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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范报道】
1、NISO 和 UKSG 发布知识库及相关工具（KBART）的推荐修正草案征求公众意见
2013 年 9 月 5 日，NISO 和 UKSG 宣布发布一个知识库及相关工具（KBART）推荐实践修
正草案征求公众意见。2010 年发布的、最初的推荐实践为信息供应链中的各方提供了关于
元数据格式的直接指导，目的是确保内容供应商与知识库开发者之间准确的元数据交换。建
立在最初的推荐之上，修正草案聚焦于在元数据供应中引起难题的更细粒度、更复杂的议题，
包括特定联盟元数据转移、开放获取出版物的元数据转移以及电子书和会议论文集的元数据
转移。
“自从第一版的推荐实践发布之后，超过 50 个出版商和内容供应商都已签署 KBART，
并承诺提供高质量的元数据，
”Magaly Bascones（Jisc 集合的数据管理员兼 KBART 工作组
的联合主席）说道，
“签署过程要求提交一个示例文件和 KBART 工作组进行的验证。有了这
个签注，用户就能够确定提供者的元数据是可信的，并且具有所需的粒度级别，免去逐标题
检查的繁重任务。
”
“签署出版商的经验以及来自图书馆和联盟的调查反馈为这个扩大的 KBART 修订版明
确了重点领域，
”Chad Hutchens（数字集合和数字资源图书馆员的主任以及 KBART 工作组的
联合主席）解释道，
“在公众评论期之后，KBART 工作组将做任何所需的修正，并确定推荐
出版。这在 NISO 网站的 KBART 信息中心也是可获得的。NISO 网站提供了关于 KBART 的支持
材料，包括 KBART 术语表、签署信息、知识库供应链联系人的注册表以及关于 OpenURL 和知
识库的背景信息。
”
“在 KBART 二期推荐实践出版之后，项目将要在 NISO 中转移到常务委员会级别，”NISO
的项目副主任 Nettie Lagace 说道，“这个委员会将负责管理签署过程，提供 KBART 的持续
教育与推广，以及维护信息中心。
”
关于 NISO
NISO 促进标准的开发与维护，该标准有利于信息的创建、持久管理与有效交互，以便
于它能够被信任地用于研究与学习。为了完成这个任务，NISO 聚集了图书馆、出版商、信
息聚合者以及其他组织，它们通过知识的创建、组织和管理来支持学习、研究和学术成就。
NISO 与交叉的兴趣团体共同工作，并跨越信息标准的整个生命周期。NISO 是一个非盈利性
协会，受到美国国家信息协会（ANSI）的认可。关于 NISO 的更多信息在网站：www.niso.org
上。
关于 UKSG
UKSG 存在的目的是连接信息群体并鼓励有关学术交流的思想交换。它跨越了广泛的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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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爱好以及扩展的学术信息群体（图书馆员、出版商、中介机构和技术供应商）的活动。在
动态环境中，UKSG 的目的是：


促进群体集成、网络、讨论和交换思想



提高成员的学术信息部门的知识并支持技能发展



刺激研究和合作倡议，鼓励创新并促进良好实践的标准。



传播新闻、信息和出版物，并提高支持学术信息部门的服务意识。

（编译自：ＮＩＳＯ ａｎｄ ＵＫＳＧ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Ｄｒａｆｔ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ａｓｅ
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ｏｌｓ （ＫＢＡＲＴ）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ｉｓｏ．ｏｒｇ／ｎｅｗｓ／ｐｒ／ｖｉｅｗ？ｉｔｅｍ＿ｋｅｙ＝ｃｄｆ０８７４４８５ｃ７ｅｄａｄｂ８５ｅ３８ｃｅｂ０ｆｂ２ａ３９３ｄｅ４４
ｄ６ｂ． ［２０１３－０９－０５］）
（王妍编译，岳增慧校对）

