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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一代图书馆系统"的思考

刘炜

图书馆界近 20 年来一直饱受数字化、网络

化、移动化之苦，新概念与新挑战层出不穷，对

"下-代图书馆系统"翘首以盼、满怀期待，但最

有可能的一个结果是:具有统→业务模块和支持

标准业务流程的"下一代图书馆系统"已失去了

存在的理由和根基，不再可能出现。

当然，目前的各类"相关利益者

系统提供商，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他们也不会

告诉我们事实真相，依旧在兜售他们对图书馆业

务和服务的认识，以及修修补补、东拼西凑的系

统。他们提供的系统虽然采用各类时髦技术用

以支持各类新型应用，但缺乏对未来图书馆愿景

和形态的统一认识，于是千差万别各不相同。

Marshall Breeding 在三年前总结的"下一代系

统"[1] ，现在仍然在痛苦地挣扎，貌似定义了一些

基本模块，却)直元法成为不可或缺的统一整

体，一再推迟的承诺使他们几乎沦为笑柄。虽然

不断昕说有新的装机或迁移，但大多是新瓶装旧

酒，并没有听到多少来自我们同行的掌声和欢呼。

现在的图书馆真的已不再是我们所熟知的

那种图书馆了!

首先，图书馆业务和服务的特殊性逐年减

弱，几乎已丧失殆尽。在万维网和移动应用为主

的技术环境下，图书馆服务与出版发行、电子商

务、物流等行业的服务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围绕

图书馆独有的数据格式 MARC 的业务流程逐渐

变得不重要，因为 MARC 主要针对印本资源，其

本身也在转向各种网络格式，如向基于 RDF 的

BIBFRAME 转变;此外，大量的其它规范标准也都

不敷使用。图书馆行业完全可以不需要专门的

行业性软件系统来提供服务。流行的搭积木、松

散搞合的应用组合方式也为图书馆灵活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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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提供了可能。

其次，不同类型的图书馆之间的差异性越来

越大，甚至大到能包容其它非图书馆行业所经营

的"数字图书馆"。公共馆、高校馆、研究馆以及

各类专门图书馆在资源、服务对象和服务方式等

方面的一致性越来越小，有时甚至背向而行:公共

图书馆作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设施之→，

更加重视保障公众普遍均等的阅读权益;高校图

书馆为配合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学科和主题专深

服务方面不断开拓;研究型图书馆在数据驱动科

研和数字人文大行其道的背景下，进一步细化知

识单元的粒度，探索从语义层面对资源、进行揭示

和组织。总之，各类型图书馆在用户需求和资源

特点方面的不同把图书馆类型学演绎到新的

层次。

图书馆业务的外部技术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上游已不再是传统转型

的出版行业，而是被数字化熔炼一炉的媒体大家

庭;下游也不再是传统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一

边获取信息一边创造内容的"薛定湾的猫"。媒体

融合、万物互联的时代需要行业的大联合和大整

合，需要上下游贯通的"智慧型"服务，而不需要自

成→体、孤芳自赏的独立系统。每-个图书馆都

是真实世界通往虚拟世界的→扇大门，用时髦的

名词就是 020 (Online to Offline) 的界面，其背后是

整个行业乃至相关行业整体力量的支持。

对图书馆而言，应用什么软件系统已经不再

重要，重要的是透彻地了解用户的需求和行为方

式，以及当今技术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从而把图

书馆的职能和效用发挥到极致;对服务商而言，必

须尽快实现从卖系统到卖服务的转变，成为图书

馆前台服务的坚强后盾。国外公司在这方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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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不足，而国内的企业也存在市场规模太小、条

