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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范报道】
1、NISO 发布描述与识别电子期刊的推荐实践
确保学术期刊的长期在线可访问性（即使标题和出版商发生变化）的推荐
巴尔的摩，马里兰州——2013 年 3 月 27 日——美国国家信息标准协会(NISO)宣布发布
一个新的推荐实践：PIE-J：电子期刊的描述与识别(NISO RP-16-2013)。该推荐实践旨在为
出版商和平台提供商在电子期刊的描述（尤其是标题描述、ISSN 的精确使用以及引文实践
领域）上提供指导，也为了解决一些期刊、馆藏和图书馆电子资源中长期存在的问题。除了
推荐外，文档还包含了以各种出版商的在线期刊平台的截图展现的优良实践的大量实例；对
标题历史以及 ISSN 信息的获取有益的资源的讨论；国际标准期刊编号(ISSN)的概述及其正
确使用的要点；数字对象标识符(DOI®)、CrossRef 注册代理的解释说明以及期刊标题管理
DOIs 的使用技巧；相关标准和推荐实践的回顾。
“引文形成了许多学术研究的基础。除非期刊网站精确地和一致地列出其所发布的内容
的标题，否则用户访问其所需要的内容将会大大减少，”Cindy Hepfer（布法罗纽约州立大
学继续电子资源管理与编目图书馆员兼 NISO PIE-J 工作组联合组长）解释道，
“例如，许多
电子期刊出版商和整合者如今将最初以早期的标题发布的数字内容换做现在的标题放在网
站上，使用现在的 ISSN，因此严重地妨碍了研究者发现或识别当前所寻找的内容的能力。
PIE-J 计划旨在解决这些问题。
”
“电子期刊的出版商和供应商对其网站的多样化设计引以为豪，”Bob Boissy（Springer
客户发展与战略联盟经理兼 NISO PIE-J 工作组联合组长）说道，“然而这些网站如何呈现、
识别以及将他们所列出版物关联在一起可使得终端用户容易地或令人沮丧地、更甚完全徒劳
地发现及使用文章。PIE-J 推荐实践指南的应用将促成研究者、作者、图书馆员、在线供应
商和出版商更好地发现和访问对其有益的东西。”
“PIE-J 推荐实践提供了一个清晰且简洁的指南列表，出版商可容易地实施，以促进其
电子期刊内容的长期访问，
”Todd Carpenter（NISO 执行主任）声明，“该建设性意见将有
助于出版商进行原生数字内容的描述并支持最初只以印刷形式出版的期刊内容的继续数字
化
。”
PIE-J 推 荐 实 践 草 案 以 及 推 荐 概 述 手 册 可 在 NISO PIE-J 工 作 室 网
站www.niso.org/workrooms/piej/中获得。
（编译自：ＮＩＳＯ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ｓ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ｉｓｏ．ｏｒｇ／ｎｅｗｓ／ｐｒ／ｖｉｅｗ？ｉｔｅｍ＿ｋｅｙ＝ａ４ｃｂ１７ｆａ３ｃｄ３２４ｃ１４２ｅ９ａ３３ｄｃ７４ｅ５７７６６３５７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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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９． ［２０１３－０３－２７］）
（岳增慧编译，吴贝贝校对）

2、PROV——一个关于来源交换的框架
W3C 来源工作小组同时发布了 13 个文档，定义网络上交换来源的一个框架。它是一个
对 PROV 的完整的稳定的定义，包含 4 个推荐文档。
13 个文档是巨大的，这是因为 PROV 分成了很多块，可以适用于特定的团体和用法。在
这里，提供一些关于 PROV 框架的指导和不同文档的角色。
核心：一个数据模型
PROV 的中心是一个数据模型，PROV-DM，定义了描述来源的一个词表。这些术语顾及了
来自数据、过程和代理视角的来源描述。PROV-DM 可以通过多样的序列化技术写出来。PROV
定义了 3 个序列。
1. PROV-O 是一个不太重要的 OWL2 本体，设计用于关联数据和语义网应用。
2. PROV-N 是一个严密的句法，针对人类消费。
3. PROV-XML 是一个本地的 XML 体系，特别为 XML 团体服务。
使用这些序列，在应用程序之间可以揭示和交换来源。PROV-DM 和它的序列在设计的时
候考虑到了扩展性。目前已有 PROV-0 的几个延伸，这是为特定的团体设计的。
支持验证
PROV-DM 和相关联序列的目的是为了在写来源的时候考虑灵活性。因为 PROV 逐渐被使
用，需要考虑灵活性。然而，也意识到一些用户想要一个指南来确保他们的来源是持续的，
就像有 HTML 验证器，也要提供 PROV 验证器。PRVO Constraints 定义了一系列的约束，可
以被用来实现验证器。PORV Constraints 由在 PROV Sem 中定义的一个正式的语义支持。
数据模型延伸
在多样化的应用中可以看到为来源作模型的两个应用案例。一个案例是聚集信息成为集
合/词典类型结构（例如一个带有文档的文件夹），另一个是将多样化的来源追踪汇集起来。
PROV-Dictionary 和 PROV-Links 提供定义构造来帮助构建模型。
获取来源
最终，一旦为来源建立模型，就能够容易地揭示它。PROV-AQ 定义了如何使用它已存在
的网络结构，如关联标头，使来源可获取。PROV-AQ 设计的一个关键部分是使它独立于任何
序列化格式，因此可以使用最符合需要的格式。
都柏林核心集
都柏林核心集（DC）是最广泛发布的词汇之一，它的很多术语与来源有关。与 DC 团体
合作，我们已经定义了 DC 与 PROV-O（PROV-DC）之间的映射。这意味着支持 PROV 的应用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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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可以容易地使用来源，该来源已被揭示为 DC。
概要
PROV 提供了以互操作的方式写出、验证和交换来源信息的一个框架。已经有超过 60 种
的工具支持 PROV，期望未来有更多。
（编译自：ＰＲＯＶ –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３．ｏｒｇ／ｂｌｏｇ／ＳＷ／２０１３／０３／２１／ｐｒｏｖ－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
ｅ／． ［２０１３－０３－２１］）
（吴贝贝编译，王妍校对）

