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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图书馆服务平台：新需求与新突破

谢　 蓉　 刘　 炜　 朱雯晶

摘　 要　 图书馆发展正在进入以智慧图书馆为主要特征的第三代图书馆时期，原有的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早已

无法涵盖图书馆的全部业务，出现近十年的“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也不能满足图书馆的所有新需求，而以 ＦＯ⁃

ＬＩＯ 为代表的“第三代图书馆服务平台”是一种全新的模块化应用环境，开放的微服务架构，支持各类基于应用程

序接口（ＡＰＩ）的应用接入，遵循社区驱动的敏捷开发模式。 ＦＯＬＩＯ 由多家平台提供商、系统开发商、软件服务商、

技术服务公司和图书馆等共同组成，不仅能支撑当前复合型图书馆在全媒体管理、全流程管理和全网域发现的基

本需求，而且能灵活地支持未来图书馆的各种已知和未知的业务，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图 １。 表 ３。 参考文

献 ２６。

关键词　 图书馆服务平台　 第三代图书馆　 智慧图书馆　 ＦＯＬ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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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ｏｆ ａｌｌ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ｍｅａｎ ｃｌｏｓ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 ｏｆ ＦＯＬＩＯ ｈ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ｕ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ｎｕｒ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 ｏｐｅ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ａ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ｕｓ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ｓｍａｒ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１ ｆｉｇ． ３ ｔａｂｓ． ２６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ｈｉｒ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ｍａｒ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ＯＬＩＯ．

１　 三代图书馆和三代图书馆系统

从历史上看，现代图书馆已经经历了两代

的发展，正进入一个新的代际更迭时期，吴建中

先生称之为“第三代图书馆” ［１］ 。
第一代图书馆，以资源为中心，以免费平等

向全民提供服务作为立身之本，资源藏用分离，
组织有序，加上规范的职业培训制度和一系列

行业标准，很早就展示出较高的职业化和专业

化水平。 这一代图书馆以向读者提供书刊资料

的“流通”作为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俗称“借借还

还”，成为人们对图书馆工作的刻板印象，一直

影响至今。
第二代图书馆，以业务为中心，更加重视业

务的标准化和成本效益，伴随图书馆建筑的大

开间模数化发展趋势，实现了藏阅一体。 除了

资料阅览、参考咨询之外，又产生了讲座、展览、
培训、上网、电子资源、阅读推广等大量新型服

务。 同时馆藏的媒体类型更加丰富多样，给管

理和服务带来许多新的问题。
第三代图书馆，目前还尚未定型，以服务为

中心是其重要特征，“服务因你而变”“互联网＋”
等用户驱动型变革层出不穷，尤其是催生出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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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等实现的“智慧服

务”形式。 具体特征可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１）空间特征：纸质馆藏的藏与用再次分