2、ISO 2789:2013 信息和文档——国际图书馆统计
ISO 2789:2013 为图书馆和信息服务团体指定了统计的采集和报告规则。目的有三个：
——为了国际报道的目的；
——为了确保国家之间那些统计措施（被图书馆管理者频繁使用）的一致性，但不符合
国际报告；
——为了鼓励统计（图书馆和信息服务的管理）使用中的良好实践。
以前的版本中有关测度电子服务使用的附录被更新和纳入了标准正文。标准的内容也着
重解决如数字化、电子材料开放获取、图书馆的影响以及保存/保护等领域的问题。
这个第五版本取消和取代了第四版本（ISO 2789:2006），它被技术性地修订来克服在
ISO 2789:2006 实际应用中的问题，并考虑到图书馆服务中的新发展。
该标准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 范围
2. 术语和定义
3. 图书馆的当前任务
4. 统计的使用和好处
5. 报告统计数据
6. 收集统计数据
这个国际标准给图书馆和信息服务群体提供了有关统计的采集与报告方面的指导。第 2
和第 6 部分构成了此国际标准的核心，第 2 部分提供了大多元素的定义，该元素构成一个图
书馆服务，这些仅用于统计目的。第 6 部分推荐了每个数据应该如何被统计。
这个国际标准包含了针对资源和服务（图书馆提供给用户）的所有类型的定义和统计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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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为了解释将新图书馆服务融入这个国际标准的原因，添加第 3 部分来描述图书馆的当前
任务。
（编译自：ＩＳＯ ２７８９：２０１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
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ｉｓｏ．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ｓｌｉｎｅ／２０１３／ｎｅｗｓｌｉｎｅｓｅｐｔ２０１３．ｈｔｍｌ＃ｓｐｅｃ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ｓｏ．ｏｒｇ／ｉｓｏ／ｈｏｍｅ／ｓｔｏｒｅ／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ｔｃ／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ｄｅｔａｉｌ．ｈｔｍ？ｃｓｎｕｍｂｅｒ＝６０
６８０． ［２０１３－０８－２１］）
（王妍编译，岳增慧校对）

3、DCMI 关于 RDA，DC 和关联数据的研讨会
DCMI 亚太研讨会于 8 月 16 日举行，是在 IFLA 的 IT 部门关于“基于图书馆关联数据的
用户交互”会议的前一天。DCMI 亚太研讨会是都柏林核心元数据计划区域会议系列的一部
分。研讨会将在亚洲区域的图书馆员之间引起对实施资源描述与获取（RDA）的重视以及图
书馆元数据（尤其是 DC）如何被揭示为关联数据以提高可视性与加强馆藏利用。会议目标
是在亚洲图书馆员之间建立在数字领域合作方面的信心并采纳能够帮助提升图书馆服务的
新技术。第二目标是建立元数据问题能定期讨论的 DCMI 亚洲任务小组。
研讨会的主题是“RDA, DC and LOD”
，由两个半天的会议组成。早上的会议将关注介绍
性的概念，这对大多数图书馆员还在用 MARC 服务、没有接触关联数据或语义网的区域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下午的会议关注实施——图书馆员如何能把他们的 MARC 和 DC 元数据揭示为
关联数据。
会议演示：
Karen Coyle 的演示：


声明



标识符



语义网的介绍



本体



词表

Sam Oh 的演示：


发布关联数据



用 TBC 设计本体



使用 Open Refine 和 BibFrame 发布关联数据



NLK 关联数据（LD）发布经验

（编译自：ＤＣＭＩ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ＲＤＡ， ＤＣ ａｎｄ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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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ｄｃｅｖｅｎｔｓ．ｄｕｂｌｉｎｃｏｒｅ．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ＢｉｂＤａｔａ／ａｐ２０１３． ［２０１３－０８－０７］）
（吴贝贝编译，王妍校对）

