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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联合目录数据库所面临的客观环境的变化，
包括用户信息查找行为的变化、
资源出版模式的变化、
资源建设模式
的变化，
并以中国科学院联合目录数据库为例，
探讨如何利用最新编目理论和技术手段，
将中国科学院联合目录数据库纳入到
用户使用情景中，
构建一个在开放环境中，
作为
“中间转换层”
支持信息资源发现和传递的联合目录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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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信息资源发现和传递［２］的联合目录数据库。

１

引

言
２ 联合目录数据库建设所面临的挑战

１８９８ 年德国出版了反映普鲁士１０ 所大学图书馆藏书的
《柏林印刷本目录》
，成为欧洲最早的联合目录。之后联合目

现在全球的图书馆都处于一个大变革的环境中，数字化

录经历了从卡片和书本式联合目录、集中式联合目录数据库

内容的剧增，以网络为基础的信息存取、信息服务的蓬勃兴

到虚拟联合目录等几个发展阶段。OCLC 作为集中式联合目

起，一方面导致了用户检索习惯的变化，使用户更崇尚通过

录数据库的典范，经过近４０ 年的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图

一个简单易用的平台直接获取所需信息；另一方面也使图书

书馆网络，
向１１２个国家和地区的４．１万所图书馆提供服务［１］ ，

馆的资源建设目标从拥有多少资源转变到是否能提供切实符

它的WorldCat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集中式联合目录数据库。

合用户需求的服务，未来几年，图书馆的馆藏数字资源将大

可是近 ２０年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彻底改变了人们

大超过印本资源。这些客观环境的变化无疑对联合目录数据

进行科研和学术交流的方式，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发生了

库的建设造成了巨大冲击，
在与众多信息提供商的竞争中，
联

根本性改变，图书馆作为信息主要来源地的地位受到严峻挑

合目录如果想保持生命力，拓展发展空间，首先就要对我们

战，联合目录的发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何面对众多

所处的变化了的客观环境有一个透彻的认识。

信息提供商（包括数据库商、
搜索引擎公司）的竞争，
继续发挥

2.1

用户信息查找行为的变化

联合目录在全球信息发现和传递中的作用，就成为各国图书

OCLC 的 The 2003 OCLC Environmental Scan: Pattern

馆界研究的课题。本文旨在以中国科学院联合目录数据库为

Recognition［３］ 显示，
图书馆员和科研人员在检索倾向上有明显

例，探讨如何构建一个在开放环境中，作为“中间转换层”支

区别，
图书馆员倾向于使用Science Direct、
ISI Web of Science、

注：本栏目由 ３Ｍ 公司协办。３Ｍ 公司是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唯一一家提供完整的图书馆资料借还流通、信息处理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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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Line 等专业数据库，而科研人员更倾向于使用 Google、

面对变化的客观环境，联合目录如果想要拓展自己的发

Yahoo！和PubMed等。
在今天的信息消费市场上，
Google几乎

展空间，一条根本的途径就是：发现新的应用和新的用户，
利

是无处不在。
根据ComScore的qSearch提供的分析报告［４］ ，
２００６

用最新编目理论和技术手段，把联合目录数据库纳入到用户

年 １０月份通过Google网络搜索引擎进行的查询总共有３１亿

使用情景中，使联合目录数据库作为“中间转换层”支持全

次，而每天通过Google的查询就多达２ 亿次。用户越来越倾

球信息资源的发现和传递。

向于使用搜索引擎作为自己信息查找的起点。由此可见，作

3.1

目录功能的拓展

为信息消费者的用户更愿意在一个开放、易用的系统中通过

根据《巴黎原则》
，图书馆目录主要具有检索与集中两大

一站式检索获取信息，而不愿意进入各个复杂的图书馆系统

功能。前者指目录使用者可根据文献的责任者或题名，在目

中查找信息，用户的信息查找行为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录中查检到某一特定的文献；后者指目录须集中某一特定责

资源出版模式的变化

2.2

在数字化环境下，
文献资源的出版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任者的各种著作以及某一著作的各个版本。集中功能是为检
索功能服务的［８］。

尤其以期刊出版模式的变化最具代表性，以下几个方面的变
化对联合目录数据库建设造成了较大影响：
2. 2. 1

出版者的变化 随着电子期刊的出现，
期刊由原来单

为了适应联机图书馆目录和其他一些需要的目标，
ＩＦＬＡ
通过对《巴黎原则》的修订，制定了《国际编目原则》
。
《国
际编目原则》
强调的目录功能包括发现（find）、
识别（identify）、