3、IMS 全球学习组织宣布关于数字内容和应用程序集成的开放标准要求
随着教育发展为电子课本、数字视频与交互数字格式，IMS 成员 K-12 区和高等教育机
构率先倡导基于集成的开放标准。
2013 年 2 月 19 日，IMS 全球学习组织（IMS Global）在美国孤星大学的季度会议上宣
布了一个简要文件的可用性，该文件给一些地区和国家提供了关于如何实现基于数字课程资
料集成的开放标准的公共指导，该数字课程资料以 IMS 标准为基础。
简要的 4 页文档——数字内容和与企业学习平台应用程序集成的开放标准要求，意味着
国家和 K12 校区希望向数字教育演化的途径能够落实到位，该数字教育有来自教育产业的基
层支持。文件也为使用开放标准的企业系统提供集成数字内容和应用程序的指导，如学习管
理系统、教学管理系统、教育资源门户、内容管理系统、学生系统等。最重要的是，通过各
种广泛的平台和内容来源，IMS 已经颁布了超过 140 个的一致性认证。
“我们一直致力于向国家、地区、大学、系统和专业协会宣传，在今天有可能实现创新
数字内容与应用程序的快速、低成本的集成，而不依赖于任何供应商、基金会或政府项目的
API，
”非盈利的 IMS 全球学习组织的行政长官 Rob Abel 说，
“例如，许多国家都对实施关
于数字课程集成的开放标准政策感兴趣，但可能不清楚在广泛和日益庞大的教育技术供应商
之中在今天有可用的解决方案。
”
“尽管有许多有趣的倡议出现，如共享学习协作和学习注册，但需要被解决的关键问题
是数字课程的快速、低成本集成，使得老师和学生能够无缝使用，”GA 福赛斯郡学区的首席
技术和信息官 Bailey Mitchell 评论道，
“IMS 认证产品是实现目标的方法，以便于地区和
供应商都不需要创建高代价的自定义方法。”
数字内容和应用程序的IMS标准目前被超过 60 个国家、地区、高等教育机构和系统所倡
导。IMS支持者的完整列表：http://www.imsglobal.org/membersandaffiliates.html
关于IMS全球学习组织（IMS Global）WWW.imsglobal.org
IMS Global 是能够合理衡量并提高教育参与和成就的提升技术的非营利组织。IMS 成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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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要的供应商、机构和政府组织，它们能够使教育的未来通过互操作性和采用计划来协调。
IMS 赞助商的学习影响力：一个全球研判计划与会议来确认在教育访问、负担能力和质量方
面的创新技术影响力。
（编译自：ＩＭ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Ｏｐｅ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
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ｓｇｌｏｂａｌ．ｏｒｇ／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ｐｒ１３０２１９．ｈｔｍｌ． ［２０１３－０２－１９］）
（王妍编译，岳增慧校对）

4、IEEE 物联网（IoT）研讨会提供跨行业合作机会并识别标准化缺口
2013 年 3 月 28 日，专业化组织 IEEE 宣布将在 2013 年 4 月 12 日在中国深圳将举办一
个物联网研讨会。该研讨会将为与会者提供识别有关物联网的合作机会和标准化缺口的方
法。另外，该研讨会将会帮助产业在物联网市场持续增长，为物联网行业的共识发展利用
IEEE 的价值和平台，并协助创建一个充满活力的物联网生态系统。
“从手上到家、到办公室，随着我们的连接设备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IEEE-SA 企业咨询集团（CAG）副主席、IEEE
标准协会标准委员会（SASB）的成员、IEEE 802.3 以太网工作组副主席和美国博通公司的
高级技术总监 Wael William Diab 说，“IEEE-SA 侧重于培养跨行业创新和识别物联网技术
对工业和人类的价值与利益，以及发展中必不可少的网络标准，例如 IEEE 802 族
。”
期望在 2020 年，有 500 亿到 1000 亿的事物被电子链接，IEEE-SA 出版了许多与物联网
相关的标准，并有侧重其未来的几个发展计划。物联网将通过电子链接每天出现的数以亿计
的“事物”和对象来支持机器间交流的方式，它是全球公认的网络。
2013 年 3 月 9 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 SXSW 互动会议的一个小组中，物联网的
未来被来自 IEEE-SA、博通、意法微电子和 Telx 集团的远见者所讨论。组员们探索了互连
的动态性和电子设备的聚合，并且强调了需要一个更跨学科的方式来设计、建造、发展、交
流与隐私。
“做好准备：物联网将要面对人联网，即普遍的连通性与嵌入式智能能够使环境了解我
们，并迎合我们的需求与习惯当最大化能源效率时来确保我们舒适，”IEEE SASB 的成员、
IEEE-SA 企业咨询集团（CAG）的成员、IEEE P1901.2 工作组的副主席、IEEE PHYMAC 子工
作组的主席，与意法微电子进行工业和能源转换部门的市场发展总监 Oleg Logvinov 说，
“这
些是近几年来你所听到的“智能家居”和“智能城市”
。IEEE-SA 在朝着集中网络标准 IEEE
1905.1-2013 这一目标已经迈出了第一步——集中数字家庭异构技术网络的标准。我们也在
寻找应用程序级的聚合来将娱乐、能源互联网与电气车辆集合起来。”
关于 IEEE 标准协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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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标准协会，一个全球公认的标准制定机构，通过开放获取方式来发展共识标准，
该方式促进工业发展并汇集了一个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团体。IEEE 标准设定规范和基于当前
科技知识的最佳案例。IEEE-SA 有一系列超过 900 个的现行标准，500 多个标准在发展中。
关于 IEEE
IEEE，一个大的全球技术性专业化组织，它致力于为造福人类推进技术。通过其高度被
引用的出版物、会议、技术标准以及专业和教育活动，IEEE 在从航天系统、计算机和电信
到生物医学工程、电力和消费性电子产品等一系列各种各样的领域中备受信任。
（编译自：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ＩｏＴ）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ＣＲＯＳ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ＬＬＡ
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ＡＰＳ．
ｈｔｔｐ：／／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ｅｅｅ．ｏｒｇ／ｎｅｗｓ／２０１３／ｉｏｔ＿ｃｈｉｎａ．ｈｔｍｌ． ［２０１３－０３－２８］）
（王妍编译，岳增慧校对）

【标准规范推介】
一、关联数据平台用例与需求
摘要
一组促进简单读写关联数据架构的用户故事、用例、场景介绍与需求，基于 HTTP 访问
网络资源（使用 RDF 描述其状态）
。

1 范围和动机
2 本文档的组织
用例以一种叙事风格来获取，描述了从用户故事中得到的行为或行为集。它们用来自典
型用户故事的具体例子进行润色。贯穿始终的目标是避免协议（尤其是 HTTP 协议）细节，
以及任何特定词汇（可能被 LDP 规范所介绍）的使用。
本文档的组织如下：


用户故事获取源自用户或应用视角下的系统需求声明。它们通常是轻量级的、非正
式的、可以从一行到一个或两个段落（有时被描述为“叙事诗”）。每一个用户故事
的分析将展现许多（功能）用例以及其他非功能需求。



