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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Ｍ 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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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处理及图书馆馆藏文献安全保障系列产品的公司。３Ｍ 在图书
馆资料流通管理技术的前沿辛苦耕耘了近 ４０ 年，在全世界拥有 ５ 万多个图书馆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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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源集成揭示的思路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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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资源建设模式和出版模式的转变对文献资源组织产生的影响出发，通过分析文献资源集成的原理和目前主要的集成
模式，总结中国科学院文献资源集成揭示的内容和对象，提出中国科学院文献资源集成揭示系统的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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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
）文献情报系统中长期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进行组配检索，共检索到５１篇与文

规划的战略目标之一是建立强大的公共信息平台，通过无缝

献资源集成揭示相关的文献。主要讨论的问题有：纸本资源

整合现有服务流程和广泛信息资源，实现充分方便的集成检

和电子资源集成揭示，电子资源的编目，各种类型电子资源的

索，无缝链接，动态扩展和联合服务。文献信息资源是公共

集成揭示和服务，电子资源管理系统，各类型资源的元数据集

信息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信息资源的集成揭示是中国

成等问题。
例如：Ｊａｎｉｃｅ Ｌｅｗｉｓ Ｓｔｅｅｄ和Ｃｌａｒｋ Ｎａｌｌ的论文探讨在

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三期创新的重要任务之一。

图书馆构建一个主题指南数据库，包含所有格式的资源，作为
用户查找资源的入口，可以检索到图书馆的所有的资源［ １］ 。

１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Ｄａｖｉｅｓ Ｓ 和Ｗａｌｅｓ Ａ在论文中详细介绍了英国ＮＨＳ图书馆联
盟联合的电子资源建设和集成虚拟图书馆建设工作［２］。

笔者在ＬＩＳＡ数据库中用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 ｏｒ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
进行检

笔者在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共检索到 ２００ 余篇

索，在用年代做限定后，分别得到如下结果：从 ＬＩＳＡ 最早收

与集成相关的论文，主要讨论的是关于网络信息资源整合、

录年代到 １９６９ 年共检索到２５ 篇文献；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共有１２８

电子资源整合的技术、模式和方法等问题。理论和方法探讨

篇文献；８０ 年代有３８６ 篇文献；９０ 年代上升到８２６ 篇文献；从

比较多，实践研究的论文相对较少。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０６ 年已经达到７５８ 篇文献。笔者大致对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０６ 年的７５８ 篇文献进行浏览，发现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包

２ 资源建设模式的转变对文献资源组织的影响

括企业信息集成、数据库集成、系统集成、网络资源集成、各
专业领域信息集成等。可以看出集成已经成为数字图书馆建
设的主旋律。
笔者用“ａｇｇｒｅｇａｔ＊ 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与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０－２３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信息的生产模式、供应模式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在新的信息供应模式之上，建立全新的资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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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模式是资源整合化建设的主要内容。随着中科院国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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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组建，需要逐步建立文献资源整合化建设、集成化

下面从集成揭示的对象、集成揭示的方式和集成揭示的深度

揭示新的业务模式。文献资源整合化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三个方面来对集成揭示系统进行分析。

方面内容：

３．１ 集成揭示的对象

２．１ 资源建设渠道的整合
随着信息的生产模式、供应模式的变化，资源的来源渠
道也越来越多样化。资源供应渠道除了出版商和供应商提供

从集成揭示的对象来看，可以分为单件（ｉｔｅｍ ）
、集合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和服务
（ｓｅｒｖｉｃｅ）
。
●

单件：表示一种图书、一种期刊或一篇论文，对单件

的资源之外，还包括开放获取资源、第三方资源等。

文献集成的最常见的例子有图书目录、期刊目录、期刊论文

２．２ 资源载体的整合

数据库等。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的集成目录将多格式、对载体

多种载体资源的并行供应，使多载体资源的整合建设和
集成揭示成为迫切的需要。比如就期刊资源建设而言，就有
Ｐ＋Ｅ 模式、Ｅ－Ｏｎｌｙ 模式、Ｐ－Ｏｎｌｙ 模式、Ｅ－ｆｉｒｓｔ＋ＤＤＰ 模式。在