4、科研数据管理网络研讨会
NISO 将于 9 月 11、18 日举办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网络研讨会来讨论科研数据管理。第
1 部分将讨论电子科研图书馆员的新角色。第 2 部分，发言者将探讨图书馆在管理大数据中
的作用。
第一部分：电子科研图书馆员，发言者将会讨论在学术研究单位中图书馆的角色，并提
供新的图书馆员策略、工具和技术（开发目的是为了支持学术产出和数据管理）的概述。会
议还讨论了研究型图书馆面临的特殊挑战以及图书馆员有效管理研究产出所需要的技能和
服务类型。发言者有：Elaine Martin（eScience 期刊图书馆员），Chris Shaffer（俄勒冈
健康与科学大学图书馆）和 Megan Sapp Nelson（美国普渡大学）
。
第二部分：图书馆和大数据，小组成员将讨论他们在大数据管理、科研数据管理的最佳
实践和图书馆在扮演发展角色时使用的工具等方面的经验。发言人有：Lisa Johnston、
Sayeed Choudhury 和 Carly Strasser。
（编译自：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Ｔｗｏ－Ｐａｒｔ Ｗｅｂｉｎａ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ｉｓｏ．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ｓｌｉｎｅ／２０１３／ｎｅｗｓｌｉｎｅｓｅｐｔ２０１３．ｈｔｍｌ＃ｒｅｐｏｒｔ５．
［２０１３－０９］）
（吴贝贝编译，王妍校对）

【标准规范推介】
一、 昆士兰公共图书馆标准与指南——图书馆馆藏标准
6 图书馆馆藏标准
6.1 目的和框架
为图书馆馆藏的发展和管理提供标准和指南，满足社区的信息、教育、娱乐和文化需要，
并支持终身学习的发展。
这些标准为在昆士兰州立图书馆分发现金津贴进行援助下负责购买自己的馆藏的昆士
兰公共图书馆的使用而设计。参与乡村图书馆昆士兰（RLQ）和本地知识中心（IKCs）的图
书馆轮流从州立图书馆接收其藏书。当这些图书馆可直接购买小量的藏书时，标准将通常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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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它们。

6.2 图书馆馆藏标准
6.2.1 图书馆资源标准
馆藏支持了图书馆在终身学习和文化记忆的归档与保存中的重要角色，其发展是基于知
识自由的合理原则。公共图书馆馆藏应该代表最大可能覆盖范围的主题、格式与流派，以满
足整个社区的多样化需求，同时适当适应新兴的趋势和格式。
电子格式包括数量越来越多且越来越流行的电子书及其在向图书馆的供应中所出现的
各种各样的许可、下载安排和成本结构。澳大利亚图书馆和信息协会与电子书出版商及其他
行业代表共事，以实现图书馆在此领域更多的一致性。图书馆馆藏中电子资源的比例将根据
客户需求和社区接受程度的不同而改变。
6.2.2 馆藏发展政策标准
每个图书馆服务都应该有一个馆藏发展政策来指导图书馆馆藏的发展和维护以及资源
的获取。该政策应该根据对统计和人口数据的分析获得，包括社区成员（无论是图书馆用户
还是非图书馆用户）的信息。它应该获得图书馆理事会的认可，与战略计划看齐，且每 2
到 4 年更新一次。该政策应该包括服务对象、目的和馆藏参数、预算、选择和采购、馆藏评
价、剔除、捐赠、资源共享和资产管理的声明。它还应该包括如馆藏分析和盘库策略，以确
保图书馆目录的持续准确性和完整性。
馆藏发展政策应该确定图书馆在收集和保护本地材料中的角色，并尽可能使其可通过网
络更普遍地访问。只要相关，它应该参考任何的保护和灾难恢复计划。昆士兰国家图书馆内
容策略中概述的原则为这些声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框架。国家和民族文化组织为具有当地历
史意义的分布式馆藏提供帮助记录的机会。
6.2.3 馆藏规模标准
每一个图书馆的馆藏应该足够大，以满足社区的需求。馆藏的规模将取决于所服务的人
口集流、分支数量和库存周转频率。一般来说，更小的图书馆应该拥有更高数量的人均资源，
以保证馆藏的生存能力和全面性。
馆藏规模（包括电子书）
最小馆藏规模是 2500 项。
人口低于 50000