离，采用节省空间和管理成本的仓储式密集型

全自动书库成为一种潮流。 同时产生大量主题

空间，如共享空间、学习空间、创客 ／ 黑客空间

（Ｍａｋｅｒ ／ Ｈａｃｋｅｒ Ｓｐａｃｅ），以及专业图书馆的特色

虚拟空间等。
（２）形态特征：主题图书馆和品牌化服务大

量涌现，围绕特藏、活动或专题组织资源、空间、
人员和设备设施，在主题空间中提供某一领域

的全方位深度服务，这些主题图书馆不仅提供

特定领域的跨媒体资源和软件工具，而且还开

展科普、展览展示、培训辅导等活动，还有专家

团队提供深入研究咨询，甚至可帮助进行产品

创新和创业孵化。
（３）服务特征：提供全方位的智慧服务，即

基于用户感知的个性化服务，使图书馆真正成

为读者的第三空间：不仅包括大量基于物理空

间的自助式服务，而且提供数字化知识的虚拟

空间服务，动态情境感知用户的需求，介入用户

环境，更好地提供无缝的知识服务。
伴随三代图书馆的发展，图书馆系统也大

致经历了两代的发展，目前正在形成第三代全

新的系统（见表 １）。 第一代系统以资源管理为

中心，书目数据机读格式 ＭＡＲＣ 的诞生是其标

志性事件，逐渐形成采访、编目、典藏、流通、连
续出版物、目录检索等标准的业务模块和规范

流程，这一时期可以称为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ＩＬＳ）时期。 第二代系

统以业务管理为中心，针对“复合图书馆”的电

子 ／ 数字资源管理与服务，以及“资源发现”等大

量的新需求，开发大量独立的业务系统，作为传

统 ＩＬＳ 资源管理和业务流程功能的补充；一些有

实力的公司开始利用云技术和 ＳＯＡ 架构，将上

述功能整合升级到新的系统中，推出了所谓的

“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ｓ，ＬＳＰ）。 随着近年来对图书馆管理系统的

研发和探索，采用新型技术架构和互操作技术

的“第三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已逐渐成熟，其需

求、功能和形态已基本成型，正在促成图书馆及

相关行业形成新的业务模式和环境生态。

表 １　 三代图书馆及其对应的系统特征

时期 主要特征 系统特点 举例

一代 １９９５ 年以前

以纸质馆藏为中心，免费平等向全社

会提供服务；资源组织严格有序；卡
片目录揭示馆藏；藏用分离；职业化

和专业化成型。

利用计算机处理业务。
从主机终端系统到客户

机服务器系统

南京西路时期

的上海图书馆

二代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

以业务管理为中心，资源和空间的开

放是其特征。 阅览空间大开间模数

化，通透明亮舒适的空间，藏用一体，
机读目录使图书馆业务和行业服务

标准化，ＩＬＳ 普及。

利用网络提供读者服务。
从 ＢＳ 系统到大量独立应

用系统，支持移动应用，
诞生“下一代图书馆服务

平台”

西雅图公共图

书馆

三代 ２０２０ 年—

以用户为中心。 再次藏用分离，主题

图书馆或主题空间大量涌现，联盟协

作，向 ＬＳＰ 过渡，与外部系统（如教务

系统、资源采订系统等）更好地集成，
智慧化服务等。

环境与用户全面感知，利
用云服务和共享知识库

连接所有图书馆、数据资

源和用户，成就“第三代图

书馆服务平台”

芬兰赫尔辛基中

央图书馆（Ｏｏｄｉ）

　 　 本文综合图书馆的需求发展和技术应用进

展，明确提出“第三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概念，
对其内容、特征和适应性进行深入分析。 笔者

认为，仅仅加入了电子 ／ 数字资源管理和资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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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等功能的“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虽然采

用了云计算等一系列新技术，但也只能算是第

二代图书馆系统，或者说是其升级版，因为它仍

旧是以业务功能为中心，而不是以用户为中心。
真正以用户为中心的系统必须具有几乎无限的

扩展能力，提供无限多的个性化可能性，这是智

慧图书馆的要求，这是任何单个企业都无法做

到的，因此必须维持一个开放的、任何公司或个

人都能够参与的应用生态环境，而只有采用了

开放的微服务架构，支持配置各业务系统 ／ 模块

通过程序接口（ＡＰＩ）集成，遵循社区驱动的敏捷

开发模式的“第三代图书馆服务平台”才能做到

这一点。 “第三代图书馆服务平台”不仅要满足

当前复合型图书馆在全媒体管理、全流程管理

和全网域资源发现方面的基本需求，而且具备

足够的灵活性、扩展性和个性化能力，能够支持

未来图书馆大量已知和未知业务，帮助图书馆

实现多样性和差异化发展，支持图书馆之间的

各类合作，如总分馆建设和联盟化发展等，促进

与相关行业形成知识创新的生态环境，最终实

现智慧图书馆，达成图书馆在数字时代的繁荣

和复兴。 第三代“图书馆服务平台”与第一代和

第二代图书馆系统功能的比较见表 ２。

表 ２　 图书馆管理系统功能演化

第一代图书馆 第二代图书馆 第三代图书馆

业务模块
采访，编目，典藏，期
刊，馆际互借

电子资源管理（ＥＲＭ），学科门户，联
盟直借（ＤＣＢ），ＲＦＩＤ，门禁闸机，中
心机房，长期保存，ＵＲＬ 解析，ＯＡＩ －
ＰＭＨ 收割，机构仓储

智能密集书库管理，用户画像，资
源画像，数据分析，科研评价，生物

信息识别，定位感知，智能楼宇管

理（安防监控物联等），数据中心，
空间管理

服务模块

流通，馆际互借，目

录检索 （ＯＰＡＣ），参
考咨询

资源导航，资源发现，联邦检索，原文

下载，自助借还，资源预约，文献传

递，自助打印复印，座位管理，电子书

借阅，共享空间，２４ 小时自助图书

馆，新媒体服务，讲座会议展览管理

阅读推广，大屏显示，数据发布（阅
读报告），数字学术，数据服务，虚
拟学习环境 ＶＬＥ，个性推荐，空间

预约，创客服务

２　 研究现状

图书馆的信息技术应用是一个实践性很强

的领域，并非一个严格的学术研究主题，因此对

该领域的现状进行调研，除了通过通用的文献

数据库之外，一些专业网站、网络媒体、会议视

频及博客等社交媒体也值得关注。
美国著名图书馆技术应用专家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在

