和产出率。
编译自：Meeting Report On 3-5 Year DSpace Vision.
http://duraspace.org/meeting-report-3-5-year-dspace-vision[2013-05-21]
（刘超 编译，齐燕、吴振新 校对）

图书馆及情报技术协会为小型以及个人图书馆提供技术指南
对于那些在小型图书馆工作的人，特别是工作在几乎没有什么技术支持的图书馆的人来
说，具备有关技术的基础知识是十分重要的。由 ALA 出版的《小型以及个人图书馆的技术：
一个 LITA 指导》是写给那些工作在拥有不超过 1500 人用户的图书馆的馆员、图书馆员工
以及管理者。书中涉及了如何成功地开发、执行、保持和发展技术措施。编辑 Rene J. Erlandson
和 Rachel A. Erb 等借鉴乡村图书馆和地区州立大学图书馆的经验来为做出好的技术决策提
供指导。不论是寻找一个快速答案还是开始一个深入的技术项目，读者们都可以快速的找到
一些关于图书馆技术的基本信息，这些信息以章节与众多标题的方式被组织起来以方便浏览。
主题包括：
 概述图书馆技术基础；
 电子资源基础，包括许可问题；
 网页开发，开放资源应用以及一个关于社会媒体和社交网络的六步计划；
 如何创造和维持一个有效的技术战略。
图书馆和信息技术产业协会（LITA），是 ALA 的一个部门，通过它的出版物、计划以
及其他活动教育服务于协会成员、 ALA 成员、LITA 部门以及所有图书馆及信息社区，旨
在促进、提高并且帮助图书馆信息技术的实施。
编译自：A LITA guide to technology for small and one-person libraries.
http://www.ala.org/news/press-releases/2013/05/lita-guide-technology-small-and-one-pe
rson-libraries[2013-05-21]
（张静蓓 编译，范少萍 校对）

图书馆利用 Google 眼镜可做的 7 件事

近段时间，Google 眼镜受到很多关注，最近在 SXSW 会议进行了演示，并完成了测试
版，接受挑战的潜在早期用户需要支付 1500 美元购买 Google 眼镜，并且要在 50 字以内说
明将要用 Google 眼镜做什么。Google 眼镜实质上是一种通过语音激活的眼镜型可穿戴式计
算机。据《纽约时报》报道：
“眼镜佩戴者无需用手，通过语音命令和视图语音翻译即可进行拍照或录音、将信息发
送给朋友或发布到网上、查询路线方向、检索网站等操作。眼镜通过 Wi-Fi 或蓝牙联网，并
连接到用户手机的无线服务。眼镜会对用户讲话、触摸边框或移动头部等动作做出反应。”
如果你想知道在图书馆可以怎样使用 Google 眼镜，以下 7 种想法供考虑：
1、增强图书馆参观功能——通过增强现实覆盖与图像，Google 眼镜可以增强图书馆常
规参观功能，如通过音视频文件解说建筑历史、图书馆馆藏、艺术品等。
2、记录作者访谈与活动——通过佩戴 Google 眼镜，图书馆或用户可以轻松记录图书馆
活动，同时仍可进行交流与互动，解放你的双手！
3、优化创客空间——为创客空间开发者配备 Google 眼镜，可以为其提供包括图表、指
导视频等各种形式的辅助信息。
4、记录亲身实践的视频教程——Google 眼镜可以从创建者的角度为客户记录亲身实践
的教学视频。
5、为视障人士提供实时 OCR（光学字符识别）和文本翻译——New Brunswick 大学图
书馆的 Jeff Smith 建议利用 Google 眼镜的辅助技术为视障人士打开世界大门。其中一种方
法是利用眼镜提供书面资料的语音翻译。
6、提供外文文献的实时语音翻译——Google 眼镜具备提供文本资料的翻译功能，所以
为什么不让用户将其用来阅读外文文献？
7、与用户用母语交流——Google 眼镜还具有语音翻译能力。图书馆员可通过眼镜进行
翻译，或安装使用对话应用，使两个佩戴 Google 眼镜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显示器直接看到
即时翻译的谈话内容。
编译自：7 Things Libraries Can Do with Google Glass.
http://oedb.org/ilibrarian/libraries/6-things-libraries-can-do-with-google-glass/
[2013-04-18]
（魏蕊 编译，高春玲 校对）