块分别严重的弊端，技术储备的严重不足使他们

无法成功转型为图书馆服务的网络提供商。

这就是目前同内图书馆行业面临的网境:没

有人可以依靠，而必须自己向前走。 下一代图书

馆服务系统虽然没有了统 -的范式，但我们也必

须探索各种时能。

传统的图书馆系统是建立在标准化的业务

流程之上的，而l刽书馆的业务i航程，又是围绕着

标准的书目数据格式而展开，从来(数据准备)、

编(数据创建)、流(数据利用)、OPAC(数据枪

笨t)到期刊管理、典藏管理、蚀'际互借、联合编目

等等，都是罔绕着书H数据而展开。 可以说罔书

馆行业在 40 年前就是数据驱动型( dala driven ) 平11

丽向服务(业务)架构(SOA) ，而当今的阁书馆系

统之所以难以成型，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缺乏标准

统一的数据格式和普遍规范的业务流程。

"十=之瓦"WJ间应该是我们从传统 l组书馆向

资源

虚拟

实体

数字图书馆转型过渡、Fl1盘坐到质变的关键 H‘I

期。 虽然依旧是"复合型罔书馆.. (参见阳 I )刑

期.但很多图书馆用于数字馆藏建设的经费开始

大于纸质馆藏，读者通过网络、于机等方式从|￥l

书馆获取数字资源的数量和1 ~顷次也将扭过传统

资源，资源和服务的重心开始完全向数字化 、虚

拟化倾斜。 作为复合型图书馆的解决方案 .F

代图书馆系统必须芮先解决好也指传统资源在

内的全媒体资源管测。 "i然这个传到过程必须

是全流程的，即覆盖馆藏资源完整生命周期的整

个过程(例如永久保存) 。 同时，其服务重点应体

现在馆藏揭示和资源发现等方丽。 这三个部分

其实是目前得到l公认的下一代系统的主要功能.

但这样就足够吗?从罔 l 叶'我们可以肴到应有很

多宅向点，例如对于空间服务( 如创客空间)的支

持就是明显忽略的。 下一代系统必须能够全而

应对当前图书馆所面临的各种姚11说，从资源、到空

间 、从业务到服务，部必须能够完较支持。

空间

圈 1 复合型图书馆

近二十年来，图书馆界是积极求新图变的行

业之一。 当今图书馆行业所开展的服务 ，大多数

都是以前根本没有的:我们的空间已经改造过多

次:我们的网页也从门户变成平台、进而响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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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嫂索已经如电子商务网站一样提供窝文

本、分面浏览和各类个性化功能:我们对资源的统

一称呼已从文献变成数据;我们的服务已可以在

任何H才问到达任何设备;从传统罔书馆继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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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业务，如阅览、流通和咨询，在方法、手段和

范围方面也有了巨大的不同。满足新需求的新

应用不断出现，原有的"集成管理系统"早已退缩

到众多系统"之一"的地位，老的应用引入了新的

元素而需要重新定义，新的应用如雨后春笋般不

断生长出来。"下一代系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

寻找到各类业务应用之间的内在联系，将其继续

捐合为逻辑土统-的整体。

梳理下→代图书馆系统所需支持的最有特

色的服务，包括以下几类:

1.阅读服务。作为图书馆的最基本的服务，

阅读服务能否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几乎成了图

书馆转型成败的关键。当数字出版已成为内容

生产的主要来源，数字阅读已成为读者最常见的

阅读形式，作为中介的图书馆其实己别无选择，

必须向上下游同时突围，向上游密切关注自媒

体、自出版等非传统内容出版渠道，向下游做好

用户体验和阅读推广，紧紧依靠庞大的用户基数

在产业链中争取一席之地。数字阅读必然是支

持移动和多媒体的，也必须具有社交和互动功

能，这些功能都需要阅读平台的完美支持，因此

图书馆如果要从事数字阅读服务，它的平台必须

在现有流通服务的功能上做很大的延伸和拓展。

2. 空间服务。数字时代如何证明图书馆建

筑空间依旧重要，已成为捍卫未来图书馆实体形

态重要性的严肃课题。以资源为中心的传统图

书馆主要是纸本馆藏，其业务流程必须在物理空

间中完成，突显了载体与形态的捆绑，而掩盖了

图书馆服务也需要空间这样一个事实。数字资

源虽然幻化于无形，但其管理、处理、加工、利用和

交流还是一样需要空间的，人们面对面的交流更

加重要，以服务为中心的数字图书馆不仅需要管

理虚拟知识空间的物化形态，更需要适合不同应

用场景的空间，以便于人们的知识交流。传统图

书馆的会议、讲座、展览空间即属于此类，近年来

不断兴起的主题图书馆、知识共享空间、学习空

间、点子商店 (Idea Store/Shop) 、创客空间、黑客

空间、媒体实验室等，都是有益的尝试。其目的在

于促使各种形态的知识与人群进行交互，从而起

l 皂剧。l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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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学习、交流、信息素养教育、脑力激荡和创新创