２００９ 年就提出“下一代图书馆自动化系统” ［２］

概念，类似的概念还有“下一代图书馆集成系

统” ［３］ 、“图书馆全网域（Ｗｅｂ－ｓｃａｌｅ）管理解决方

案” ［４］ 、“图书馆管理服务系统” ［５］ ，等等，这反

映出当时正兴起新一轮技术替代，传统的“集成

管理系统（即 ＩＬＳ）”或“自动化管理系统（简称

ＬＭＳ）” 等已无法涵盖最新进展。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于

２０１２ 年提出一个新的名称：“图书馆服务平台

（ＬＳＰ）” ［６］ ，很快得到业界的认同，并且流行起

来。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是该领域非常活跃的意见领袖，在
ＡＬＡ 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等多个专业期刊上开

设专栏［７］ ，在社交媒体上也有大量学术通讯和

演讲视频。
相比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英国独立咨询师 Ｋｅｎ 更关注

欧洲的情况。 他基本同意 ＬＳＰ 的提法和包含的

主要观点，如整合数字资源、提供资源发现、基于

ＳＯＡ 规范和提供 ＳａａＳ 云服务是 ＬＳＰ 的基本特征

等［８］ ，但他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和谷歌的 Ｓｃｈｅｍａ．ｏｒｇ 等

项目得到启发，认为通过共享底层模块（如通过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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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数据库建立资源发现系统，或规定必须统一元

数据模式等）建立“集成度更高的应用生态”，比通

过“松散耦合的异构相联”更符合发展趋势［９］ 。
国内关于“下一代图书馆系统”的研究虽然

尚未成为热点，但一直有所推动，主要是国外系

统的市场情况与开发进展的介绍和国内应用前

景的讨论等。 其中，重庆大学、北京大学、厦门

大学、清华大学等几所高校图书馆的作者表现

较为活跃。 有关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１）下一代图书馆系统的产生背景和研发

综述

２０１５ 年，姜爱蓉阐述图书馆系统发展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三个阶段，以及下一代图书馆系

统的缘起、需求、关键要素、设计思路和技术特

点［１０］ ；张云通过近 ５ 年国内下一代图书馆系统

研究的论文，从国外产品功能和实践经验介绍、
电子资源管理、国内 ＬＳＰ 理论探讨、新技术应用

和研发实践等五个方面进行综述［１１］ ；杨新涯等

认为，图书馆服务的升级和转型，促使图书馆管

理信息系统必须由以“书”为核心的管理体系，
转变为以“人”为核心的服务体系，平台化转型

是下一代图书馆的发展趋势［１２］ 。
（２）下一代图书馆系统功能需求和应用情况

２０１０ 年，北京大学的朱本军、聂华以北京大

学图书馆试验、部署和测试下一代图书馆界面

产品为例， 总结和分享图书馆在部署下一代图

书馆发现与获取界面方面的经验［１３］ 。 田晓迪、
孙博阳认为，以 Ａｌｍａ 为代表的下一代图书馆服

务平台具有一定的技术领先优势，但在实际应

用时需结合各馆实际进行本地化定制［１４］ 。 而刘

素清则认为市场上尚无令人完全满意的产品，
ＷＭＳ、Ｓｉｅｒｒａ 和 Ａｌｍａ 在国内应用都有各自的缺

陷［１５］ 。 殷红、刘炜对新一代图书馆服务系统的

功能评价与愿景展望进行探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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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资源发现应成为“新一代图书馆服