人均 3 项

人口超过 50000

人均 2-3 项

人口超过 100000

人均 1.5-2 项

成人和青年人的图书馆馆藏比例将随着社区的人口统计特征的不同而改变。一般来说，
三分之二的馆藏将由成人材料组成，三分之一为儿童和青年人。
6.2.4 库存周转标准
服务于多个分支机构的图书馆和/或移动图书馆必须有足够的资源提供给每个服务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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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库存应该通过定期轮换或交换程序进行刷新。如果每个分支机构的获取水平低于每年每
人 0.175 项，这点特别重要。分支机构之间库存的定期交换保证了馆藏保持流通，且客户可
以访问更广范围的资源。交换的适当规模和频率应该由图书馆服务所决定，以保证满足当地
需求。
图书馆应该提供分支机构之间所请求的图书项的派送服务。在图书馆服务采用浮动馆藏
（图书留在它们被归还的分支机构处）概念的地方，要小心谨慎，以确保馆藏仍旧能适应本
地社区的需要和使用。电子资源促进了跨分支机构的方便访问，它们的使用应该由客户对它
们的接受水平作为首选格式所引导。
6.2.5 采访标准
图书馆馆藏需要足够的和定期的新主题流入，以确保其流通和吸引力，并且协助满足不
断变化的社区利益和要求。而各种格式的采访率会根据本地优先级、价格波动及其他因素随
时间发生变化，推荐的年度馆藏采访率如下：
每年人均采访（包括电子书）
人口低于 25000

人均 0.3 项

人口 25000-100000

人均 0.25 项

人口超过 100000

人均 0.2 项

6.2.6 馆藏评价标准
图书馆馆藏，无论是印刷、非印刷或电子、出借或非出借，应由合适的、有经验的员工
定期评价，以保证其流通、精度、质量和吸引力，以及其持续的满足新客户需求的能力。库
存使用和流通量应该被适当分析，无论是将图书馆馆藏作为一个整体或对特定馆藏。
陈旧、不完整和过时的材料应该作为定期评价程序的一部分被剔除。剔除实践和政策还
需要考虑图书馆的绝版和最后副本要求。年龄、使用水平、流通率和条件都是馆藏评价的有
用指标。评价在理想情况下是一项连续的任务，每项应至少每 3 年评估 1 次。
电子资源评价应包括除上述标准之外的许多问题的考虑。这些包括访问周期、平台、许
可安排以及下载到各种设备的能力。
退出策略应针对特定格式开发，随着它们变得陈旧、作废或少用。策略应该考虑的因素，
如需求很小或根本不存在、支持设备或硬件的可用性以及距上次购买的时间长度等证据。
馆藏评价活动将随情况发生变化，如图书馆的迁移或特定馆藏的集中重建，以下推荐标
准适用：
每年的剔除率
人均 0.125 项
馆藏年龄
50%的馆藏应该是近 5 年内购买的（除了期刊、电子数据库和历史资源）
。
库存周转（借阅总额除以馆藏项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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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项 5 借阅

6.3 指南
6.3.1 图书馆资源指南
公共图书馆资源应该是高质量的，涵盖了广泛的流行话题、利益和格式。它们应该表达
各种观点和文化理解并且代表多样的人物、地点、事件、问题和想法。应该既包括标准出版
物又包括学术论文。
图书馆应该为所有年龄和背景的客户提供对全方位资源的公平访问。馆藏应该流通并且
跨格式满足社区需求。在可能的情况下，电子和多媒体资源应该被适当范围的设备所支持，
以便它们在图书馆内的使用。虽然图书馆间满足本地需求的馆藏的组成不同，但是每个图书
馆都应包括以下基本资源：