卡内基梅隆图书馆建立 1895 年至今匹兹堡犹太新闻数字档案
2013 年 7 月 8 日，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简称 CMU）图书馆
完成了匹兹堡犹太报项目，形成了记录 1895 年至今匹兹堡犹太社区日常生活的数字档案。
此全文档案数据库是一份跨越多个世纪的匹兹堡生活的详实记录，支持全文检索，公众可免
费访问，网址 http://ptfs.library.cmu.edu/pjn。
项目共存档了三份周报和一份每周通讯：《犹太准则》（1895-1962）、《美国犹太观
察报》（1934-1962）、《犹太纪事报》（1962 至今），以及由希伯来青年协会、Y-IKC 和
犹太社区中心联合出版的 Y-JCC 通讯（1926-1976）。
该项目由 CMU 理事、Posner 美术基金会执行总裁兼 Rodef Shalom 犹太教堂图书馆馆长
Anne Molloy 提出。项目历时六年，成绩显著。Molloy 提出对 Rodef Shalom 图书馆和档案
馆中匹兹堡犹太出版物、参议员 John Heinz 历史中心的 Rauh 犹太档案以及《犹太纪事报》
等文件进行合作数字化。这些收藏包括纸质和缩微胶卷形式，使用较多且损耗程度日趋加深。

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于 CMU 所接受的纪念 Henry Posner Jr.的捐款，此外还包括来自
犹太社区通过美国犹太人联合会的资助、Philip Chosky 慈善&教育基金会通过 Heinz 历史
中心的资助，以及档案用户的网络捐款。《犹太纪事报》为项目提供了大量素材并协助募集
资金。来自 Rodef Shalom 犹太教堂的 Martha Berg 和来自 Heinz 历史中心的 Susan Melnick
这两位档案馆员在项目中提供了咨询。
CMU 图书馆档案和数字图书馆项目负责人 Gabrielle Michalek 表示，Ancestry.com 这
一网站已经成为历史学家、系谱学家和全世界人民的圣地。
Michalek 指出网站的一位访问者写道：“以前我在半年的印本中寻找家族姓名要花两
个小时，而现在只需要半分钟。输入我的首姓就能找到有关我祖父母的文章，以及他们和朋
友在我父亲出生之前所做的事情。即使你不是匹兹堡人，我也强烈推荐你去看看。”
另一位网站访问者表达了他对这一项目的感激之情: “首先要对你们将《犹太准则》数
字化所做的全部工作表示感谢。能够查询祖辈的出生、死亡和其他家庭信息意味着我可以通
过系谱调查结果与很多不曾知晓的亲戚建立联系。如果你曾怀疑过是否有人确实觉得这一资
源有用，答案是完全肯定的。”
此外，Scout Report 以及其他评估服务称赞这一工作“引人入胜”，并且是“研究人
员的重要资源”。Cleveland 犹太历史网络先锋盛赞此档案为“社区合作的非凡典范”。系
谱学网站“I Don't Hate!”表示“后期发行物中的超链接图片（从报纸上扫描）是我在网
络上见过最精良的。”
“匹兹堡犹太社区是这座城市乃至世界范围内大量智慧和文化领导者的发源地。在此感
谢由卡内基梅隆大学理事 Anne Molloy 领导的 Posner 美术基金会，以及其他资助者——还
有图书馆员、档案馆员、合作伙伴以及其他将这一独特档案带到网络供所有人享受的工作人
员。”CMU 图书馆荣誉馆长 Gloriana St. Clair 说。
编译自：Press Release: Carnegie Mellon Libraries Create Digital Archive of Jewish
News in Pittsburgh Since 1895.
http://www.cmu.edu/news/stories/archives/2013/july/july8_jewishnewsarchive.html[201
3-07-08]
（徐迎 编译，宋菲 校对）

NISO 为 Altmetrics 制定标准和建议实践
美国国家信息标准组织（National Information Standards Organization，简称 NISO）
宣布了一个新项目，研究和制定非传统计量领域基于社群的标准或建议实践。学术评估是科
研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影响其中的各个方面，包括确定获得资助的项目、获得提升和终身
教职的人员以及获得赞誉的出版物。从 20 世纪 60 年代加菲尔德开创性的工作开始，大部分
科研评估工作都是基于引文，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测度方法，但是不能较好地分析网络读者的
行为、内容及社交媒体的网络交互以及网络内容管理。以 ImpactStory 为代表的创新平台为
例，一场新运动由此展开，从而开发出更为强劲性的非传统计量方法——称作 altmetrics
——用以补充传统的引文计量法。首先 NISO 将开展多个现场会议和虚拟会议来确定需要
altmetrics 标准或建议实践的关键领域，随后召集工作组开发统一的标准和/或推荐实践。
此项目获得 Alfred P. Sloan 捐助的 207500 美元。
“引文分析法缺乏测度更新更普遍的文章影响生成方式，如通过 Twitter、Facebook
或博客等社交网络工具。”NISO 项目副负责人 Nettie Lagace 解释道。“另外，新兴的学