纯由出版社出版，演变为出版社出版、代理商出版和跨学科

选择（select）、
获取（acquire， obtain access）和浏览（navigate）５个

的网络出版系统 出版等多种出版模式并存。

方面，
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和识别的功能［９］《国际编目原则》
。

［５］

2. 2. 2

电子预印本档案出版模式［６］的出现 随着网络信息技

面对世界范围的联机公共目录系统（OPACs），
建立了一种多维

术的发展，
电子预印本代替了纸质印版贮存和发行的预印本，

的书目实体关系，不仅能反映单个资源，也能反映特定层面

并且在因特网上出现了许多电子预印本系统。其中最有影响

的全部资源，而且这种资源不再限于印刷出版物，而是囊括

的是美国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建立的e-Print

了所有已知的文献类型。

arXiv电子预印本文献库。

3. 2

2. 2. 3

开放获取出版模式 的出现 开放获取作为一种全新

编目过程的转换
现在联合目录数据库需要进行编目的对象除了印本文献，

［７］

的学术出版模式，在学术期刊出版领域已经开始占有一席之

还包括数字资源、网络开放资源、各种载体形式的资源和以

地。开放获取打破了基于订购的传统出版模式，其宗旨在于

各种出版模式出版的资源，总的特点是数量大、
关系复杂、
变

利用网络条件实现科学研究成果的广泛共享。

化更新很快。因此为了适应数字环境的需求，编目必须从传

资源建设模式的变化

2.3

统的注重细节描述转变为建立各种资源的组织原则，实现从

资源建设渠道的多样性 在数字化环境下，
资源建设

工艺过程到工业过程的转换，以支持大量的、持续变化的文

将向整合化方向发展，资源建设渠道也呈现多样性。资源建

献［１０］。因此，
《英美编目条例》修订联合指导委员会制定了著

设不仅是对印本、光盘、网络等各种载体的文献和期刊、会

录与检索的新标准——RDA，目的是为了解决数字环境的需

议录、科技报告、专利、学位论文、标准等各种类型文献的

求，简化著录规则，提供对所有介质的书目著录和检索。

建设，还需对来自系统内及国家平台和第三方的资源、散布

3.3

2. 3. 1

在不同领域和系统的资源、自主知识资产的资源进行整合。

作为“中间转换层”支持资源发现和传递
针对新的信息环境下联合目录数据库所面临的挑战，把

资源采购模式的灵活性 由于资源采购已经向数字资

联合目录数据库纳入用户的使用情景中，
无缝集成各种服务，

源转移，鉴于数字资源的特性，要求图书馆能根据用户的个

使联合目录数据库作为“中间转换层”支持资源发现和传递，

性化需求，采取灵活多样的资源采购模式。

是中国科学院联合目录数据库今后的发展方向（见图１）。
与文

2.3 .2

基于资源内容选择的采购模式：包括整库采购、
按分

献传递系统有机结合，与 Google scholar、百度合作，通过

类主题整包采购、按需求选择期刊品种采购、按批量文章采

OpenUrl与第三方资源链接，经过以上每一步的集成，
使联合

购、按文章采购。

目录数据库有效地融入用户信息消费的过程中，真正做到在

●

●

基于不同载体的采购模式：包括P+E模式、E-Only模

式、E-first+DDP 模式。
●

基于不同组团方式的采购模式：在对用户需求的广度、

Google中发现，在我们的联合目录中得到。
3.3 .1

建设多类型、
多载体的集成揭示目录 中国科学院联

合目录数据库经过２０年的发展，
在提供强大的印本文献查询

频度、强度等进行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针对不同需求的资

和原文传递的基础上，
通过对联机联合编目系统平台的改造，

源，图书馆将采用不同的组团模式进行采购。

从２００３年开始系统地集成电子资源。目前，该联合目录数据
库已经集成电子期刊１５ ３９６ 种，
网络开放学术期刊２ ４９０种，

３ 构建支持资源发现和传递的联合目录数据库

国家平台资源的电子期刊２１７种，
包括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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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变化，为了使联合目录数据库有效地融入用户信息消费
的过程中，中国科学院联合目录数据库积极推进联合服务系
统与Google Scholar、百度等第三方系统的集成服务。２００６年
４月２１日，
中国科学院联合服务系统图书与Google Scholar 连
接成功，
面向中国科学院和全国的科研工作者开放４０万条学
术信息资源。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又实现了期刊与Google Scholar的连
接。
用户通过Google Scholar进行学术文献查询，
Google Scholar
能够根据ＩＰ 地址判断是否是中国用户，如果是中国用户，所
查询的学术文献同时又在中国科学院联合目录数据库的馆藏
资源范围内，那么在检索结果页面上将出现
“图书馆搜索”
或
图１