用例通常是获取并建模功能需求。用例描述了不同条件下系统的行为，对谁对系统
做了什么、出于何种目的进行编目，但并不关心系统设计或实施。每一个用例由一
个参考数进行标识，以避免其他文件的交叉引用；本文档中的用例索引是基于
rdb2rdf 用例。很多类型可以用来获取用例，从一个简单的叙述到一个结构性的描
述，先前/发送条件还有 POWDER 中的逐步行为。用例扮演着车轮中枢的角色，轮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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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需求分析、基于场景的评估、测试以及与非功能或质量需求的整合。


场景更关注于静止的、代表行动中用例的单一实例。场景既可以是轻快地叙事，也
可以是像相互作用图解一样正式地建模。每个用例都应该包括至少一个主场景以及
其他可能的备选场景。



需求列出了非功能或质量需求，以及它们源自的用例。它也列出了源自用例的功能
需求。在此阶段也可明确地将一些用例视为非需求。

3 用户故事
3.1 维护社会联系信息
我们许多人都拥有多个电子邮箱账户，包括了与我们联系的个人和组织的信息——姓
名、电子邮箱地址、电话号码、及时信息身份等。当某人的电子邮箱地址或电话号码发生了
变化（或者他们获取了一个新的）
，如果我们可以将该信息在一处更新且其所有的副本都可
以自动被更新，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更加的简单。换句话说，那些副本将被关联到一些“联
系”的定义。也许有好的理由（像离线邮件处理）来保存一个联系的本地副本，但是理想情
况下任何副本将仍被关联到一些中央“master”
。
然而，就“联系”格式达成一致还不够。即便我们所有的电子邮件提供商对一个联系的
格式达成了一致，我们仍然需要使用每个供应商的自定义接口来更新或替换供应者的副本，
或者我们将不得不同意一种方法使得每个电子邮件提供商关联到“master”。如果我们抛开
个人利益向外看，如果个人或组织能够公开其联系信息，以便我们能与其关联，会更加有用。
无论哪种情况，起作用的是对资源的共识、需要的一些格式以及这些资源的访问指导。
这将支持如何获取一个联系的链接，以及如何使用那些链接来进行联系（包括读取、更新和
删除它）
，还有如何简单地创建一个新联系、将其添加入我的联系中，以及当删除一个联系
时，它将如何从我的联系列表中移除。能够添加一些在初始设计时没有考虑到的、有关我的
联系的专用数据也将是很好的。理想情况下我们想消除联系的多个副本，有关我的联系的附
加有效信息可能会存储在单独的服务器上，需要一种简单方法将此信息链接回联系。无论是
否一个联系集合是我自己的、被组织共享的或者电子邮件供应商（或一个电子邮件供应商中
的一个电子邮件账户）已知所有联系，如果它们都以几乎同样的方式工作那该多好。
3.2 跟踪个人和商业关系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处理与不同组织的不同关系，他们也都有关于我们的数据。
然而，任何一个组织都不可能拥有关于我们的所有信息。他们通常让我们访问信息（至少其
中一些）
，许多通过网站，那里我们被一些字符串唯一标识——账号、用户名等。我们必须
使用它们的应用程序来与跟我们有关的数据进行交互，然而，我们必须使用它们给我们的标
识符。如果我们想要构建任何自己的整体画面（更准确地讲，收集所有其具体化的关于我们
的数据）
，我们作为人类必须使用其自定义应用程序来发现数据、复制它并按我们的需要来
组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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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至少数据的网络寻址部分可被一致性地进行关联，因此不是维护不同格式的各种标
识符，也不是必须为每个相应的自定义程序人工提供标识符，我们可为其从根本上建立一套
书签，不是更简单吗？当我们想要检查或改变其内容，有个它们都支持的单一一致性应用接
口，不是更简单吗？当然是这样的。
我们的关联集可能会是一个简单集合。任何单一组织所持有的信息可能会是简单数据与
其他数据集合的混合，例如，一个银行账户余额以及一个历史交易集合。我们银行可很容易
地拥有一个其客户集合的每个成员的账户集合。
3.3 系统和软件开发工具集成
系统和软件开发工具通常来自不同类型的供应商，建立在不同的架构和技术之上。这些
工具都是为了满足特定域场景（建模、设计、需求等）而特制的。通常工具厂商视与其他工
具的整合为不可避免的，而不是为其终端用户提供附加值。事后更多考虑的是这些工具的数
据——如人物、项目、客户报告的问题和需要——如何与企业和外部应用（管理诸如客户、
业务优先级和市场趋势的数据）进行整合和关联。此问题可通过标准化一小套工具或来自单
一供应商的一套工具被独立出来，但这极少发生，如果发生也是仅在小型机构中。由于这些
组织机构在规模和复杂性上都在增长，因此它们需要协同外包发展以及拥有自己的一套工具
和流程的不同内部其他组织。需要对通过多工具跨角色、任务和数据处理的更完整的业务流
程（系统和软件开发流程）提供更好的支持。这里有几个：


为每个应用程序设置一个 API，然后，在每个应用程序中，实施“粘合代码”，利
用其它应用程序的 API 把它们集成起来。



设计一个存储多应用程序数据的单一数据库，对该数据库实现每个应用程序。在软
件开发工具业务中，这些数据库通常被称为“仓储”
。



实现一个中央“集线器”或“总线”
，利用前面描述的 APIs 协调整体业务流程。

可以公平地说，虽然每种方法都有其追随者并可取得某些成功，但它们中没一个是完全
令人满意的。关联数据作为一种应用集成技术而使用拥有强大的吸引力OSLC。
3.4 图书馆关联数据
W3C 图书馆关联数据工作组在其用例报告中有许多用例。这些参考用例聚焦于提取和关
联不同来源的图书馆数据的必要性。这些可提供一致的格式以及改进或更新数据的方法的用
例变体，将使得有效地共享此数据以及不需要重复全部提取和导入数据就能产生增量更新的
方法变得更简易。
“数字对象簇”包括了许多相关用例：


分组：这应该“允许终端用户在由于某些原因整合在一起的网络上定义资源组。资
源间存在的关系通常是未指明的。组群中一些资源也许不被定义了该组群的机构所
控制。
”



富集：
“使得终端用户能够将资源关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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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
“支持终端用户浏览所属的组群及资源。
”



重用：
“用户应该具备利用其全部或部分元数据重用全部或部分集合的能力，在关
联网络的其他部分。
”

“集合”簇也包括了许多相关用例：


集合级描述：
“作为一个整体为集合提供相关附属元数据，相比于数据项级描述。
”



