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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图书馆服务系统：功能评价与愿景展望 

殷 红 刘 炜 

摘 要 近年来国外崭露头角的“新一代图书馆服务系统”是对现有的、以纸质文献为主要馆藏的图书馆业务和服务的 

一 种升级，具有“全媒体”资源管理能力、完整的业务流程管理能力和“全网域”的资源发现能力。从技术上看“新一代图 

书馆服务系统”的特点是采用SOA(即“面向服务的架构”)和云计算技术。本文结合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以及当前各 

类“复合型”图书馆所面临的管理和服务需求，指出未来图书馆系统应具备资源管理、流程管理和资源发现的功能，其中 

资源发现是其核心。图书馆员应充分参与到“新一代图书馆服务系统”的开发研制中，使图书馆成为一个知识发现和知 

识创造的平台。表 l。参考文献7。 

关键词 图书馆服务平台 数字图书馆 新一代图书馆服务系统 资源发现 

分类号 G250．71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Library Service System ：Functions，Visions 

and Prospects 

Yin Hong& I_iu W e 

ABSTRACT The emerging new generation oflibrary service system abroadin recent yearsis an upgrade ofthe existinglibrary 

operations andservices havingpaperliterature asitsleading collection．The new system hastheabilitytomanage resoul'ees inall 

media，the ability to nlan~e overall operation process，and the ability to find r℃sources in all domains．From a technological 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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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问题 新需求 

图书馆行业正在进入计算机管理系统全面更 

新换代的升级和转型时期。作为知识的“海洋”和 

“宝库”，其知识载体类型越来越丰富，数字资源在 

馆藏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比例，图书馆向读者提供 

的服务也越来越多种多样，“复合型”图书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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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图书馆向数字图书馆过渡的一种中间形态，正 

借助于新一代图书馆管理系统的成型和应用，逐渐 

完成其历史使命，向以数字资源服务为基本方式的 

数字图书馆全面过渡。 

当数字资源还被称为“电子资源”的时候，就 

已经给图书馆的资源管理和服务带来很大挑战。 

磁盘、光盘(包括随书光盘)等磁光介质媒体，还能 

以MARC编目，并被纳入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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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理和流通。而后来独立于介质的数字资源(如 