作为“中间转换层”支持资源发现和
传递的中国科学院联合目录数据库

“Find in ChinaCat”连接图标，用户点击连接，系统将引导用
户进入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联合服务系统，用户可以通过文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ＷｉｌｅｙＩｎ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ＥＥＥ／ＩＥ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献传递或馆际互借服务获取全文。根据抽样统计，Google

ｌｉｂｒａｒｙ 在内的全文数据库２４个，包括ＡＣＭ会议录、ＡＩＰ会议

Scholar检索文献结果被联合服务系统收录覆盖率达７３％。
在

录、ＩＥＬ 会议录在内的会议录、学位论文库１０ 个，国家平台

与 Google Scholar成功合作后，又积极推进与百度的合作，目

资源的全文数据库７个，网络开放的全文数据库８个，包括Ｅｉ

前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很快开通服务。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 Ｗｅｂ、
ＩＮＳＰＥＣ、
ＩＳＩ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

●

通过 OpenURL与第三方资源链接。中国科学院联合

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ＢＩＯＳＩＳ Ｐｒｅｖｉｅｗｓ在内的文摘数据库９８个，

目录数据库还积极推进其他第三方系统与联合服务系统的连

集成中文数据库５３个，
中文电子书４８ ０１３种，
西文电子书９６５

接服务，通过 OpenURL 与 CSA、Web of Knowledge、OVID

种。下一步，将对３２０卷Ｌａｎｄｏｌｔ－Ｂｏｒｎｓｔｅｉｎ工具书、３ ０００卷

等大型数据库实现了链接，
国内有近２５０家图书馆连接联合服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丛书进行集成。
至此，
中国科学院联合目录数据

务系统。以CSA 为例，当用户通过CSA 查找信息时，如果所

库已经集成的资源类型包括：中、西、日、俄文印本期刊，中、

查询的信息在中国科学院联合目录的馆藏资源范围内，那么

西文印本图书，电子期刊，网络开放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在检索结果页面上将出现“本地书目连接”
，用户点击连接，

文摘数据库，中文电子书，西文电子书等。截止到２００６ 年１２

系统将引导用户直接进入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联合服务系统，

月的统计结果，中国科学院联合目录数据库的数据量已达９１

用户可以通过文献传递或馆际互借服务获取全文。

万条记录，
１５０万条馆藏。
中国科学院联合目录数据库已经逐
步拓展成为多类型、多载体的集成揭示目录，为中国科学院
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的集成期刊目录、集成检索等服务提供
了强大的数据支撑。
3.3 .2

广泛集成成员馆的信息资源 中国科学院联合目录数

据库已经于２００５年在同构系统中实现了联机联合编目，
２００６
年通过对异构系统联合编目通用编目系统的开发，实现了异
构系统、无自动化系统单位接入联机联合编目系统。通用编
目系统的设计充分考虑了揭示电子资源的需要，
通过该系统，
成员馆可以向联合目录数据库提交包括电子资源在内的各种
资源信息。
该系统的建设为广泛集成成员馆单位各种类型、
各
种载体的信息资源奠定了基础。
3.3 .3

与文献传递系统的有机结合 中国科学院联合目录数

据库是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联合服务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为文献传递读者系统的底层支持库有效支持文献传递和馆

４

结

语

面对数据库商、搜索引擎公司的竞争，面对数字化环境
对联合目录造成的强烈冲击，中国科学院联合目录数据库在
探索如何融入用户信息消费的过程，继续发挥联合目录在信
息资源发现和传递中的作用方面进行了很多理论与实践研究。
正如 OCLC 在 The 2003 OCLC Environ mental Scan:Pattern
Recognition中阐述的：
“Web上的信息很零碎，
内容的分散又把
它们弄得更加零碎。无缝计算可以将更多的内容揭示给信息
消费者。除了图书馆，很少有别的组织有能力将零碎的信息
组织起来，
或者建立导航［１１］”
。
那么就相信我们图书馆的能力，
我们一定能在大变革的环境中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１］ ＯＣＬＣ简介．［２００６－１１－２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ｃｌｃ．ｏｒｇ／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ｚｈｃｎ／
ａｂｏｕｔ／ｄｅｆａｕｌｔ．ｈｔｍ．