的文献集成在一个目录中，如中科院集成期刊目录集成了电
子期刊和印本期刊。
●

集合：按照 ＤＣＭＩ 集合工作组的定义，集合是任何物

这样的资源建设状况下，将出现纸本资源和电子资源共存，相

理或数字对象的聚集［３］ 。对集合进行集成揭示的方式有：①

互交叉和相互补充的状况。

建立集合目录，也就是集合的集合，供用户查找某个特定的

２．３ 资源内容的整合

集成；②用技术的方式实现集合的统一检索，如跨库检索系

中国科学院科研机构具有地理位置分布广，学科内容相
互交叉的特点。在进行资源建设中，需要从资源学科内容出
发，对中科院用户的需求广度、频度、强度等进行分析和评

统；③在对集合进行统一的描述和揭示的基础上，实现统一
的检索，如英国的 ＩＥＳＲ 系统［４］。
●

服务：表示数字图书馆提供的网络服务，一个服务可

价，针对不同需求的资源，采用不同的购买和开通模式。比

以包含一个或多个资源集合。对服务进行集成的技术包括简

如，对于主要学科的检索数据库和综合性核心全文数据库，在

单的服务列表，Ｗ３Ｃ 建立了一套完整技术体系，实现服务的

全院有普遍性、经常性需求，采取全院开通模式；对于面向学

集成，这套技术方法也可以应用到数字图书馆服务集成上。

科领域的核心全文数据库，在大学科领域有经常性需求，采取

３．２ 集成揭示的方式

按学科范围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所开通；对于数学、天文、空间

集成揭示方式可以分为：

技术、海洋、能源等学科的全文数据库，在专门专业领域有经

●

常性需求，以相关专业研究所为核心的特色分馆机制开通。

２．４ 服务模式的整合
文献资源的服务模式包括电子资源的即查即得、电子和
纸本文献的原文传递、图书文献的馆际互借等。服务模式是
资源建设的延伸和补充，资源建设需要与服务模式建设相结

集中式 ：将被揭示对象的元数据集中到一个物理数据

库中。
●

虚拟式：实际上没有一个物理的集中数据库，只是在

检索时对多个系统进行检索，将形成临时的集中检索结果进
行显示，例如常见的跨库检索机制。
●

集中与虚拟相结合：这时各个分布系统有自己的揭示

合，才能在有限的经费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

机制，但通过一定方式将这些分布系统的元数据收集到一个

２．５ 资源类型的整合

集中的揭示机制里，人们实际可以通过集中揭示机制来检索

文献信息资源包括全文数据库、文摘数据库、期刊、图

和获取，也可以通过对具体的分布系统本身进行检索来获取

书、会议文献、专利、研究生参考资料等。中科院是国家级

信息对象，例如 ＯＡＩ 元数据搜索服务。

科研机构和国家科技人才的培养基地，用户的类型多样化，对

３．３ 集成揭示的深度

文献信息资源的需求也各不相同，因此从文献资源类型出发

从现在的实践看，集成揭示深度至少体现在三方面：

的整合化建设也是文献资源整合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

综上所述，通过中科院全院文献资源的整合化建设，将
使全院文献资源在内容、类型、格式和地理位置等多纬度的

揭示信息（元数据）丰富程度：即描述被揭示对象的

元数据内容是否丰富。
●

揭示对象调用能力：是否可以通过在元数据中嵌套的

分布更趋合理。在这样一个资源布局下，需要对中科院全院

标识符（如 ＤＯＩ、ＯｐｅｎＵＲＬ 等）来灵活调用被揭示的信息对象。

文献资源进行集成化揭示，才能更有效地满足全院用户的个

这个能力实际上还反映在多个方面，包括：能否直接调用信

性化需求。

息对象 ；在调用中能否根据情景来判断调用对象和调用方法。
实现情景敏感的对象调度常用的是建立调度情景的知识库，

３

文献资源集成揭示模式分析

并结合 ＯｐｅｎＵＲＬ 协议，实现根据用户使用情景的目标资源的
动态调度。

由于集成揭示对象的不同、实现方式的不同以及达到集
成揭示的目的和效果的不同，集成揭示可以有多种实现方式。

９４

●

信息对象的关联揭示能力：从一个信息对象，根据特

定的关联体系，用户可以扩展到其他在知识内容上相关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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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对象。实现从知识内容方面的关联的主要途径是建立并应