务系统”的核心［１６］ 。 此外，围绕 ２０１６ 年底刚上

线的重庆大学智慧图书馆系统及平台，杨新涯、
许天才等团队发表了一组论文［１７］ ，认为新一代

图书馆系统应具备三大特征，即整合纸质资源

和数字资源的文献元数据管理，ＰＣ 和移动端一

致性的服务门户，互联网思维的图书馆服务联

盟等［１８］ 。 钱国富则认为，云服务已成为下一代

图书馆信息管理的普遍方式，Ａｌｍａ 等平台能够

提供基于数据的服务是国外图书馆的发展趋

势［１９］ 。 而徐路路、王效岳指出下一代图书馆服

务平台在架构、技术、功能等方面已具备“互联

网＋”时代特征，在架构功能、市场占有和产品服

务类型等方面开始取代上一代系统［２０］ 。
（３）第三代图书馆服务平台 ＦＯＬＩＯ 的介绍

和引入

２０１８ 年，厦门大学肖铮先后发表了 ２ 篇有

关开源图书馆服务平台 ＦＯＬＩＯ 的文章， 对

ＦＯＬＩＯ 的项目背景、社区模式、技术架构等进行

了探讨［２１］ ，认为 ＦＯＬＩＯ 采用微服务构建图书馆

开放服务平台，是对图书馆行业软件的一次重

新设计［２２］ 。 北京大学周义刚、聂华于 ２０１９ 年初

对正在研发中的 ＦＯＬＩＯ 提出了强烈的期待，认
为其开放性应用模式对本地化功能及个性化需

求将会有更多更好的帮助［２３］ 。

３　 从系统到平台：重新定义未来图书馆

目前，我们对新的图书馆服务平台的认识

还主要是基于资源管理和图书馆自身的需求，
从功能实现的角度考察系统是否能够满足，以
及如何满足。 时至今日，仅从自身的角度考虑

是远远不够甚至十分危险的，在一个变化的世

界中社会的需求更重要，我们需要对图书馆进

行重新定位。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信息社会

逐渐走向成熟的今天，产生了大量新的信息行

业和服务机构，各相关行业是否已产生了新的

分工，图书馆原有的采编阅藏四大职能是否继

续存在，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被赋予了哪些新

的能力？ 这些问题不是仅仅依靠技术就能解

决，还需要对我们的事业发展和业务模式有更

深的思考。 以下从“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

功能演进、存在的问题以及为什么需要向第三

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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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平台过渡等三个方面，来阐述“第三代图书馆

服务平台”可能的发展方向，以及如何帮助实现

第三代图书馆的愿景。

３．１　 “下一代 ＬＳＰ” ＝ ＩＬＳ＋数字资源管理＋云
服务

　 　 ＩＬＳ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就逐渐定型，主要指

以纸本资源管理为中心的、满足图书馆业务管

理需要的自动化系统，一般都包括采购、编目、
典藏、流通、连续出版物、目录查询以及用户管

理等模块，这些标准化模块支持不同软硬件环

境下的本地安装，为图书馆提供对纸质馆藏的

管理功能。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提出的 ＬＳＰ 基本上是在 ＩＬＳ 基础

上扩展了数字 ／ 电子资源的管理，在技术上实现

了云服务。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对当时主流的下一代系统

产品进行了总结［２４］ ，认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纸
电合一的全媒体管理、所有业务和服务的全流

程统一管理、支持全网域资源发现系统的融合，
以及采用面向服务的架构（ ＳＯＡ）和软件即服务

（ＳａａＳ）等，当时有艾利贝斯公司的 ＡＬＭＡ 系统、
ＯＣＬＣ 的 ＷＭＳ、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的 ＩＮＴＯＴＡ、 Ｋｕａｌｉ 的