集合发现：
“启用创新集合发现，如识别一个特定信息源被发现的或移动设备应用
的物理集合的最近位置……基于集合级描述。
”



社区信息服务：社区特定集合的识别与分类。

3.5 直辖市运行监测
跨越不同的城市、城镇、国家以及不同的直辖市，有越来越多的服务被产生和消耗大量
信息的直辖市管理和运行。该信息被用于帮助监测服务、预测问题及处理物流。为了有效和
高效地收集、生产和分析这些所有数据，需要一个松耦合标准数据源基本集。需要一种从不
同的监测服务组中公开数据的简单、低成本的方法，可被容易地集成到检查和分析数据的直
辖市其他系统中。所有这些服务都关联到且依赖于其他数据和服务，因此拥有一个简单且可
伸缩的关联模型是关键。
3.6 医疗保健
医生给患者分析、诊断以及提出治疗方案，需要大量复杂、变化且不断增长的知识。该
知识需要来自大量资源，包括医生自身的学科知识、咨询其他专业医学团队、公共健康资源、
食品与药品监管机构以及其他医学研究和建议知识库。
诊断患者的病情需要患者的药物当前数据以及病历。此外，这些药物的近期医药报告与
患者的数据关联到了一起。如果患者有药物过敏现象，这些医生需要将此信息发布到一个适
当监管源中。其他医学专业人员需要访问药物的已被证实的和新出现的效果。类似的，如果
新疫情具备地理分布模式，那么该信息需要迅速达到一个分布式的和多样化的医学信息系
统。同样，新疫情信息反馈给这些管理机构，包括症状额外的细节以及病因，对于产生对未
来事件最有效的治疗是关键性的。
3.7 广播中的元数据富化
当广播者对元数据富化显示出兴趣时，有许多不同的用例：


通过链接事实、事件、地点和人物来丰富档案或新闻元数据



丰富由自动抽取工具产生的元数据，如身份识别等



丰富分类表或枚举列表中术语的定义

这旨在更有效地信息管理和数据/内容挖掘（如果你找不到你的内容，就像你不曾拥有
它，要么重建要么重新获取它，这样做很没有经济效益）
。
然而，非常需要促进与其他数据源关联以及解决发现、自动化操作和消除歧义等问题的
对策。广播者将要面对的其他重要问题是关联数据的编辑质量、其持久性和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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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基础设施数据的聚合与混搭
对于基础设施管理（如存储系统、虚拟机环境以及类似 IaaS 和 PaaS 概念），提供一个
不同来源信息被有效地聚合、过滤和可视化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地，需要考虑以下用
例：


虽然一些数据源是基于关联数据的，然而其他则不是，且聚合和混搭必须跨越这些
不同来源交叉工作。



数据源和整合/过滤数据流的消费者不必实现关联数据本身，它们也许是现成的组
件，如构成可视化的仪表板框架。



此场景的简单版本是拉式基础的，从数据源请求数据。在更高级的设置中，在架构
上不发生大的改变的情况下，应该转向推送式交互模型，数据源推送通知给用户，
数据源提供用户可订阅的不同的服务（如“信息消息”或“仅重要提醒”）。

在该场景中，重要因素是具有允许容易聚合和过滤的抽象，独立于被组合的源内部数据
模型，可被用于拉式交互以及推送式交互。
3.9 低端设备间 RDF 数据负载的共享
围绕语义网降维思想的许多项目需要能够跨给定网络节点成员进行 RDF 负载传输。该传
输是在一个受限环境下完成的，依据带宽、节点所采用的本地语义作用域以及节点计算能力。
在 P2P 模式下，每个节点既能作为数据消费者又可作为数据提供者，为自己提供数据或作为
其他数据传输中介（通常在网状网络中）
。
RDF 数据的任意负载的转移可通过容器机制来实现，对其添加或移除 RDF 三元组集。目
前
，“SemanticXO”项目使用了命名图和图存储协议来跨节点创建/删除/复制图，但这（几
乎）依仗三元组存储的使用。不幸的是，三元组存储是相当苛刻的软件，并不总是在有限硬
件上起作用。一些通用的轻型列存储 REST-like 交互备份会是更好的方法。
3.10 二进制资源与元数据的共享
如果关联数据包含以非 RDF 格式表达的资源信息（它们是二进制的，如图片、视频或
XML 格式的人类可读文档）
，那么这些非 RDF 格式应该像将资源关联起来的 RDF 关系一样简
单地发布到关联数据服务器中。关联数据服务器因此应该也允许非关联数据源的发布，且使
其容易地发布和编辑那些资源的元数据。
资源有两部分——图像和图像信息（也许在图像文件中，但为其通用性，最好是置于图
像之外）
。图像信息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图像数据及其他数据的复合项（图像的应用元数据）。
3.11 数据目录
资产描述元数据模式(ADMS)提供了描述语义资产存储库内容的数据模型，但是当建立这
些存储库联盟来满足资产重用需要的时候，这留下了许多开放性的挑战。这些包括访问和查
询单个存储库以及不必检索所有内容就可以有效地检索更新的内容。因此，我们选择有效利
用数据仓库集成方法来构建融合方案。这使得我们能够应对源技术的异质性并受益于它所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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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优化性能，鉴于单个存储库不会经常发生变化。利用数据仓库，联盟需要：


理解数据，如理解它们的语义描述以及其他系统。



从不同存储库无缝交换语义资产元数据



保持自我更新

存储库所有者可以以关联数据兼容方式来保持其存储库描述的 de-referenceable URIs
及所含资产。ADMS 为数据的有意义交换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模型。然而，这留下了没有完全
解决的数据有效访问的挑战。
3.12 受限的设备和网络
来自物联网(WoT)中资源受限设备的信息已被视为许多领域的驱动力，从智能城市到环
境监测到实时追踪。这些设备产生的信息数量成指数增长，需要以一种系统的、标准的和划
算的方法来被访问和整合。通过使用网络上相同的标准，与应用程序进行整合将是资源受限
设备之间简化的以及高层次的交互，抽象掉不均匀性，将成为可能。即将到来的IoT/WoT标
准，如 6LowPAN——资源受限设备IPv6——以及受限应用协议(CoAP)，为受限设备的使用提
供一个UDP上的HTTP减缩版，已处在一个成熟的阶段。现在下一步是支持也在资源受限设备
上的RESTful接口，秉承关联数据原则。由于有限的可用资源，无论是在设备还是网络（例
如带宽、内存）一个基于SPARQL更新的解决方案目前看来不认为有用的和/或可行的。一种
基于HTTP-CoAP Mapping的方法将使得受限设备能够直接参与基于关联数据的环境中。
3.13 支持科学进程的服务
许多科学领域如今都包括了网络数据密集型方法的分支，如生物信息学、天文学。为支
持这些新方法，我们指望超越由科学工作流系统所提供的已建立的平台，从实验记录中获取、
协助和保存完整生命周期，通过本地信任共享、分析、传播（包括实验数据的出版“超越
PDF”
）与重用。