造的作用。图书馆的空间是物理实体空间与虚拟

知识空间进行交互的场所，也就是 020 的界面。

在数字时代，图书馆作为一种空间的价值正在引

起高度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正在成为热点。

3. 知识服务。图书馆二直是从事知识服务

的，然而确切地说，现代图书馆主要是通过知识载

体服务来提供知识，而数字图书馆让我们看到提

供真正的知识服务已成为可能。馆藏的细粒度化

和数据化，直接造成图书馆与情报服务的同质化，

情报服务于是几乎放弃了内容揭示与载体提供

服务，而向竞争情报、决策情报、技术情报等专业

性和深度咨询方向发展，而图书馆则扛起了知识

服务的大旗。在形式上，更加贴近用户，从服务流

程上建立学科馆员或主题馆员制度，融入科研或

教学过程;在内容上，实现数据化和语义化，以用

户需求为导向建立包含各类数据资源、软件工具

和服务功能的系统平台，支持数据皮藏、机构库建

设、自出版、统计分析以及可视化展示等;在知识

组织方面，越来越多地采用语义网技术，合作开发

可重用的关联开放数据集，建设并丰富知识服务

所需的基础架构和基础设施。

除了上述三方面的服务之外，另两类图书馆

惯常的服务类型-一咨询服务和典藏服务，也对

下一代服务系统有一定的要求。咨询服务更加依

赖于各类知识库和分析预测系统的建立，跟踪简

报的制作流程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半自动化，面

向普通读者的参考咨询可以采用具有人工智能

和自学习能力的机器人(目前这方面的技术已经

成熟)来实现。典藏服务肩负图书馆的永久保存

职能，对具有大量特色资源的图书馆来说依旧非

常重要，特别是对于数字资源的永久保存。虽然

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相应的法规和制度保障，但

这是图书馆职业的一种基本要求，也是数字时代

我们必须应对的一种挑战。目前，国际上能够满

足国际标准(如 OAIS) 要求的数字资源典藏系统

还不多见。

上述所有的服务看似复杂，其实都可以在统

一的技术架构下，基于万维网的云服务环境下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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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并支持移动设备。因此，只要每一类应用都采

用万维网技术，或留有开放接口，就具有基本的

互操作能力，就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组合起来，人

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各类服务的个性

化体验方面。这仅靠软件系统是无法完成的，还

需要后台有人调试、优化和运营。

我们经常会听到"技术不是问题"的说法，如

果一个单位既没有人懂技术，又从根子里轻视技

术，那就真的有大问题了。不懂技术，就无法真正

理解技术应用的潜力，也就无法了解其对于业务

的潜在影响，应对挑战就是一句空话。如果既不

懂技术，又不懂业务，元知者无畏，这就非常危险

了。当今信息技术迅猛发展，谁也不可能完全掌

控所有技术，但需要对技术有足够的敬畏，以及

一种正确的态度，允许技术人员不断探索、试验。

只有这样，才可能从实践中摸索出一条适合自身

发展的道路，否则被颠覆的可能性将远大于生存

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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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标准化工作的三个着力点

王世伟

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二届委员会

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成立，适逢"十三五"规划的谋

划研制阶段。如何研制规划，我认为发展理念最

重要，因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发展思

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因此，推进

全国图书馆标准化工作首先应当从明确发展理念

着手。从未来五年( 2016-2020 )特定时期的国内

外发展环境、图书馆事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

战，以及全国图书馆标准化工作的发展现状分析，

建议"十三五"时期我国图书馆标准化工作应当树

立三个着力点的发展理念:一是着力于"全面小

康"目标的实现，二是着力于"顶天立地"规划的

制定，三是着力于"面向国际"战略的谋划。

一、着力于"全面小康"日标的实现

对我国而言，"十三五"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什

么，或者说未来五年内社会经济发展的灵魂集中

体现在何处?我认为就是"全面小康"。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确定的"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10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

段，"十三五"规划必须紧紧围绕这个奋斗目标来

制定，全国图书馆标准化工作也不能例外。

联合国第三次发展筹资国际会议于 2015 年

7 月中旬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巳举行，

会议就今后 15 年内世界可持续发展每年所需数

万亿美元的资金筹措问题提出了 100 多项具体措

施和政策建议，通过的《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的核心内容就是构建"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建设投

资"促进机制，这将成为推动社会繁荣和世界发

展的重要一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会议

所取得的成果将为巩固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

系、确保实现"不让任何一个人被全球发展落下"

的目标奠定重要的基础。联合国制定的"不让任

何→个人被全球发展落下"的发展目标和构建

"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建设投资"促进机制的举措，

对中国"十三五"时期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

以及图书馆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不无启示。

就目前我国图书馆事业，特别是公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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