ＯＬ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的 ＳＩＥＲＲＡ、 ＶＴＬＳ 的

Ｏｐｅｎ Ｓｋｉｅｓ 和 ＳｉｒｓｉＤｙｎｉｘ 的 ＢｌｕｅＣｌｏｕｄ 等已经或

正在开发“下一代 ＬＳＰ”产品，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认为这些

鲜明的特点是图书馆系统更新换代的表征。 之

所以称之为“平台”，主要是因为这些方案的技

术特征：基于云的“软件即服务（ＳａａＳ）”模式，将
所有功能都“托付于”平台服务商，避免了适应

各类复杂软硬件环境的本地安装和维护，对软

件公司来说，节省了维护成本；对图书馆而言，ＩＴ
服务完全外包，无需关心应用升级和维护，管理

也变得非常容易，虽然数据资源可能无法由本

地掌控，安全管理（包括隐私问题）也完全托付

外包公司，但却可以方便地使用全局知识库和

“全球总书目”，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当

然有的解决方案也能够支持私有云或本地安

装，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这通常也被认为是不

彻底的“下一代 ＬＳＰ”。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上述“下一代 ＬＳＰ” 中

真正推出的只有 ＡＬＭＡ、ＷＭＳ、Ｓｉｅｒｒａ 等三个产

品，其他要么中断研发，要么不太被认可，开始

走下坡路。 这期间图书馆软件市场合纵连横，
兼并不断，还出现跨业兼并的现象，例如内容供

应商为了具备更强的竞争优势，与 ＩＬＳ ／ ＬＳＰ 系统

开发商兼并，以向图书馆提供更具整合性的一

揽子解决方案。 但这样的兼并从长远看对图书

馆行业并没有多少好处，因为更少的公司意味

着更少的选择，会带来更贵的价格、更封闭的系

统乃至更不好的服务，最好的方案是通过更开

放的技术和平台框架（如开放 ＡＰＩ、内容互操作

协议、社区组织方式等）使更多的公司或个人能

够参与，图书馆可以通过技术的灵活应用而进

行更多的服务创新。
从本质上看，ＩＬＳ 解决的只是图书馆自动化

的问题，通过采用计算机和网络的标准化管理

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管理对象是馆藏资源

和业务流程，而当今的 ＬＳＰ 最终是要解决个性

化和智慧化问题，管理对象是每一个用户的信

息需求和体验，因此这必须以用户为中心。 以

此看来当前的所谓“下一代 ＬＳＰ” 只能算一种

“不彻底的革命”，它解决的是服务商的管理效

率和成本问题，而不是图书馆适应知识服务的

新需求和能力的问题，更不是通过图书馆服务

精准地满足读者用户的个性化需求问题。 从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２０１７ 年的报告中可以看出，ＩＬＳ 产品并

没有因为“下一代 ＬＳＰ” 的推出而退出历史舞

台，图书馆软件市场也还没有实现代际转换。
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开发全功能的解决方案太

过于庞大和复杂，图书馆市场难以承受其高昂的

开发成本；另一方面也说明图书馆市场对目前的

“下一代 ＬＳＰ”产品并不十分认可，仅仅增加了纸

电合一的功能，并不能称为完整的图书馆服务平

台，图书馆的升级决策常常是被迫做出的，因为

系统提供商产品策略调整，或由于兼并而不再支

持老的系统，更多的图书馆虽然对系统不满意，
但仍然在等待和观望。 改善与相关厂商的关系，
获得更大的话语权，随着技术的发展而重塑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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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态，这是很多图书馆所迫切希望的。

３．２　 “下一代 ＬＳＰ”存在的主要问题

仅从功能扩展上讲，目前的 ＬＳＰ 还不能方

便地整合图书馆所需的大量功能，尤其是当这

些功能来自于其他公司的产品时。 如社交媒体

功能、互联网＋功能、移动功能、阅读推广功能、
空间服务功能、智慧服务功能，等等。 即使是能

够提供很多解决方案的大公司，也存在不同系

统之间的数据迁移和数据孤岛问题。 不断堆叠

功能的扩展方式成了图书馆当前最大的痛点，
不仅存在实现上的局限性，同时也有效率、体验

和安全性等一大堆问题。 这类 ＬＳＰ 同样不能解

决 ＩＬＳ 时代早已存在的问题，即图书馆一旦选择

了一个系统，就必须接受它所有的缺点，直到问

题积累到不得不更换系统的地步，而更换系统

对图书馆来说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 图书

馆对这种恶性循环的固有模式早已深恶痛绝，
只有在信息技术的应用生态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之后，上述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ＬＳＰ 通过功能堆叠的方式提供新的管理能

力，都还不是颠覆性的变化，并不能满足第三代

图书馆的全面需求。 它们不论架构多么先进，性
能多么强大，充其量也只是图书馆所有功能系统

中的一部分，远没有解决图书馆的所有问题。 真

正的升级应该以用户为中心，运用领域驱动设计

（Ｄｏｍａｉｎ－Ｄｒｉｖｅｎ Ｄｅｓｉｇｎ，ＤＤＤ）理念，通过改变图

书馆的业务模式（例如与外部系统，如出版系统、
教务系统和学习或研究环境能否进行上下游整

合）和应用模式（如能否支持第三方开发的应用

商店等），来彻底改变图书馆的技术应用生态。
具体来看，当前的这些“下一代 ＬＳＰ” 主要

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１）集成性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融合能力