术成果表现形式，如数据集、软件工具、算法或分子结构，现在已非常普遍，但传统的引文
计量方法不易对其进行评估。这仅是围绕 altmetrics 开展的运动所试图解决的众多问题中
的两个关注点。”
“为了使 altmetrics 走出目前的试验和概念证实阶段，科研社群必须开始合并一系列
普遍认知的定义、运算和数据分享实践。”NISO 执行总裁 Todd Carpenter 说。“组织和研
究人员若想利用这些计量方法，首先需要足够了解它们，保证能够得到整个社群的一致理解
与应用，并形成测度其准确性的方法。我们必须在一些方面形成统一：计量的对象、评估测
度质量的方法、汇编与分析这些计量指标的细粒度、altmetrics 应该覆盖的时间跨度、社
交媒体在 altmetrics 中的角色、交换这些数据所必须的技术基础设施、以及证实为最有价
值的新 altmetrics。建立 Altmetrics 相关标准和最佳实践将会促进社区对 altmetrics 的
信任，这是获得任何广泛认可的必要条件，同时也会保证这些 altmetrics 能在出版商和平
台之间得到精确的比较和交换。”
“若想使 almetrics 在科研评估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合理的、团队认知的、学科区分的
标准和实践非常关键。” Alfred P. Sloan 基金会数字信息技术项目负责人 Joshua M.
Greenberg 说。“由于长久以来一直停留在起草这类标准的阶段，迫切需要 NISO 推动
altmetrics 步入下一阶段。”
项目的第一阶段将聚集两组 altmetrics 研究、传统出版、文献计量和员工评估领域的
特邀专家进行面对面讨论，最终确定 altmetrics 领域的关键问题以及通过标准制定或者建
议实践能够得到最佳解决的问题。这一投入为随后两个面向公众开放的虚拟会议奠定了基础，
以进一步提炼问题并确定优先次序。此外的社群工作将为制定一系列数字与社会机制，并协
同主要社区会议开展活动。在第二阶段，工作组将形成报告对上一阶段工作加以概述，并确
定 NISO 应制定标准或建议实践的具体领域。从最初召开会议到发布标准，整个项目有望在
两年内完成。有关会议和其他参与方式的信息将会在 NISO 网站(www.niso.org)和电子月
报 Newsline(www.niso.org/publications/newsline/)上公布。
编译自：NISO to Develop Standards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for Altmetrics.
http://www.niso.org/news/pr/view?item_key=72efc1097d4caf7b7b5bdf9c54a165818399
ec86[2013-06-20]
（徐迎 编译，宋菲 校对）

NISO 开展新项目制定连续出版物内容交换的建议实践
美国国家信息标准组织（National Information Standards Organization，简称 NISO）
投票组成员通过了一项制定连续出版物内容打包与交换建议实践的新项目。各类组织——图
书馆、档案馆、标引服务、内容聚合商、出版商以及内容创造者——均需要交换和处理构成
连续出版内容的数字文件。总体来说，这些文件被聚合在某种类型的“包”中，其格式和结
构多种多样，可能包括少量单篇文章文件，也可能包括上百万个整本期刊题名文件\。NISO
的这项新项目将制定出一套建议实践，用以界定连续出版物内容打包规则，支持内容交换以
及接受和管理此内容的自动处理。
“国会图书馆通过版权强制缴存制度，定期为国家馆藏收集数字内容。”国会图书馆知
识库建设部主任兼此项目发起人之一 Leslie Johnston 说。“在电子连续出版物交换的概念
验证阶段，我们接受了出版商提交的全部元数据和内容文件类型，并且如我们所想，文件和
目录命名、段落识别、文件格式排列以及附带清单（通常缺失）等方面都极为多元。为了长