各类数据库、电子书、电子期刊、学术论文、开放存 

取资源等)进入馆藏，图书馆的整个业务流程就乱 

了，不论是数字资源的采订、编 目、典藏还是流通， 

是856字段链接或是 SFX全文获取，都只是权宜 

之计。 

由于越来越多的数字资源并不需要图书馆将 

其物理载体收纳至本地即可提供服务，资源的“拥 

有”和“存取”对于读者并无区别，因此什么是馆 

藏，什么不算馆藏，边界已十分模糊。读者的需求 

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很大改变，远程访问、移动阅 

读已十分普遍，版权管理和用户的访问权限管理也 

变得复杂，图书馆的主要矛盾已不是信息资源的匮 

乏与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而是信息资 

源的泛滥、无序以及存取障碍与读者选择和获取之 

间的矛盾，图书馆必须提供更准确、更方便、更人性 

化的服务。 

在这种形势下，原有的“图书馆集成管理系 

统”(ILS)已完全丧失了“集成”性。原有的被“集 

成管理系统”固化的图书馆业务流程，即采访、编 

目、典藏、连续出版物管理、流通、馆际互借、OPAC 

等，在数字馆藏环境中，已失去了“规范性”。“图 

书馆集成管理系统”既无法管理全媒体时代图书馆 

所需面对的所有馆藏类型，也无法管理与数字资源 

相关的获取、揭示、入库、整合、利用等生命周期整 

个过程的业务流程。最根本的是，它无法为图书馆 

向读者提供必须的服务给予完善而有效的支撑，它 

缺乏统一用户认证、门户建设与管理、资源整合与 

发现、统计分析与反馈优化等必要的模块和功能。 

这些都导致传统的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必须发生 

质的改变。 

2 新系统 新特点 

业界的开发和应用现状表明，“新一代图书馆 

服务系统”正呼之欲出，有的称为“图书馆服务平 

台”(LSP：Library Services Platform)，有的称为“全 

网域管理解决方案”(WMS：Web Scale Management 

Solutions)、“一体化管理系统”(UMS：Uniform Man 

agement Systems)、“统一资源管理”(URM：Unified 

Resource Management)系统等。虽名称各异，其实 

质还是一样的，就是对现有的、以纸质文献为主要 

馆藏的图书馆业务和服务的一种升级，本文统称为 

“新一代图书馆服务系统”。 

“新一代图书馆服务系统”之新，主要体现在 

三个方面： 

(1)“全媒体”资源管理能力。传统 ILS围绕 

印刷型馆藏而设计，而新系统除继续支持印刷型馆 

藏的管理Y--~b，还纳入了数字馆藏生命周期管理和 

适应复合型图书馆管理而发展起来的“电子资源管 

理(ERM)系统”，进一步进化为统一的资源发现系 

统(参见下文)，真正成为适应数字图书馆需求而 

提供业务和服务支撑的资源管理平台。 

(2)完整的、媒体无关的业务流程管理。传统 

ILS以MARC数据的处理为核心和工作流控制， 

MARC能够涵盖所有“传统的”资源类型，但不适合 

描述数字资源，ERM可以管理“电子资源”，但不包 

括采订流程，而新系统必须支持完整流程和各类全 

新的开放元数据格式和数据交换协议，才能涵盖所 

有数字资源业务管理的需求。当然因为新媒体资 

源会不断发展而层出不穷，业务流程和模式也会千 

差万别，因而新系统在考虑工作流的统一性基础 

上，“灵活可定制”的需求也是必须考虑的，面向服 

务的架构(SOA)正是最适合的方式。 

(3)‘‘全网域”的资源发现能力。传统ILS以 

图书馆的业务管理为出发点和着眼点，注重流程的 

规范化，书目检索系统(OPAC)是向读者提供的唯 

一 工具。而新系统以读者的行为为中心进行设计， 

强调各类资源的统一揭示和“发现”能力，不仅提 

供馆藏资源和订购的“可存取”资源的发现，同时 

可提供开放存取以及互联网上未订购资源的发现 

(类似于学科搜索引擎，通过资源发现服务商提供 

的云服务实现)；在技术上提供更多的分面乃至可 

视化展现，具有类似于搜索引擎“一键直达”的检 

索以及提供多种入口的“二次发现”工具，系统的 

体系结构更加灵活，模块化程度更高。可以说资源 

发现的界面就是新系统的 OPAC。 

目前被称为“新一代图书馆服务系统”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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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六家公司的六种产品(见表 1)： 

表1 当前六大“新一代图书馆服务系统”比较① 

公司和产品 类型 完成度 索栉 本地安装 主耍功艟锲拱和劈席 毫任类墼 矗 菜钒 
采订、流通、编 目、互借、ERM、分 

换代产 析、报表、知识库、开放API、移动、 

OCLC的 多语种、RDA、电子书，资源发现可 Pepper- 品全新 2
0D9．4 云服务 不可 所有类型 

WMS 选，有限支持 FRBR和关联数据， dine大学 开发 

无保存功能，框检索开发中。全 

网域管理和发现 

采订、流通、编 目、互借、ERM、分 

换代产 不可 析、报表、知识库、开放API、移动、 

Ex Libris的 多语种、RDA、电子书、框检索、视 不适用公 波士顿 
品全新 2O11．1 云服务 (Priino 

ALMA 频流、保存，资源发现可选，有限 共馆 大学 开发 可) 