聚合，特别是服务之间交换的研究对象(ROs)以及汇集了工作流、数据集、注释和
出处的客户端。为此我们使用了一个 RDF 模型。虽然一些聚合内容使用了 RDF 进行
编码且关联数据源数量不断增加，然而其他则不是；虽然一些被本地存储在 RO 之
内，其他则是远程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通常是缘于资源的大小或访问政策）
。



分布和关联的服务。一些也许是集中化的（如出版物），其他的也许是本地化的（如
每个实验室）
。我们需要可简单地和容易地整合入用于科学的各种软件和数据的轻
型服务。


收集和公开用于存储、修正、探索和重用的 ROs 的基础服务。



为 ROs 提供附加值的服务，如无缝导入/导出科学工作流系统、自动稳定性评
价或推荐（且因此与检索/存储/修正/ROs 的基础服务相互作用）。

3.14 项目成员信息：信息演化
人物与项目的信息随着角色的变化、组织的变化以及联系细节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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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当前状态对于使得人们联系到合适角色中的合适的人来说是重要的。它也可用于回
顾，看一看过去什么人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关联数据平台的一个作用就是把管理此类信息的责任交给项目团队自己，而不是从中央
网站管理员那里获取更新。
其实现可依靠：


每个人物和项目的资源描述



描述项目中角色/成员关系的容器资源

为了保留项目历史，资源的旧版本，包括容器资源，应该被保留。因此有必要既处理特
定项目又要有一个“当前”概念。
访问信息包括两方面：


访问“当前”状态，不考虑资源描述的版本



访问历史状态，通过访问资源描述的特定版本

3.15 云基础架构管理套件
云计算为给用户提供云基础架构(IaaS)管理的远程访问提供了 API 支持。基础架构包括
系统、计算机、网络、磁盘等。整体结构可看作主要分层的，（云包括系统，系统包括机器
等）
，辅以交叉链接（如多台机器连接至网络）
。
IaaS 场景在生命周期管理与发现、处理非瞬时变化、历史捕捉与查询方面提出了特定
的需求。


云基础架构的许多方面与生命周期是相关联的，如计算机可在运行和关闭之间转
换。这通过 API 应是可管理的，应包括客户端如何发现动态生命周期选项且从而通
过应用程序来帮助操纵。



常有的情况是，到达一个新的生命周期状态并不是瞬时的。客户端需要监测这类变
化的通用机制。



检索资源生命周期中所有事件的工具是有用的。



查询提供了 API 后询问资源以及寻找应用程序新切入点的方法。

基础设施管理可被视为资源底图的操作处理。

4 用例
以下用例都是源于上述的一个或多个用户故事。这些用例在不同的场景中被进行了详细
探究，每一个都由单一用户故事例证的一些关键方面所驱动。它们所含的例子仅仅是为了起
到说明的作用，而不应该被规范地理解。
4.1 用例：管理容器
许多用户故事引入将容器作为创建和管理应用环境中资源的一种机制的思想。被分组在
同一容器中的资源通常是属于相同的应用。容器由 URI 进行标识。容器的属性也可代表该容
器的功能可见性，使得客户端能够决定他们能对该容器可进行什么其他操作。这些操作可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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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特定应用服务（可通过交换 RDF 文档引起）的描述。


提供“提供……资源的访问指导”（功能可见性）（源自用户故事，Maintaining
Social Contact Information）
。

4.1.1 主要场景：创建容器
在LDP服务器中创建一个新的容器资源。在Services supporting the process of
science中，Research Objects是将科学调查中数据、方法与人物集合在一起的资源的语义
丰富聚合体。一个基本工作流研究对象将被创建用以整合scientific workflows及其产物。
研究对象以空容器的形式开始，在项目整个生命周期中将不断有工作流、数据集、结果和其
他数据加入其中。

4.1.2 备选场景：创建一个嵌套容器
嵌套容器的动机源自System and Software Development Tool Integration用户故事。
OSLC变更管理词汇允许故障报告有被成员谓语oslc_cm:attachment引用的附件。
“顶级容器”
包含问题，且每一个问题资源都拥有其自己的附件资源容器。

4.2 用例：管理资源
该用例讨论了资源的管理生命周期，且关注于资源所有权。管理资源的责任与其容器有
关。例如，一个容器可从客户端接受一个产生新资源的请求。该用例聚焦于容器环境下的资
源创建与删除，以及通过在容器间移动资源来实现所有权转移的可能性。资源的所有权应当
一直保持明确；以此方式管理的资源都不应该被多个容器所拥有。
一旦一个新资源被创建，它应该被一个 URI 所标识。客户端可将建立可引用 URIs 的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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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交给其数据的容器。容器是此接口终端的一项自然选择，缘于其将已有关于所含资源的一
些特定应用知识。虽然服务器拥有资源命名的终极控制，一些应用可请求获得更多的命名控
制权，也许能提供一个更加人工可读的 URI。LDP 服务器可支持 Atom Publishing Protocol
slug header 等东西，来传达用户定义的命名“线索”。


资源的非重复：
“消除多副本”
，表示在单一位置的资源（源自#Maintaining Social
Contact Information）
。



资源的分布：关联数据“可存储在独立的服务器中”（源自#Maintaining Social
Contact Information）
。



一致、全局的命名：资源应被“一致地关联，……而不是以不同的格式保持不同的
标识符”
（源自#Keeping Track of Personal and Business Relationships）
。

4.2.1 主要场景：创建资源
资源以在容器中被创建而开始其生命期。源自用户故事，Maintaining Social Contact
Information，应该可“容易地创建一个新联系且将其添加入我的联系中”。这暗示了资源创
建与应用环境紧密相连。新资源在一个表示“我的联系”的容器中被创建。资源的生命周期
与其容器的生命周期相关联。因此，例如，如果“我的联系”被删除了，那么用户可合理地
认为其中的所有联系也都被删除了。
联系的细节被 RDF 描述及其属性来获取，包括“名字、邮件地址、电话号码、即时信息
身份等”
。该描述可包括非标准 RDF；“初始设计不考虑的我的联系的相关数据”
。下列 RDF
可被用于描述使用 FOAF 词汇的联系信息。联系在这里被定义了一种可被作为单一单元来创
建和更新的资源的 foaf:PersonalProfileDocument 所代表，即使它可描述附属资源，如下
面的 foaf:Person。