文期刊、学位论文等。

用知识组织体系。知识组织体系不仅可以深入地揭示信息对

●

全文电子资源：包括全文电子期刊、全文电子图书。

象知识内容，而且能揭示与这个信息对象在知识体系上相关

●

电子数据库：除全文数据库外，还有大量的检索类数

的其他信息对象。

据库需要集成，如剑桥科学文摘数据库。
●

４ 对中科院文献资源集成揭示体系的思考

内部资源：在科研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灰色文献，比

如研究报告、项目报告、技术报告等，这些灰色文献是非常
有价值的文献信息资源，也是需要加以揭示，并在一定的授

出版模式和资源建设模式转变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文献资源集成揭示体系建设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下面

权范围内提供使用的。

４．３ 中科院文献资源集成揭示的信息类型

从中科院文献情报体系的结构特点、用户需求特点、资源建

为达到提供用户集成的文献信息服务的目标，笔者将文

设模式特点和资源服务模式特点出发，对中科院文献资源集

献信息资源集成揭示体系中需要揭示的信息分四个类型：信

成揭示进行总体规划和设计。

息对象的元数据描述、馆藏信息和开通信息、服务管理型信

中科院文献资源集成揭示体系需要集成揭示科学院范围
的馆藏印本资源、电子资源、开放获取资源、第三方资源等
可以用来为科研用户提供信息服务的资源。
中科院集成揭示体系需要提供用户灵活、高效、情景敏
感的信息服务，可以为用户定制或选择合适的目标资源或服

息、资源关联和组织型资源。
●

信息对象的元数据信息：对信息对象的属性的描述与

揭示，提供用户发现特定的文献信息，包括印本文献、电子
文献的元数据信息，如学位论文元数据等。
●

馆藏信息和开通信息：馆藏信息是指印本文献的收藏

务。所以集成揭示体系在揭示文献信息资源的同时，需要揭

单位，馆藏信息即可以为单个图书馆文献借阅提供信息，也

示非文献类信息，如机构信息，用户信息；需要揭示各种信

可以服务于馆际互借和原文传递。电子资源的开通信息即可

息的关联，比如全文电子期刊与全文电子数据库的关联，机

以作为用户直接获取电子文献提供服务，也相当于印本的馆

构与开通信息的关联等。

藏信息，可以提供原文传递服务。

中科院集成揭示体系需要对揭示的信息对象进行知识内

●

服务管理型信息：服务管理型信息包括用户的信息，

容的深度揭示和关联，使用户可以从知识角度出发发现相关

如用户识别号、姓名、用户类别、所在机构；机构信息，如

信息资源。

机构名称，ＩＰ 地址等。这些信息虽然不是直接为用户服务的

所以，中科院集成揭示体系建设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

文献信息，但在整个集成揭示系统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馆际

行考虑：

互借和原文传递系统、联合目录系统、情景敏感的集成期刊

４．１ 中科院文献资源集成揭示的范围

目录系统都离不开这些信息的支持。

首先，中科院文献情报系统由国家科学图书馆和近百个

●

信息对象关联和组织型资源：包括知识组织体系和规

研究所图书馆组成，是一个业务上由国家科学图书馆统一领

范体系。知识组织体系从知识内容出发将相关资源集成到一

导的图书馆联盟。中科院文献情报系统的资源和服务的整合

起，规范体系从名称角度，将同一创建者的信息对象集成到

为中科院全院的科研创新提供文献信息资源服务。所以中科

一起。虽然在元数据描述中已包含了一部分信息资源间的关

院文献资源集成揭示在范围上要包括科学院各研究所图书馆

联，但从知识内容和信息的创建者出发进行的关联与集成是

收藏的印本文献资源和电子信息资源。

集成揭示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其次，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是国家科技图书文献
中心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的资源作为全
国范围共享的资源，是可以提供全院科研人员使用的。所以，

５ 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集成揭示系统的实
施策略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的资源也需要在集成揭示系统中加以
揭示。

５．１ 文献资源集成服务系统目标情景描述

另外，开放获取资源和友好合作单位的资源可以作为全

文献资源集成揭示体系建设的目标是提供用户集成的信

院文献资源的补充，也是提供用户服务的重要资源，集成揭

息检索和获取服务。集成服务系统要达到的目标服务情景描

示系统中也需要揭示这部分资源。

述如下：

４．２ 中科院文献资源集成揭示的对象

５．１．１

从多年文献资源建设成果来看，目前需要集成揭示的资
源包括：
●

馆藏印本资源：包括印本的中外文图书、印本的中外

集成检索 提供用户对图书、期刊、期刊论文、学位

论文、网络资源、研究报告等各类文献的检索。集成检索系
统根据用户的检索请求，需要调用各种不同的数据库，比如
检索图书需要调用联合目录数据库，检索西文期刊论文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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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的期刊论文数据库。支持集成检