不足的问题。 虽然他们已经是平台化的云服务

（ＳａａＳ），甚至已在国内租用了数据中心，但仍旧

属于单一系统，ＡＰＩ 开放不足，系统的集成能力

有限，很难解决多系统融合问题，导致图书馆业

务流程的重复混乱以及低效率，更难以有效地

将目前图书馆亟需的新业务，如阅读推广、空间

管理和智慧图书馆等纳入系统进行统一管理。
（２）开放性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扩展能力

不足的问题。 尽管开放了一定的应用程序接

口，但系统的透明度是不够的，如涉及功能扩展

或与第三方系统整合，有大量的开发工作和很

大的不确定性。 一些模块如果不适合中国国

情，也很难以其他产品来替代。
（３）先进性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持久性不

够的问题。 目前的两个产品都是近十年前推出

的产品，十年对于 ＩＴ 应用来说已经是代际的差

别，面对大量的新需求，如灵活的总分馆联盟共

享、公共图书馆大流通量所要求的扩展性，它们

还能坚持多久而不落后？ 在新架构新技术层出

不穷的今天，这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３．３　 第三代图书馆服务平台

那么真正的第三代 ＬＳＰ 是怎样的呢？ 随着

第三代图书馆概念的提出，第三代系统的需求

已逐步明确，“第三代 ＬＳＰ” 就是指专门为第三

代图书馆服务的平台，它具有全媒体管理、全流

程管理和全网域发现这三个必备的功能，且必

须有能力将第三代图书馆新增的大量功能，如
数字学术、数据服务、数字典藏、机构仓储、阅读

推广、空间服务等新功能集成进来，不仅如此，
它还需要给整个行业带来业务模式和生态环境

方面的进步，这才是最具颠覆性的升级。 我们

明确将其称为“第三代 ＬＳＰ”，其颠覆性主要表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采用微服务架构形成统一的互操作标

准和应用市场。 微服务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

软件系统的架构方式（又称为风格），相对于过

去的单一整体架构，微服务是将复杂系统彻底

组件化，分解成相对独立的单元服务，相互独立

自治、无关编程语言、有单独的数据存储，采用

标准的 ＡＰＩ 和轻量级通讯协议松散耦合，从而

具备逻辑清晰、部署简单、组合灵活、易扩展、可
替代、支持异构互操作、高可靠性、易维护等优

点，但也有运维要求高、技术门槛高、设计复杂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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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性能难提升等问题。 对图书馆中需求较为明

确的领域应用而言，微服务很容易形成标准的

功能模块和业务流程，还能进一步支持“微应用

商店（Ａｐｐ Ｓｔｏｒｅ）”，形成由众多第三方公司参与

的、支持统一标准的“应用程序市场”，就如同

ｉＯＳ 和安卓的 Ａｐｐ Ｓｔｏｒｅ 一样，任何机构、公司和

个人都可以开发 Ａｐｐ 供人选择使用，相互竞争

的公司也能够围绕同一个平台开发不同产品。
微服务还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支持图书馆

的差异化，因为并非每一个图书馆都需要 ＬＳＰ
的所有功能，图书馆应该专注于向读者提供优

质和个性化的服务，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功能的

复杂多样性。 这样任何有创新能力的小开发商

都可以提供独特的应用模块，支持灵活和个性

化的搭配，同时可选择、可替代、可随时升级的

微服务功能模块，能支持多种商务模式。 于是

各类型图书馆都可以在其中自主选择最适合自

己的微应用，大量的第三代图书馆的应用需求，
如空间服务、活动管理、阅读推广以及智慧服务

等，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这是单一公司无

法做到的。
（２）采用敏捷开发方法带来持续改进的更

新模式。 它在保护图书馆投资的同时，避免了

业务的剧烈变化。 敏捷开发是近年来开始流行

的一种软件工程方法，通常指按照原型迭代、增
量演化、测试驱动、早期交付等原则，循序渐进

地实现需求的一整套规范。 与过去的开发方法

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欢迎变化，以变化为变量考

虑开发过程，因而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这些特点与微服务非常适应，同时，可以说微服