支持FRBR和关联数据，预约功能 

开发中。合并工作流 

采订、流通、编 目、互借、ERM、分 

ProQuest／Serial 换代产 析、报表、知识库、开放API、移动、 

品全新 013 云服务 未知 框检索，资源发现可选，支持 RDA 所有类型 

的INTOTA 和FRBR正在开发，无保存功能。 开发 

知识库驱动的支持“多租客”软件 

模式的SaaS服务 

采订、报表、开放 API、知识库。流 

开源系 通、编 目、ERM、框检索正在开发 仅适用学 63个基金 

Kuali的0U￡ 开发中 SaaS 可 中，资源发现功能可选，支持关联 会成员 统 术馆 

数据。完全开放的架构，打破图 图书馆 

书馆与其他信息系统的隔阂 

采订、流通、编 目、互借、预约、 

Innovative 
ERM、报表、知识库、开放 API、移 

版本进 动、多语种、RDA，资源发现可选， I
nterfaces的 20l1．4 SaaS 可 所有类型 化 

不支持关联数据和FRBR，无保存 
s1Ef 

功能，框检索功能有限支持。用 

开源开发，SOA组件 

采订、流通、编 目、互借、ERM、报 

表、开放API、移动、多语种、RDA、 

VTLS的 版本进 FRBR、电子书、框检索、视频流、保 香港公共 
2D13 SaaS 可 所有类型 

0PEN SⅪES 化 存，有限支持关联数据和预约功 图书馆 

能，资源发现功能未知(该公司有 

Chino) 

① 整理自：Carl G The future oflibrary systems：Library services platforms[J]．Information Standards Queerly，2012， 

24(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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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六大系统分为两类情况：一类(前四种) 