跨越所有年龄组的小说和非小说



通用参考材料



数字资源，包括电子书、在线数据库和下载音乐



视听和多媒体资源



大型印刷、有声读物和下载有声读物



期刊和报纸



识字材料和非英语语言资源



地方志材料

更详细的专业资源，参见专责服务标准。
每个图书馆应该提供一个良好范围的电子资源，以适应其社区的需要，兼顾新格式的可
持续性和普及性。资源（如数据库、电子书和电子期刊）提供了目前大多数可用的信息，并
使其非常适合远程客户端访问。作为一个通用指南，图书馆应该考虑投入其 10-15%的馆藏
预算来购买这些资源，除了全州统一提供的电子资源。
为了促进现行信息的可用性，图书馆应该提供对政府信息、立法、教育和商业材料的访
问，要么直接要么通过图书馆网站的链接。
图书馆应该考虑将社区源数据包括在其馆藏中的效益，只要其满足图书馆和委员会政策
下的包含通用标准。例子包括自行出版材料、博客、流媒体服务、微博以及由客户添加到图
书馆网站的标签。所有众包内容应该满足委员会网站安全要求，并且应定期进行质量、适用
性和准确性的评估。
为了支持图书馆在记录和提供对社区文化记忆访问中的作用，应该积极收集地方志资
源，并将其妥善保存。考虑到这些项的独特价值，大力鼓励图书馆，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
从事地方志资源的数字化，并与州和国家数字化项目合作，以共享资源并提高其可访问性。
关于地方志资源数字化与共享的建议和帮助可由昆士兰州立图书馆提供给图书馆。
6.3.2 资源预算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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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图书馆服务都应该有一个专门的图书馆资源预算。来自昆士兰州立图书馆的现金
拨款有助于支持此至关重要的图书馆职能。除了此拨款和地方政府资金，其他资金来源可包
括地方赞助、图书馆支持团体、本地服务俱乐部以及艺术或文化服务筹资渠道。根据图书馆
服务的规模，其资源预算应该通常占到其总业务预算的大约 10%到 20%。
6.3.3 选择指南
图书馆资源的选择应该由符合资格并有经验的员工进行。应该使用一系列的选择工具，
包括专业认可的评审来源以及现有数据的分析（如馆藏使用模式）
。定期联系社区团体并鼓
励客户推荐采购的机制应该到位。尽量全年都进行采购，以确保源源不断的新材料。预出版
材料的选择以及长期订单的适当使用将有助于确保新主题的及时供应。
当采用供应商协助选择时，这应在预定的和约定的指导方针（反过来源于馆藏发展政策、
客户需求和馆藏使用模式的分析）之内进行。必要时应该由员工选择进行补充。
图书馆可能会选择与供应商一起开发选择参数文件，将输出参数设置在供应商在一段时
间里将选择的范围之内。这些可包括特定类型、作者或系列以及首选出版商或格式列表。无
论在哪里使用，都应经常评审选择参数文件，并且至少每年针对特定标准对供应商的性能进
行测度。
选出的资源应该反映社区的多样性，旨在满足其许多不同需要。选择应始终秉持对观点
的自由访问的原则，与资源代表尽可能不同的观点。员工应小心，不要仅因为材料的潜在争
议性本质就将其排出。要获取进一步信息，请参见澳大利亚图书馆和信息协会的自由访问信
息的声明。
6.3.4 采购指南
图书馆资源的采购依照委员会的采购政策被进行管理，并取决于州和联邦立法的要求。
图书馆服务使用各种材料采购模型。模型的选择应考虑本地优先级、成本效益和交付给用户
的及时性。
许多澳大利亚图书馆服务使用即可上架采购模型。在这种模型下，材料由指定供应商依
据图书馆的规范进行获取和处理，交付到特定服务点，相关记录直接下载进入图书馆的目录。
图书馆应该考虑资源描述标准及其在规范开发中的加工指南。
至少应每年评估供应商，根据它们针对图书馆所设定的标准的表现。这些可包括按照约
定的规格或参数提供资源的能力、周转时间、IT 系统容量和质量保证体系。供应商也进行
选择，所选资源的令人满意的出借水平也应作为一项标准。不管涉及的外包的程度，图书馆
应该利用使材料排序时间最小化的采购程序。
应该与供应商建立合同，详细描述各自的义务。昆士兰公共图书馆大多数的供应商的合
同可通过昆士兰地方政府协会的本地购买合同进行管理，如果需要的话。
见www.localbuy.net.au。一些图书馆服务也有用于互惠机构使用的合同，通过与签约供应
商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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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库存陈列指南
图书馆馆藏应该以一种吸引人的方式陈列，考虑功能、美学、建筑限制和资源推广。馆
藏应被安排和展示，以优化访问和使用。应考虑合并或分隔馆藏的问题，如酌情陈列少年和
成人非小说，鉴于社会偏好和使用模式。
视情况而定，可利用一系列特殊呈现技巧，不时突出特定馆藏或者展示流行的体裁或主
题。例子包括壁龛馆藏、专业格式馆藏和 genrefication 或 boutiquing 馆藏，其中资源被
以流派或广泛的主题进行安排，使用书店陈列原则。Genrefication 会特别与可访问其他地
方更大馆藏的较小的图书馆相关联。
6.3.6 资源共享指南
参与图书馆资源共享计划可以极大地客户提高访问更广泛材料的能力。为了补充地方馆
藏中的可用材料，并且扩大材料的可用性，图书馆应积极参与任何地区、州或国家资源共享
计划，如互惠借用或合作采购。例如，合作采购可以促进图书馆之间的学科专业化，并且更
大的采购基地可以吸引更大的折扣。重要的是，图书馆也应该考虑将其图书馆馆藏添加到澳
大利亚图书馆资源共享系统。
所有这些举措都应该由确保书目被及时发送和接收、且所有图书馆中的馆藏都保持均衡
和全面的实践来支持。要获得进一步的信息，请参阅馆际互借标准。