务应用必须采用敏捷开发方法才能取得成功。
在实践中，敏捷开发方法并不完全统一，不同的

“流派”有自己的规程、术语和实践，但都尊崇相

同的理念和价值观，例如重视团队成员之间的

沟通协作而非单纯面向过程、强调适应性而非

预设性等。
（３）采用社区驱动模式使图书馆及其利益

相关者更具协作性。 ＩＬＳ 时代的软件交付模式

是甲方乙方关系，厂商开发的系统所考虑的用

户都是统一标准的和抽象的，而不支持具体的、
个性化的用户需求。 互联网时代，软件作为一

种服务必须考虑用户的个性化需求，然而图书

馆系统的用户数量又不足以维持个性化所需要

的成本，因此社区“自助”、功能“众包”成为一种

最佳的解决方案。 围绕 ＬＳＰ 由各种角色形成一

个面向图书馆领域应用的产业生态，平台服务

商、应用开发商、咨询公司、运维厂商、图书馆、
馆员、用户等各类利益相关者在其中各司其职、
合作共赢，并可以共享社区知识库。 Ｋｅｎ 甚至认

为建设一个图书馆的“生态系统”比提供“图书

馆服务平台”更加重要［９］ 。 只有这样，图书馆才

能真正成为技术的主人，更好地专注于自己的

业务，最大程度地服务于用户并开展创新。

４　 第三代 ＬＳＰ：以 ＦＯＬＩＯ 为例

第三代服务平台正在颠覆我们对传统图书

馆技术应用的理解，它不再是一个安装即用的

软件系统，而是与图书馆业务融为一体、社区驱

动的生态环境；它也不是一俟购买就开始落后

的 ＩＴ 应用，而是伴随图书馆这个有机体一同生

长、能够适应未来需求变化的平台。 这种变革

可以从 ＦＯＬＩＯ 中窥其端倪。

４．１　 什么是 ＦＯＬＩＯ？
ＦＯＬＩＯ 是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ｓ Ｏｐｅｎ 的缩

写。 它既是一个图书馆服务平台 ＬＳＰ 的开发项

目，又是一个由图书馆、开发商、服务商及相关

机构共同组成的开放社区。 它启动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由 ＥＢＳＣＯ 在背后强力推动，但它的实际实施

主体是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成立的开放图书馆基金会

（Ｏｐ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ＬＦ），这是一家独立

的、致力于图书馆开放源代码和开放存取事业

的非营利性组织，这保证了其独立于任何公司

的开放社区性质。 目前，ＦＯＬＩＯ 已有来自十多

个国家，超过 １ ０００ 多名会员加入社群，包括图

书馆、服务供应商及其他机构如 ＢｉｂＬｉｂｒｅ、Ｓｉｒｓｉ⁃
Ｄｙｎｉｘ 等。 任何开发人员、机构或图书馆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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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利用该平台的所有开源代码。 这个平台首

先致力于实现传统 ＩＬＳ 和 ＬＳＰ 的所有功能，同时

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提供更多的应用以满足

各类型图书馆的各种创新服务。 ＦＯＬＩＯ 社区相

信，只有这种开源和协同社群的方式，才能创造

图书馆服务的未来。
ＦＯＬＩＯ 平台开发项目自 ２０１６ 年启动以来，

底层架构和数据存储管理功能已基本就绪，前
端应用已有资源存取（流通借还）、资源管理（采

访）、元数据管理（编目）、用户管理、典藏及数字

资源等模块。 ２０１９ 年开始以命名方式发布版

本，如已在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发布了第一个 Ｂｅｔａ
版 Ａｓｔｅｒ［２５］ ，这将使 ＦＯＬＩＯ 更加具备产品形态。
整个 ２０１９ 年将是非常关键的一年，每个季度都