是完全从头全新开发的，采用了 SOA和云计算等 

最新技术(参见下文)；另一类(后两种)是通过对 

原有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的重新设计和版本更新 

演进而来的，也支持云服务。从目前为数不多的应 

用来看还很难评判这两类孰优孰劣，并且除了 

OCLC的WMS和 Ex Hbris的 ALMA之外，其他的 

还处于边开发边应用的阶段，虽然号称已经有很多 

用户，但从介绍来看产品还没有完全成型。 

从功能模块上看，这些系统呈现出明显的趋 

同性，但距离传统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的标准化流 

程，还有不小的距离。很多公司的多个产品之间功 

能重叠、模块重复现象较为严重。一方面强调其开 

放陛，某些模块可以采用其他公司的产品，另一方 

面又强调自己的独特陛，显示出目前这些产品的不 

成熟。例如资源发现，有些公司由于有单独的产 

品，或能够支持其他资源发现产品，就成为可选模 

块。而且细究起来，一些功能的实现程度和方法还 

是有很大差别，因此在选择时从技术角度详细考察 

还是非常必要的。 

OCLC的WMS由其全网域(Web Scale)书 目 

系统WorldCat发展而来，增加了本地馆藏管理和 

流通等功能的业务流支持，功能模块较为简洁。它 

是最早(20o9年4月)宣布支持“云服务”的新一代 

图书馆服务系统，2013年 3月已经支持了100家图 

书馆的日常运作①。 

Ex Libris的ALMA是抛开该公司非常成功的 

eph系统而另起炉灶开发的下一代系统，为落实 

“统一资源管理”的理念，并充分利用该公司旗下 

的相关产品，例如负责资源发现的 Primo和全网域 

发现的Primo Central服务、推荐排序服务 bX、负责 

数字资源永久保存管理的 Rosetta、负责 ERM的 

Verde、负责数字内容管理的DigiTool，以及其业界 

领先的 OpenURL链接技术和元搜索MetaLib等，在 

各类模块的相互协同整合方面应该具有一定优势， 

但也存在边界不清、功能重叠的问题。A圳A系统 

号称不适合公共图书馆，其最早的一批用户包括波 

士顿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知名的研究型图书馆， 

都是作为合作伙伴一边开发一边试用，至2013年 4 

月 30日，ALMA已经拥有了150家用户②。 

Kuali的OLE(Open Library Environment)是由 

基金会支持的开源系统，其中应用了大量的新技 

术，例如关联数据技术，以及一个开放的数字资源 

登记注册的知识库 GOKb(Global of Knowledge- 

base)，这是其最有特色的地方。虽然还未开发完 

成，但加入该基金会的 63个成员图书馆已经在使 

用了。 

Innovative Interfaces公 司 的 Sierra Services 

Platform发布于2011年4月，源 自其 Millennium系 

统，但架构更开放，大量采用了开源工具，例如数据 

库采用了PostgreSQL，搜索引擎用的是 Lucene，并 

全面开放各类 API供应用混搭。号称已经有来自 

700多家图书馆的206个合约，使其成为目前用户 

最多的新一代系统。 

3 新技术的采用及升级策略 

图书馆行业一直是信息技术应用的先锋。早 

在上世纪 70年代就发明了MARC数据标准的磁带 

格式，8o年代应用了以UNIX为操作系统的主机一 

终端系统，作为书目数据电子化的基础。9o年代 

是客户机／服务器模式 +关系型数据库的鼎盛时 

期，客户端普遍采用了 Windows图形界面。90年 

代末互联网技术开始普及，图书馆的目录系统很快 

就应用了标准化的“瘦”客户端模式，即Web浏览 

器方式，提供 OPAC书目检索功能。21世纪的第一 

个十年刚刚过去，图书馆又进入了移动计算 +云服 

务时代，无论是主动应对还是被“裹挟”，“新一代 

图书馆服务系统”自然会充分利用新技术带来的优 

势，将以往的功能带人，并拓展耨的功能。 

① 参见：http：／／www．ode．org／en—US／news／releases／2013／201316dublin．html 

② 参见：http：／／www．exlibrisgroup．corn／default．asp?catid=％7B337F23ED-722A-45C2一B6DD-29842B7D5B13％7D& 

details
_

type=1&itemid=％7BFff'／C6C31-4B25-4460—83C9-8AC01780D968％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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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上看，新一代图书馆服务系统有两个 

主要特点： 

(1)采用 SOA(即“面向服务的架构”)。主要 

指一组松散耦合的(可以是分布式的)组件在完成 

各自功能的基础上，还能提供一些基于组件之间彼 

此通信的“额外”服务。这里的通信是指数据交 

换，并且彼此能协调合作。SOA通常是一种 Web 

服务，多系统的互操作和共享数据普遍采用开放 

API方式，使得系统不依赖于软硬件，不依赖于特 

定开发商，系统的迁移升级能够逐步进行。 

(2)采用云计算技术。由于图书馆行业的公 

益性、共建共享以及集约化要求，云计算技术能使 

图书馆行业的整体融合度和一体化程度大大增强。 

这并不是说个体图书馆就没有存在价值，而是作为 

整个服务体系末梢的个体图书馆，其背后更容易获 

得整个行业的支持。云计算技术能够在各个方面 

强化图书馆行业的整体性和服务的协作性，有利于 

实现信息资源的全域管理和发现、服务的全球化和 

SoLoMo(社会化、本地化和移动化应用)等，这些涉 

及图书馆业务和服务方式的根本『生变化，都将体现 

在新一代图书馆服务系统中。 

值得注意的是，I，I'技术的升级非常类似于地 

质岩层的累积，不同的岩石即代表了不同的年代， 

新地质年代并不是对过去的否定，而是一种延续和 

拓展。原有的技术成为底层技术，新的技术在其支 

撑下向着更高效、更能满足需求的方向发展，这常 

常是需求选择的结果。对于地质年代的更迭来说， 

计算机技术简直是以光速在发展，且有不断加速的 

趋势。c／s向B／S的过渡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现 

在已开始向云计算的过渡。前述六大“新一代”图 

书馆服务系统，全面采用了云计算，虽然对云计算 

的支持并不彻底，还十分强调对过去“遗 留系统” 