数据、读者信息的集中统一管理；通过特殊的联盟机制，实

索的数据库可以是本地的，也可以是远程的；可以是自建的，

现全院集成检索服务、馆际互借和原文传递服务、统一采购

也可以是购买的、第三方资源或开放获取资源。集成检索系

服务；在这样一个系统上，实现全院范围的全面和规范的文

统应用跨库检索系统，可以实现对多个数据库的统一检索。

献资源利用的统计分析。

５．１．２

根据情景，提供用户最合适的资源和服务 检索系统

５．２．２ 灰色资源的集成揭示体系建设 中科院每年在科研过

查询到用户需要的资源后，可以根据用户身份和权限、资源

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非正式出版的文献资源，比如项目开题和

的状况，提供用户获取资源的最佳方式。比如用户检索期刊

结题报告、非正式发表的论文、非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博

论文，系统可以根据用户身份判断该用户是否具有对某个全

硕士论文、博士后研究报告等。另外，对于大量的非文献类

文期刊的获取权限，如果用户有全文获取权限，首先提供用

信息，如科研仪器和设备、科研试剂、实验动物、标本、科

户全文连接地址。如果用户没有全文可以获取，系统自动判

研数据、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科研动态、科研新闻等，这

断用户所在单位是否定购该期刊，该期刊是否到馆，如果是，

些信息是科研人员在科研过程中非常需要的信息资源，也是

可以告诉用户直接到所在单位的图书馆借阅。如果用户所在

需要进行揭示并提供科研人员的查询服务的。灰色资源的揭

单位没有收藏此期刊，可以提示用户是否需要原文传递，用

示又可以分三个部分：①博硕士论文数据库。收录科学院全

户可以直接提交原文传递请求。

院的博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博士后研究报告的电子版全

５．１．３

文，在合理的版权保护和使用制度下，提供全院范围的服务。

资源间的关联 用户检索到目标资源后，可以通过各

种关联机制，继续查询相关资源。比如根据元数据中的相关
资源描述，根据知识组织体系的关联等。

②机构仓储。建立机构仓储系统保存机构内部的非正式发表
的论文、研究报告，并在一定的条件和范围内提供服务。 ③
非文献类信息的组织和揭示。使用本体技术和语义门户技术，
组织和揭示包括科研仪器设备、科研人员和机构等在内的非
文献类信息。
５．２．３

规范体系建设 建立联机联合加工的规范数据库，实

现全院范围的联合的规范数据库建设和维护更新。规范库应
用于全院各种类型资源加工的规范，通过规范数据库实现集
成服务系统中资源间的链接和统一检索。
５．２．４ 知识组织体系建设 由于目前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提
图１

集成服务流程

供用户的资源类型广泛，各种资源依据的知识组织体系各不

５．１．４ 实现与外部系统的集成 集成揭示系统提供多种接口，

相同，建设集成的知识组织体系，可以实现从学科体系出发

实现从外部系统到集成系统的连接。主要应提供的接口有：

对多种资源的集成揭示和检索。可以仿照欧洲 Ｒｅｎａｒｄｕｓ 项目

Ｗｅｂ 服务接口、Ｚ３９．５０ 协议接口、ＯｐｅｎＵＲＬ 接口、唯一标识

的经验，选取一个核心的知识组织体系，通过映射的方法，将

符接口等。系统可以实现的连接包括从搜索引擎到集成服务

其他知识组织体系集成到核心的知识组织体系之下。

系统的连接，从商业数据库到集成服务系统的连接，从友好
合作单位的连接服务器到集成服务系统的连接等。
图 １ 是集成检索系统服务流程示意图，实线表示用户流
程，虚线表示系统流程。

５．２ 中科院集成揭示体系建设的实施步骤和策略
５．２．１ 基本文献资源的集成揭示体系建设 建设全院统一的
文献资源揭示系统，用一个统一的系统，实现全院所有单位
的资源的揭示和服务。公共揭示系统应达到如下目标：实现
单个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采购、编目、期刊收登、流通等所
有工作；实现电子资源和印本资源的统一和集中的揭示；实
现全院的采购信息、书目信息、馆藏信息、签到信息、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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