4.2.2 备选场景：删除资源
删除资源及其所有属性。如果资源归属于一个容器中，它将被从该容器中删除，然而此
被删除资源的其他关联可作为虚引用而保留。在资源是容器的情况下，服务器也可删除任何
或全部所含的资源。在通用实践中，已删除的资源不能被复原。然而也有边缘情况，需要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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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复原。最佳实践表明，
“Cool URIs 不发生改变”
，意味着已删除的 URIs 不应该再生。
4.2.3 备选场景：移动所含资源
许多资源也许拥有超出其容器中成员资格生命期之外的值。这暗示了添加引用参考来修
订容器成员资格的方法。在其他容器中克隆容器成员以供使用，导致了信息的重复以及维护
问题；网络实践旨在鼓励一种资源的创建，该资源可根据需要被在许多地方进行引用。所有
权的变化也许——或也许不——意味着 URI 的改变，取决于特定服务器命名政策。虽然为资
源分配一个新 URI 是不允许的，但是可以指示资源已随着适当的 HTTP 响应而发生移动。
4.3 用例：检索资源描述
访问当前的资源描述，包含该资源的属性以及相关资源的链接。此表示可包括不能被直
接访问的相关资源的描述。依靠该应用，服务器可以附加三元组来富化检索到的 RDF。例子
包括了增加入链接、sameAs 闭包和类型闭包。HTTP 响应应该也包括版本信息（如最后更新
或实体标签）
，以便于后续更新可确保其被应用于正确的版本。


合适地使用标准词汇以获得“资源的共识”（源自Maintaining Social Contact
Information）
。



“可伸缩关联模型是关键”
（源自#Municipality Operational Monitoring）
。

4.3.1 主要场景
用户故事Project Membership Information讨论了人物和项目信息的表示。它呼吁“为
每一个人物和项目进行资源描述”使得项目团队能检查这些资源所持有的信息。下例说明了
基于Epimorphics organizational ontology的组织结构所持有的信息的种类。
注意下例定义了 LDP 服务器所主持的 2 种资源。
这些资源的表示可包括相关资源的描述，
如 http://www.w3.org/，但其受到不同权力的影响，因此在此处不能从 LDP 服务器中获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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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备选场景：检索一个非文档资源的描述
在许多情况下，所感兴趣的事情并不总是可解析的事情。下例展示了 FOAF profile 可
如何被用于区分人物和 profile；前者是后者的主题。这引起了客户端应怎样处理此类非文
档资源的问题。在本例中，HTTP 协议要求在从服务器请求 URI 之前去除离散部分。其结果
是一个 profile 的可解析 URI。

4.4 用例：更新现有资源
变更 LDP 资源的 RDF 描述，潜在地移除或重写现有数据。这允许应用程序通过添加与其
他资源的附加链接来富化资源的表示。


非限制词汇：应该可“能够添加……特定应用数据”至资源（源自#Maintaining
Social Contact Information）
。

4.4.1 主要场景：富化
这 与 用 户 故 事 Metadata Enrichment in Broadcasting 相 关 ， 并 基 于 BBC Sports
Ontology。关联数据的资源中心视角为替换或重写资源及其数据提供了一个自然粒度。最简
单的更新类别是用一种新的表示来简单替代已知现有资源。下述例子中有两个独特资源；体
育赛事和相关奖项。资源的粒度将允许用户在不破坏事件信息的情况下更换奖项信息。

我们可以对事件进行延伸描述，通过下述内容替代上述描述来关联至金牌得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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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备选场景：资源的选择性更新
这与用户故事Data Catalogs相关，并基于Data Catalog Vocabulary。目录由下述RDF
模型进行描述。

一个目录可包含多数据集，因此当关联至新数据集时，更简单也更合适的是仅选择性添
加新的数据集链接。将一个新的dc:title添加至数据集时可使用Talis changeset。以下更
新是为目录定向添加一个附加数据集。

4.5 用例：确定资源是否已发生变化
应该可检索资源（如最后更新或实体标签）的版本信息，但不需要下载资源的表示。此
信息可与该资源之前持有的信息进行比较，以决定其是否发生了改变。此版本信息也可被用
于后续的条件请求中，以确保它们仅在版本未发生变化时被应用。
4.5.1 主要场景
基于用户故事，Constrained Devices and Networks，一个 LDP服务器可被配置成基于Web
of Things的CoAP代理。作为CoAP资源的观察者，LDP服务器将其兴趣点登记注册，以便于当
传感器发现变化时能及时被通知到。LDP的客户端可询问服务器来判断状态是否已发生改变。
在此例中，有关传感器和相应传感器读数的信息可被表示为RDF资源。下述第一个资源，
表示以Semantic Sensor Network本体描述的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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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测度的进行，传感器的值在实时变化。LDP 客户端可询问以下资源来判断其是否已
发生改变，而不必非要下载 RDF 表示。由于不同的传感器属性被分散表示（独立的 RDF 表
示 ）
，
因此它们可独立地发生变化。

4.6 用例：聚合资源
能够管理资源集合有个要求。集合的概念与容器的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些集合是
（弱）聚合体，与资源的生命周期管理无关，又与资源及其容器之间的所有权不同。然而，
容器的复合物也许会映射为支持容器及其所含内容导航的集合。需要能够通过添加和删除成
员属性来创建集合。资源可能属于多集合，或不属于任何集合。


资源描述是一个“简单数据与集合的混合体”
（源自#Keeping Track of Personal and
Business Relationships）
。



相对URIs：应该可在不破坏内部链接的情况下为集合整体“运送RDF的有效负荷”
（源自Constrained Devices and Networks）
。

4.6.1 主要场景：为集合添加资源
该例源自Library Linked Data和LLD-UC，尤其是Subject Search。
在<http://example.com/concept-scheme/subject-heading>中有一个现有集合，定义
了主题集合。该集合被定义为 skos:ConceptScheme，客户端希望将一个新概念插入该结构
中，将通过 skos:inScheme link 与集合相关。新的主题，
“外太空探索”
，不一定非要被容
器所有。下述 RDF 将被加入到集合的（数据项级）描述。

4.6.2 备选场景：为多集合添加资源
逻辑上，一个资源不应被多个容器所有。然而，它可以是定义了一种聚合体弱化版的多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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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的成员。由于这只是集合的 RDF 描述的一项操作，它应可添加相同的资源至多集合中。
作为一个医学术语的机器可读集合。SNOMED本体在healthcare中起着重要作用。SNOMED
CT允许带有多个父概念的概念不要落入晶格。在下例中，同样的概念也许会受到不同父概念
的影响。此例使用了skos:narrowerTransitive来消除干扰概念。