的兼容，“过渡”形态还比较明显。 

传统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对行业的最大贡献 

是在统一数据格式 MARC的基础上，为所有图书 

馆提供了一套标准化的工作流程，使图书馆行业很 

早就实现了全面的“信息化”。企业界直到十多年 

前开始普及ERP和 CRM时才赶上和超越。企业 

界采用信息化战略主要是迫于竞争压力，而图书馆 

作为一项公益性事业，其升级并非因为市场竞争， 

而是出于职业使命的驱使。当人类的文字记录和 

社会知识都是以数字形式存在时，当读者和用户都 

习惯于通过网络和移动设备获得信息进行学习时， 

图书馆如果不能实现数字化转型，它就无法在信息 

时代继续实践保存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 

科技隋报和开发智力资源的历史使命，图书馆也就 

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数字化对于当今图书馆，不仅具有工具的意 

义，同时也是图书馆的处理对象和服务内容。这就 

使其必须紧跟信息技术发展的潮流，并要力争成为 

弄潮儿。 

传统图书馆面临解决数字资源的问题，一开始 

大多围绕 ILS增补对于电子出版物和数字资源管 

理和 服务 的功 能做 起，例 如采 用 856字 段、 

OpenURL(SFX)链接原文方式提供数字资源的服 

务。随着全文资源越来越多，发展为采用单独 

ERM(电子资源管理)系统，同时外挂支持分面展 

示，以及包含封面、书评甚至目次的OPAC 2 0。 

新一代图书馆服务系统是以资源发现为中心， 

其他子系统(全媒体资源管理、业务流和保存)可 

以认为是为读者的资源发现服务的。传统 ILS的 

印本管理流程被纳入其中作为业务流的一部分(也 

可能完全融人到新系统中)，传统印本资源作为新 

业务流程中资源的一种。资源发现不仅是发现本 

馆订购的资源和本馆自建的特色资源，而且能从 

“全网域”(Web S~~tle)发现本馆没有的资源，通过 

馆际互借或原文传递满足读者的进一步需求。 

由此可见，过渡到“新一代图书馆服务系统” 

可以采取两种路径：①通过原有ILS逐步开发完 

善、版本进化，逐步到位；②通过购买和部署全新的 

系统而实现一步到位。如果把完全重新开发的新 

一 代图书馆服务系统作为一种“革命”的话，在对 

原有ILS修修补补的基础上结合资源发现系统的 

解决方案，就是一种渐进的“进化”模式。在现有 

面向服务的架构(SOA)下，只要系统的顶层设计合 

理科学，模块选用符合技术规范，这种模式就能很 

好地解决多系统之间的融合和互操作问题，这应该 

是信息技术在升级换代时期最为稳妥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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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可以把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大 