6.4 性能指标


有效的流通馆藏发展政策，由许多指标所支持，包括使用率和整体客户馆藏满意度
（以客户反馈、调查等测度）



馆藏指标，包括人均项和人均采访



馆藏评价指标，包括人均剔除、近 5 年内所购资源的比例和每项借阅量



满足约定要求的资源共享实践



针对已商定标准的供应商有效评估

6.5 定义
博客：一个网站，包含作者的或作者群的自身经历、观察或意见，通常包括到其他网站
的图片和链接。
Boutiquing 馆藏：一种馆藏陈列的方法，资源被以广泛的学科领域或小说流派进行排
列，而不是杜威十进制分类法或按字母顺序排列。通常采用的是零售业所使用的陈列原则。
馆藏发展：与图书馆馆藏发展相关的活动，包括选择、馆藏分析、资源共享计划以及馆
藏管理。
电子书：以电子形式出版的书。
电子资源：以在线形式存储和访问的资源，包括互联网、电子数据库和光盘驱动器。
浮动馆藏：被拥有多个服务点的图书馆服务所利用的一个概念，其中资源并不属于任何
一个特定地点，但可直接或通过派送服务从任何点借用，并在其归还地点保存，直到被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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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或轮换到另一个服务点。
Genrefication：一种馆藏陈列的方法，资源被以广泛的学科领域或小说流派进行排列，
而不是杜威十进制分类法或按字母顺序排列。通常采用的是零售业所使用的陈列原则。
本土知识中心（IKC）
：成立于一个委员会、原住民议会或托雷斯海峡区域市政局的一个
图书馆或存储地，拥有货架资源，由昆士兰国家图书馆提供培训和支持。
图书馆材料或资源：任何书籍和非书籍材料，但不限于图书、视频、CD、DVD、有声读
物、电脑游戏、杂志、报纸、地图、规划、照片和手稿。
本地购买：本地购买是昆士兰地方政府协会的采购服务公司。根据本地购买合同，图书
馆服务能不需要竞标，委派提供图书馆资源的图书馆供应商。本地购买下可用的图书馆供应
商列表可在www.localbuy.net.au中找到。
英语之外的语言: 除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
互惠借用：相邻地方政府、地区或州图书馆之间的一项合作安排，客户可从该安排内的
任何一所图书馆借阅材料，并且图书馆之间互借所需材料，通常是免费的。
乡村图书馆昆士兰（RLQ）：较小的昆士兰地方政府可用的一项计划，以货架资源提供
图书馆服务、定期藏书交换、得到昆士兰国家图书馆的培训和支持。
流：流媒体是以压缩格式通过互联网发送并立即播放的视频或音频，而不是被保存于电
脑的硬件驱动中。
标签：一个标签是一个用于描述一篇文章或网站的关键词。标签通常被用于社会书签、
社会新闻和博客来帮助用户搜索相关内容。
推特/微博：发布在社交媒体网站 Twitter 上的一个很短的消息。

6.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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