4.7 用例：过滤资源描述
该用例通过动态地排除特定（成员）属性，扩展了检索资源的 RDF 描述的常规行为。对
于容器来说，经常需要能够读取一个排除了容器成员的集合或数据项级描述。
4.7.1 主要场景：检索集合级描述
该场景是基于Library Linked Data，使用都柏林核心元数据计划Collection-Level描
述。集合可指任何物理的或数字的条目的聚合体。本场景涵盖了客户端可如下例所示的请求
一个集合级描述，而不需要下载集合中条目的全列表的情况。

4.7.2 备选场景：检索集合的数据项级描述
该用例场景，也是基于Library Linked Data，聚焦于获取由集合聚合的资源的数据项
级描述。最简单的场景是集合成员在单一表示内返回，以便客户端可以通过跟随这些链接来
研究数据。不同的应用可使用不同的成员谓语来获取该聚合体。下例使用了rdfs:member，
但是许多不同的成员谓语可通用，包括RDF列表。数据项级描述可通过使用书目记录功能需
求(FRBR)ontology来获取。

18

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 2.5 中国大陆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跟踪扫描

2013 年第 3 期（总第 18 期）

集合可能非常巨大，因此需要一些手段来限制由 LDP 服务器返回的 RDF 表示的规模（如
页码）
。
4.8 用例：管理媒体资源
应当可容易地将非 RDF 媒体资源添加到接受他们的容器中。媒体资源可在容器生命周期
内被更新和移动。
4.8.1 主要场景：访问媒体资源
从用户故事Sharing Binary Resources and Metadata中，应当可容易地将非RDF媒体资
源添加到接受他们的容器中。客户端以容器所接受的媒体类型将一个非RDF表示提交到该容
器中。该容器创建一个URI来表示此媒体资源，并创建一个从容器到此新URI的链接。该媒体
资源可拥有一个明确的媒体类型表示。应当可找到关于此资源的元数据，并可对其以通常方
式进行访问和编辑。
此例使用了媒体资源本体来描述将媒体资源添加到集合中。

4.8.2 备选场景：媒体资源附件
一个资源可能有多种译文；就像你可以同时拥有代表同样事情的 PDF 和 JPEG。一个用
户正在试图创建一种带有显示有误机件的附加图的工作指令。对于用户和工作指令系统来
说，这两种产物被作为一个集合来进行管理。一个单一请求可创建工作指令、附件及其之间
的关系。当用户稍后检索工作指令时，他们希望单一请求默认检索包括所有附件在内的工作
指令。当用户更新工作指令（如将它标记为完成）时，他们只想要更新适当的工作指令，而
不包括其附件。用户可在其生命周期内添加、删除、替换工作指令的附件。

5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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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功能需求
1. 创建容器，源自Use Case: Manage containers
2. 创建嵌套容器，源自Use Case: Manage containers
3. 创建资源（容器内部）
，源自Use Case: Manage containers
4. 删除资源，源自Use Case: Manage containers
5. 移动所含资源，源自Use Case: Manage containers
6. 检索资源描述，源自Use Case: Retrieve resource description
7. 检索非文档资源的描述，源自Use Case: Retrieve resource description
8. 富化（现有资源的取代性更新）
，源自Use Case: Update existing resource
9. 资源的选择性更新，源自Use Case: Update existing resource
10. 确定资源是否已发生变化，源自Use Case: Determine if a resource has changed
11. 为集合添加资源，源自Use Case: Aggregate resources
12. 为多集合添加资源，源自Use Case: Aggregate resources
13. 检索集合级描述，源自Use Case: Filter resource description
14. 检索集合的数据项级描述，源自Use Case: Filter resource description
15. 访问媒体资源，源自Use Case: Manage media resources
16. 媒体资源附件，源自Use Case: Manage media resources
5.2 非功能需求
1. 提供资源访问指导，源自Use Case: Manage containers
2. 资源非复制，源自Use Case: Manage containers
3. 资源分布，源自Use Case: Manage containers
4. 一致的、全局命名，源自Use Case: Manage containers
5. 使用适当的标准词汇，源自Use Case: Retrieve resource description
6. 可伸缩关联模型，源自Use Case: Retrieve resource description
7. 无限制词汇，源自Use Case: Update existing resource
8. 资源描述是“简单数据与集合的混合”，源自Use Case: Aggregate resources
9. 能够共享集合的相关URIs，源自Use Case: Aggregate resources
（编译自：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Ｕｓｅ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３．ｏｒｇ／ＴＲ／２０１３／ＷＤ－ｌｄｐ－ｕｃｒ－２０１３０１３１／． ［２０１３－０１－３１］）
（岳增慧编译，吴贝贝校对）

二、IMS 学习工具互操作性（LTI）安全版本 2.0 公共草案
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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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I 定义了工具使用者、工具提供者与终端用户之间的大量交互。每个交互都需要某种
安全形式，但 LTI 仅提供一些路径。没有涉及到的交互是工具使用者或提供者的责任，如下
所示。整个 LTI 规范的概述以及相关文档的完整列表，参见 LTI 实施指南[LTI,12IMG]文件。
不同的交互总结如下表：
交互

覆盖范围

工具使用者终端用户

工具使用者的责任

工具提供者终端用户

工具提供者的责任

工具提供者工具使用者网络服务

LTI 网络服务的安全部分

工具使用者工具提供者直接 POST
工具使用者通过终端用户浏览器的工具提
供者 POST

LTI 消息安全（在将来使用——不是 LTI2.0
中）
LTI 消息安全
没有涉及——LTI 没有提供或需要任何工具

工具使用者工具提供者网络服务

提供者提供的网络服务，但是由于我们已经
在工具配置文件中放入一个占位符来声明服
务，所以注意到没有预先定义的安全很重要。

由于每个交互都有大量的可能选项，所以每个系统会通过它们各自的配置文件来定义它
们所支持的安全配置文件。
在调度过程中，工具提供者会决定安全选项的最佳匹配集，并将其包含到工具代理服务
的 POST 中。
1.1 文件结构
该文件的结构是：
2. 消息安全——LTI 消息以及它们如何被保护的描述
3. 网络服务安全——LTI 网络服务以及安全服务如何被规定的描述