致分为资源管理、流程管理和资源发现三大部件， 

其中与读者关系最大的是资源发现，图书馆服务系 

统向读者呈现的所有功能和服务，都是通过资源发 

现系统来实现的。资源发现 目前是图书馆 自动化 

领域最为活跃的热点领域，当前的趋势是仅仅提供 

资源发现的软件工具(例如Ex Libris的Primo、Ser- 

ial Solutions的 AquaBrowser、InnovatiVe Interfaces的 

Encored和Endeca、VuFind等)已经远远不够了， 

必须结合“大数据”规模的元数据库的搜索服务， 

通常是通过SaaS的云服务方式实现(更准确地应 

该称之为 DaaS：Data as a Service)，可以称之为“资 

源发现服务”。目前市场上的资源发现服务主要有 

Serial Solutions的Sum．~n、Ex Libris的 Primo Cen— 

tral、EBSCO Discovery Services和 OCLC的 World． 

Share Management Services四家公司的四个产品， 

竞争十分激烈。国内也有一些尚在开发中的类似 

系统，如超星发现、万方学术搜索、CALIS的 e读以 

及国家图书馆自用的文津系统等，对于中文资源的 

发现有一定的优势。当然这些资源发现工具或服 

务的独立性都很强，大多数都能与各类图书馆系统 

很好地结合，其中支持云计算和SOA架构的系统 

通常能够与“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结合得更好。 

4 评价与展望 

任何图书馆管理系统都必须以图书馆的核心 

价值为基础，以图书馆的愿景和使命为目标。新一 

代图书馆服务系统应能够帮助图书馆行业保持信 

息技术应用的领先优势，支持其各项职能的实现。 

十多年来，图书馆行业一直处于应对挑战的 

迷茫期，其职能使命是否还能够继续达成，或者是 

否会有其他社会机构来进行分担，还存在很大的变 

数。新一代图书馆服务系统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目前已经基本成型，说明业界对未来已形成一种趋 

同的共识。可以认为经过十多年的摸索，我们对数 

字时代图书馆的业务和服务模式已有了一定的认 

识，使我们能够通过系统软件的开发实现业务和服 

务流程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这让我们看到了行业 

走出低谷的曙光。 

然而应该说这种尝试刚刚开始。我们要看到， 

数字时代各种类型图书馆之间的差异性更加明显： 

公共图书馆向社区文化中心发展，并更加依附于总 

分馆或联盟的互相帮携，电子书借阅成为其具有业 

务传承意义的新的增长点；大学图书馆一直朝着无 

纸化信息枢纽和学习中心的方向发展，然而近年来 

随着移动计算的普及，其设立的“学习共享空间” 

(I~arning ColTllnons)也出现了上座率不高的现象； 

研究型图书馆向来就是数字化服务的先锋，其“融 

人环境、嵌 过̂程”正在取得成效，数据策管(Cura- 

tion)和大数据分析等新的要求给图书馆的服务深 

度带来严峻挑战；一些保存型图书馆正在将人文社 

会历史类的资源开发为网上公益性的学习交流资 

源(如新开放的美国公共数字图书馆 DPLA)。这 

些需求差异巨大，很难通过一套产品化的“新一代 

图书馆服务平台”得到完全的满足，这也是上述六 

大系统主要还是面向“学术图书馆”的需求、有的 

甚至公开强调不适宜公共图书馆使用的原因。当 

然，这些系统普遍采用 SOA架构，外挂其他系统或 

模块，实现渐进式升级，也是一种稳妥的选择。 

面对多样性越来越丰富的各类型图书馆，现有 

的“新一代图书馆服务系统”还是一个非常初级的 

起步，尚有许多不足。我们相信，如果没有图书馆 

的直接参与，不在实践中进行尝试、检验和改进，是 

不可能得到业界的认可而普及的。目前图书馆界 

亟需对新模式带来的以下问题进行阐释： 

·云服务带来的数据安全和系统安全问题，特 

别是与国情和习惯有关的困境。完全的云服务在 

国内得到完全的接受，特别是得到大型图书馆的接 

受，尚需时日。 

① Innovative Interfaces的Encore Synergy所提供的篇章级资源发现不是通过集中式的索引，而是通过实时(联邦) 

方式的网络获取，因此把它归入“资源发现工具”。Innovative是通过EBSCO的EDS发现服务把检索结果输入Encore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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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据服务(Data Services)的支持。目前的 