际互借服务。联合目录数据库中的所有馆藏信息都与文献传

［２］ Ｃａｌｈｏｕｎ Ｋ．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递读者系统相连，用户可通过点击
“填写馆际互借申请单”
进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ｔｏｏｌｓ．［２００６－１１－２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ｏｃ．ｇｏｖ／

入文献传递读者系统，申请文献传递和馆际互借服务。
3.3 .4
●

１００

联合服务系统与第三方系统的集成服务能力建设
与 Google Scholar、百度合作。由于用户信息查找行

ｃａｔｄｉｒ／ｃａｌｈｏｕｎ－ｒｅｐｏｒｔ－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３］ ＯＣＬＣ． Ｔｈｅ ２００３ ＯＣＬ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ａ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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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研究·

【 ３Ｍ 协办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Vol．５１，No．７，July，２００７

中文期刊采购招标使期刊发行商特别是邮局的服务理念有

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招标开始至招标最终结束时间拖得比

所提升。在我馆这次期刊采购招标过程中，中标单位市邮局较

较长，市邮局中标后已到期刊定购晚期，由于邮局对非邮发

比以前简直判若两人：①招标前，
邮局光顾图书馆的频次增加，

期刊发行的不在行（邮局工作人员如是说，并非不好操作，
但

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
也表明了邮局的危机意识陡增 ；②招标

需要时间），
致使我馆４０余种非邮发期刊没有采购。
这是今后

时，邮局参加竞标人员非常紧张，平时的傲慢荡然无存；③中

招标前必须向学校招投标工作办公室说明的一点。另外，对

标后，合同事宜招之即来，主动催交期刊订单。期刊发行商若

发行商的综合素质要求（包括供刊质量、服务质量、资质、信

［６］

想开创“蓝海”
，必须改变传统固有的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

誉等）及以往合作事谊等，
高校图书馆参与招标的人员应该在

陈旧思想，突破旧有的竞争性战略思维，创新服务理念。

招标现场陈述中充分强调说明，这是评标委员会除图书馆人

促使期刊发行商自身素质的提高

3.6

期刊发行商要想在期刊发行市场开创蓝海，必须提高自

员外其他参与人并不是很了解的。
当然，中文期刊采购招标还是一个新生事物，需要高校

身素质，这是首要条件，也是高校图书馆选择中标方的重要

图书馆和期刊发行商不断在实践中摸索、发展、完善、充实，

依据。从我馆这次中文期刊采购招标来看，中标单位市邮局

需要不断实践创新思维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寻求各方利益契

提供的材料是所有前来竞标单位中最不规范的，是第一次参

合点，
使之成为今后优化高校图书馆期刊采购的一面旗帜，
成

加这样的招标活动，而且中标后因合同事宜联系时，居然在

为期刊发行商开创蓝海的广大市场空间。

办公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今天不会使用电子邮件。而其他发行

参考文献：

商虽然材料规范、服务理念创新，但其服务范围较窄、物流

［１］ 张

技术欠缺。通过中文期刊采购招标现场面对面的竞争，有利
于期刊发行商找出自身差距，有利于其创新脱离“红海”
、开
创“蓝海”的战略举措。

４

结

语

宏．招标采购在期刊管理中的应用．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２００５（４）：２７－２８．
［２］ 别立谦，何燕华．高校图书馆中文期刊采访工作的障碍及对策．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３（４）：５３－５７．
［３］ 叶

莉．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采购招标的对策研究．图书馆论

坛，２００６，２６（１）：１１４－１１５．
［４］ 郑锦华，李 莉，宋 霞，等．对医院图书馆书刊招标采购的思考．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２００５，２１（１０）：７０４－７０６．

对我馆首次中文期刊采购招标实践总结，尽管在对招标
工作中对期刊发行商的调研、标书的拟定、竞标现场的陈述
以及开标后的合同签署等环节进行过详尽探索和充分酝酿，
也取得了一定经验可为今后工作及其他同行所借鉴，但仍有

［５］ 刘树新，王庆良，杨 春．中美发行代理商服务方式之比较．出发
发行研究，２００６（７）：４８－５０．
［６］ 王秀芳．中文期刊订购渠道的比较与选择．科技情报开发与经
济，２００６，１６（６）：４６－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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