2 消息安全
LTI 消息安全定义了在工具使用者与工具提供者之间我们如何保护 POST 数据。这两者
都应用到消息中，该消息在系统之间被直接发送以及通过终端用户的浏览器发送。
关于 POST 自身的细节，参阅 LTI 消息框架[LTI,12MSF]。此文件说明了与组件相关的安
全，该组件被应用到 post，尤其是在文件中被引用的 LTI 安全配置文件对象的使用与定义。
下表列出了已知的消息安全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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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配置文件依赖于在工具使用者与工具提供者之间的共享密钥。对于一个被注册的工
具，该共享密钥被设置为一个系统级密钥，它在 TP 和 TC 之间建立一个广泛的信任关系。对
于没被注册的工具，可能有一个系统级的密钥或者是被应用到每个单独的正在被启动的
basic_lti_link 的密钥。此部分没有描述哪个密钥与哪个消息相配。
2.1 lti_oauth_hash_message_security 配置文件
Oauth 安全是一个旨在保护 POST 和 GET 请求的安全机制。此部分仅适用于保护启动以
及正被序列化和使用 POST 发送的其他消息。
Oauth 网站包含了 OAuth 1.0 规范和实现 OAuth 安全的示例源代码。OAuth 详细说明了
如何构建一个基本的信息字符串，然后使用密钥来签名字符串。然后签名作为 POST 请求的
一部分被发送，并被使用 OAuth 的生产者验证。
每 个 OAuth 规 范 ， 在 签 名 过 程 都 会 产 生 大 量 值 ， 该 值 被 添 加 到 启 动 请 求 包 括
oauth_consumer_key：

使用 OAuth 签名消息的重要值是 oauth_consumer_key 以及 oauth_consumer_secret。
oauth_consumer_key 在消息中被传递为纯文本，并识别哪个使用者在发送允许生产者查找
合适的验证密钥。oauth_consumer_secret 被用来签名消息。oauth_callback 不在仅签名场
景中使用，所以如果你的 Oauth 库需要它，你可以将它设置为任何值，例如“about：blank”
。
也要注意：Launch_presentation_return_url 与 oauth_callback 的作用不同。
由于我们在仅签名场景中使用 OAuth，所以不需要 oauth_token。
工具提供者必须至少支持 HMAC-SHA1 签名方法将 OAuth 数据传递为 POST 数据。
为了尽可能多地支持 OAuth 客户库与方法，工具提供者被鼓励要尽可能多地支持 OAuth
签名类型，也要在消息头、查询参数形式的 URL 或 POST 参数中支持接收 OAuth 数据。
收到 POST 之后，工具提供者就要使用共享密钥来执行 OAuth 验证。它必须已经在本地
存储了与 oauth_consumer_key 相联系的工具使用者的关系。时间戳也应该在特定的时间间
隔被验证。时间间隔应该是由工具提供者定义的，但应该很小。它确实依赖于工具使用者与
工具提供者同步的时间。
工具提供者应该记录接收到的特定场合，并仅允许使用一次任何特定场合。与时间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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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他们仅使用此方法来记录与他们可接受的时间间隔相等的时间段。推荐的做法是有
90 分钟的时间间隔，以便于你能够记录 90 分钟。
2.1.1 为 LTI 启动构建 oauth_consumer_secret
由于 LTI 支持两种不同和独特的密钥，每次启动被选择的 oauth_consumer_key 都必须
恰当，
依赖于 oauth_consumer_secret 的范围。当使用 LMS-wide 密钥时，
oauth_consumer_key
必须与此工具设置的 system-wide 键相匹配。当一个 basic_lti_link 有一个资源级别的
oauth_consumer_secret 时，就必须使用资源级别的 oauth_consumer_key。

3 网络服务安全
LTI 定义了一组网络服务，该服务由工具使用者（TC）提供，被工具提供者使用（TP）
，
以及由 TP 提供 ，被 TC 使用。网络服务需要得到保护以免受到未经授权的访问。此部分会详
细说明与获取这些网络服务相关的安全性问题。
下表列出了已知的网络服务安全配置文件。

3.1 lti_oauth_body_hash_ws_security 网络服务安全配置文件
此配置文件适用于 LTI 1.1“普通的 XML”
（POX）服务以及 LTI 2.0、更新的 JSON-LD
（REST）服务。
对于 POX 和 REST 两者来说，使用 OAuth 签名的消息能确保消息的完整性，并且建立呼
叫系统的身份。https 的使用被推荐给所有的网络服务连接，因为响应数据没有被签名，因
此避免中间人攻击的唯一方法是使用 ssl。
消息的主体是 XML 或 JSON，它们遵循特定需求服务操作所需的模式，并且消息使用
oauth_consumer_key 和 oauth_consumer_secret 来签名，两者被用来执行特定用户/课程/
资源的工具启动。在发送给工具代理终端的最初 POST 请求案例中，在工具注册请求中从 TC
传递给 TP 的 oauth_consumer_secret 是暂时的。
使 用

OAuth

来 签 名 主 体 的 步 骤 在 网 站 上 有 描 述 ：

http://oauth.googlecode.com/svn/spec/ext/body_hash/1.0/oauth-bodyhash.html
LTI 进一步定义了 OAuth 参数是如何被使用的，如下：


oauth_consumer_key：在工具配置过程中工具提供者获得的“proxyToolGuid”



oauth_signature_method：此参数的值应该是“HMAC-SHA1”。所有使用这些服务的
信息必须不能使用 x-www-form-encoded 的内容形式，这一点很重要。服务将合法
拒绝任何带有此内容类型的请求，按照 oauth_body_hash 签名规范，它明令禁止
oauth_body_hash 与 x-www-form-encoded 数据在任何请求中的结合。

这些服务也强调，所有的 OAuth 参数作为授权头标的一部分被发送。特别是来自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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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和 POST 主体的 OAuth 参数不会被处理。
oauth_body_hash 通过使用主体内容的 SHA-1 散列值被计算，并添加到授权头标中。所
有的 OAuth 参数、HTTP 方法和 URL 像其他任何 OAuth 签名请求一样来被签名。除了构建主
体散列值，实际的 POST 数据并没有参与 Oauth_signature 的计算。
大多 OAuth 库可以产生和验证这些消息的签名，大多数的库已经在授权头标中支持发送
OAuth 参数。
下面显示的是签名请求的示例。授权头标的换行是为了读值更加容易。oauth_signature
对于如下数据是无效的——它仅仅是一个示例签名。

注意：此安全配置文件需要 TC 与 TP 的时钟同步。使用可配置的时间间隔可以调整稍微
偏离的时钟，但是设置的间隔太大是不提倡的。
（编译自：ＩＭ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ＬＴＩ）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０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ｒａｆ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ｓｇｌｏｂａｌ．ｏｒｇ／ｌｔｉ／ｖ２ｐ０ｐｄ／ｌｔｉＳＥＣｖ２ｐ０ｐｄ．ｈｔｍｌ． ［２０１２－１１－０１］）
（王妍编译，岳增慧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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