系统还基本以“类文本资源”(Document like Re— 

sources)为主，但数据服务是未来研究型图书馆不 

得不面临的需求，其中包括数据的权利管理和保存 

等问题。 

·嵌人用户知识环境的问题。目前各系统考 

虑了一些社会化网络的功能，但在融人用户环境方 

面的考虑还很薄弱，这对于发挥资源发现的作用是 

非常有效和关键的。 

·对数字资源业务流程的管理。包括数字资 

源来源知识库、采访和整合支持、访问权限管理等， 

由于国内外情况很不同，因此大多数系统对国内的 

支持都附之阙如。 

·对于电子书流通(E．1ending)的支持。国外 

已有Overdrive(3M)这类服务提供，系统可直接挂 

接；国内还未形成模式，需要探讨。 

·对于移动应用的支持。目前的系统功能远 

未做到与服务终端无关的“响应式设计”和“无缝 

链接”，这方面考虑得还不够。 

·对于新型“知识组织”语言的支持。传统的 

分类编目技术在数字资源环境中变成的元数据和 

本体(包括SKOS、FRBR、关联数据等)等语义技术， 

是图书馆行业的核心能力之一，在新系统中尚未看 

到相关支持。 

借用一个古老的比喻，图书馆是知识宝库，同 

时也应该是知识的喷泉。过去碍于载体的限制，图 

书馆员只能通过传递载体来传递知识。图书馆员的 

知识常常只局限于对于知识载体的认识，图书馆员 

的许多美好愿望只能停留于文学想像。而新一代 

图书馆服务系统能够让图书馆真正实现对于知识 

的整序而不是载体的整序，并通过提供知识发现工 

具把过去的想象带入现实。 

然而没有图书馆员的充分参与，再先进的“新 

一 代图书馆服务系统”也不可能成功。图书馆要成 

为一个知识平台，不能只是知识发现平台，必须定 

位于知识创造平台，或至少是知识创造平台的一部 

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图书馆员作为知识工人的 

努力是不可能做到的。好的图书馆员要有足够的 

技术感悟力，同时敏锐感知用户的需求和体验，随 

用户而变，不被厂商绑架，不断优化系统，调整 

服务。 

阿络时代，每个用户都有自己的信息环境，用 

户的信息行为都是通过与环境中各类角色和资源 

的交互而完成，学习和研究的过程是动态的、上下 

文相关的，因此图书馆不可能只是静态地提供一个 

被动的知识空间，而必须充分利用技术，通过馆员 

的服务和用户的参与而实现服务。“新一代图书馆 

服务系统”只有通过这样的形式，才能体现图书馆 

的核心能力并实现其自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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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德国启动“数字信息优先倡议"，以提升数字科研能力 

德国科学组织联盟(Allianz der deutschen Wisse璐h s0rgaIlizationen)在2008至2o12年第一阶段工作基 

础上，于2o13年1月启动第二期“数字信息优先倡议”，旨在促进该国数字科研信息的开放共享与利用。倡议 

包括六方面内容：国家许可制度、国家典藏战略、科研数据管理、开放存取运动、法律法规政策和虚拟科研 

环境。 

该倡议多管齐下，以优化科研数字环境，提升德国数字科研能力。通过将数字信息资源长期可持续保 

障机制，从当前的商业~ (vorherrschenden Geschaftsmodelle)转向“科研友好模式”( 

ehere Modelle)，广泛实现数字出版物的可用性。对德国科研成果，实行国家机构和科研机构同时进行数字 

出版物永久保存制度。改进数据互操作性和元数据交换方式，确保出于科研目的的科研数据访问不受限 

制。为数字科研环境去除财务、技术及法律方面的障碍，协同科学欧洲(Science Europe)和全球研究理事会 

(Global Research Council)共同促进开放出版和开放存取。对德国著作权法提出修改建议，确保开放存取 

的合法权益、努力争取降低对数字出版的税收等限制。提升现有虚拟科研环境平台的映射和分析能力，从 

临时搭建平台过渡到永久I生操作平台(不采取许可证收费制度)。 

德国科学组织联盟由包括DAAD、DFG、HRK、Fraunhofer在内的十家权威机构组成。参与“数字信息优 

先倡议”政策制定的图书馆有：普鲁士文化遗产暨柏林州立图书馆、巴伐利亚州图书馆、萨克森州及哥廷 

根大学图书馆、联邦政府研究部门图书馆，以及来自法兰克福大学、海德堡大学、锡根大学、哈根大学、慕尼 

黑大学、多特蒙德技术大学等高校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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