期高效地收集和处理数字连续出版物并扩展这一过程以能够管理预期的未来体积，我们需要
一套标准化协议来规定这些数字连续出版物的提供方式。”
“诸如期刊文章标签集（ANSI/NISO Z39.96-2012）等标准提供了创建文章 XML 结构的
模型”，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研究员兼此项目发起人之一 Kimberly A. Tryka 解释道，“但
是文章中的相关条目通过链接而非在封装包内部加以引用。EPUB3 规范中包括了数字内容打
包，但是它主要是针对在电子阅读器中阅读内容。并没有标准方法能够专门解决数字连续出
版物内容的打包需要，使内容可以进行互换并通过机器处理以满足存储、存档和检索用途。
NISO 此项新项目将致力于填补这一缺口。”
NISO 副项目负责人 Nettie Lagace 说：“NISO 的在线增补期刊文章资源建议实践（NISO
RP-15-2013）建议使用一个标准化的打包格式来传递数字内容。”此 NISO 项目将界定标准
打包实践并为增补资源补充建议。”
NISO 新项目鼓励来自图书馆、出版商、内容聚合者和仓储等领域的参与。对参与此工
作组感兴趣的个人可联系 Nettie Lagace（nlagace@niso.org）。
编 译 自 ： NISO Launches New Project to Develop Recommended Practices for
Exchanging Serial Content.
http://www.niso.org/news/pr/view?item_key=095ead17653aacf2db53445611417084f1d
052dc [2013-06-26]
（徐迎 编译，宋菲 校对）

科学家着力建立视频数据共享图书馆用于发育科学
在最大开源视频数据分享项目中，行为研究人员、数字图书馆科学家以及计算机科学家
正致力于创建 Databrary，这是一个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
简称 NSF）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简称 NIH）共同赞助的
网络视频数据图书馆。
为了获知行为发展的丰富性并理解其复杂性，发育科学家利用视频记录数据分析行为—
—视频时长平均每周 12 个小时。
Databrary 旨在鼓励广泛传播发育和行为科学领域的数据，
此前这一研究领域经常使用视频，但极少加以共享。
Databrary 将帮助研究人员存储和公开共享有关研究的视频及相关信息。研究人员和临
床实验人员能运用 Databrary 浏览、下载和再分析视频数据。此项目的目标为加快科学发现
的速度并在科学研究领域更加高效的使用公共投资。
Databrary 团队由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 ，简称 NYU）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教
授 Karen Adolph、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心理学副教授 Rick Gilmore、NYU 数字图书馆技术
服务部负责人 David Millman 领导。NIH 的支持来自 Eunice Kennedy Shriver 国家儿童健
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
简称 NICHD）。
“通过开发开放视频数据共享工具，我们期望能够提升科学透明度，深化理解并能更好
地运用发育与行为研究的事前投资。”Adolph 解释道。Adolph 的研究检视了儿童运动技能
获得的学习和发展过程。
视频数据分享标志着科学行为研究领域产生了开创性的“大数据”工作方法。

“因为原始视频数据非常丰富和复杂，研究团队能从世界范围内的各项研究中获得大量
数据并开展无以计数的行为与行为发展研究。”Adolph 说道，“研究人员可以互相借鉴工
作成果、测试竞争性假设，以及用以往研究人员未曾想到的方式重用数据。”
在宾州学习视觉感知和脑部发育的 Gilmore 补充道：“视频能与其他数据资源相结合，
诸如大脑影像，眼球运动和心跳速率等，从而展示一个更为完整与综合的大脑、身体及行为
概况。”
Databrary 将成为第一个能够帮助行为科学家共享和重用视频研究文件的大规模开放
数据分享系统。此项目是“大数据”系列项目以及 NYU 数据科学项目的组成部分。NYU 图书
馆和信息技术服务部与此项目密切合作，为项目提供了基础设施和管理支持。
儿童发育和行为分部负责人 Lisa Freund 说：
“NICHD 支持这一项目使我感到非常激动。
Databrary 拥有巨大的潜力，能够推进发育行为科学，并能促进研究发现，而倘若没有这样
的共享基础设施，这些都将不可能实现。”
除了基于网络的数据图书馆 （databrary.org），此项目还包括优化一个已有的免
费开源软件工具（datavyu.org），科研人员可用这一工具记录、探索与分析视频记录。这
个 Datavyu 工具使研究人员能够挖掘视频记录以获得新信息，并能发现以前无法识别的行为
模式。
由于视频包含面部和声音信息，Databrary 的全部访问权限只提供给授权的研究人员，
他们事先与 Databrary 签署书面协议，以保证对视频记录中人员信息保密。记录中描述的人
员也必须出具同意共享自身信息的书面许可。
Databrary 将存储于 NYU。项目其他合作者包括 NYU 数据科学中心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
学社会、生命和工程科学影像中心。
编 译 自 ： Scientists Undertake Effort to Launch Video Data-Sharing Library for
Developmental Science.
http://www.nyu.edu/about/news-publications/news/2013/07/02/scientists-undertake-effo
rt-to-launch-video-data-sharing-library-for-developmental-science.html [2013-07-02]
（徐迎 编译，宋菲 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