会有一个代表重大进展的命名版本发布，而且

瑞典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技术大学计划于 ２０１９ 年作为首家

用户进行部署实施［２６］ 。 顺利的话，２０１９ 年将有

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杜克大学、得克萨斯大

学、阿拉巴马大学、里海大学等近十家机构的图

书馆进行早期部署，另外还有 ３０ 余家积极参与

开发和测试的图书馆等待进行试验性应用。
ＦＯＬＩＯ 在中国最大的支持者是由上海图书

馆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深圳大学等四家高校图书馆以及中国高等院校

文献保障系统（ ＣＡＬＩＳ） 组成的 ５＋ １ 联盟，其中

ＣＡＬＩＳ 是开放图书馆基金会（ ＯＬＦ）的理事会成

员单位，另外已有十几家公司组成一个中国社

区联盟，以推进 ＦＯＬＩＯ 的中国化和本地开发。
上海图书馆已组织志愿者团队对 ＦＯＬＩＯ 界面进

行了初步汉化，国内有相当多的图书馆对 ＦＯＬＩＯ
表示了强烈关注和期待。

４．２　 ＦＯＬＩＯ 的平台结构

作为“第三代 ＬＳＰ”的 ＦＯＬＩＯ 平台与“下一

代 ＬＳＰ”的“平台”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下一代

ＬＳＰ”主要是因为其利用了云计算而被称为“平

台”，系统提供商能够在这个环境中支持更多的

图书馆，对图书馆而言，其实比 ＩＬＳ 时代更缺乏

自主权，图书馆需求的新功能很难集成到这个

平台上。 “第三代 ＬＳＰ”是图书馆主导的服务平

台，图书馆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搭建各类面向读

者的服务，各类服务商在后台提供基于统一接

口的支持，各类第三方软件都可以通过与 ＦＯＬＩＯ
的应用程序接口（ ＯＫＡＰＩ） 建立互操作，从而共

享数据，最终受益的是图书馆的读者和用户。
图书馆通过 ＦＯＬＩＯ 平台提供全面、完整和灵活

的一体化服务。 ＦＯＬＩＯ 平台包含四层清晰的结

构，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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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ＦＯＬＩＯ 平台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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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是基础层，负责存储、索引和记录数

据。 ＦＯＬＩＯ 可以支持任何关系数据库或 ＮｏＳＱＬ
数据库进行底层数据管理，尤其考虑对关联数

据的原生性支持。
构建在该层之上的是消息 （ Ｍｅｓｓａｇｅ） 层。

ＦＯＬＩＯ 项目将此层称为 ＯＫＡＰＩ，这可以被视为

ＡＰＩ 网关或“总线”，具有明确定义的租户情境、
权限管理、身份验证和系统 ＡＰＩ 结构。 ＯＫＡＰＩ
是 ＦＯＬＩＯ 实现微服务并与其他应用实现互操作

的关键所在。 ＦＯＬＩＯ 没有采用目前较为流行的

Ｓｐｒｉｎｇ Ｃｌｏｕｄ 技术，而是采用了更小众但是很有

特色的 Ｖｅｒｔ． ｘ，具有支持分布式大并发的能力，

支持多核应用，性能优越，具有很好的扩展性。
第三层是应用层，这可以是微服务级别（例

如馆藏 Ａｐｐ）直到完整的应用级别（例如 Ｋｏｈａ）。
最后是一个界面层，包含用户界面工具包。

开发人员可以使用这些工具包来构建新的应用

程序界面，帮助应用单位实现更加个性化和情

境友好的体验，当然也可以使用系统已有的统

一风格的应用程序界面。

４．３　 ＦＯＬＩＯ 与其他 ＬＳＰ 的不同

ＦＯＬＩＯ 平台作为“第三代 ＬＳＰ”，具有许多

与“下一代 ＬＳＰ”不同的特点，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ＦＯＬＩＯ 与其他 ＬＳＰ 比较表

体系

架构
服务提供

应用

商店

可定

制性
兼容性 扩展性 升级 开源 价格

ＦＯＬＩＯ 微服务 支持私有云 支持

组合

灵活

多样

基于

开放

标准

好
增量式，
随时

是

商 业 模 块

费，第三方

服务费

其他

ＬＳＰ
ＳＯＡ

ＳａａＳ， 基 本 不

支 持 私 有 云

或本地安装

不支持 固定 低 一般
开发商

按期
否

实施费，年
服务费（按
参数）

　 　 另外，ＦＯＬＩＯ 在以下四个方面具有超越“下

一代 ＬＳＰ”的优势。
（１）改变了服务商、图书馆和用户之间的关

系，真正实现了图书馆主导。 图书馆与开发服

务方不再是甲方乙方关系，而是合作共赢模式，
多种商务模式可以在其中并存，厂商无法再依

靠独有的数据格式或封闭的技术获得竞争优

势。 对图书馆而言，ＦＯＬＩＯ 提供灵活的安装和

服务模式，可以选择服务提供商，而且支持图书

馆联盟应用和多租客的总分馆模式，选择不同

的应用模式并不会增加成本。
（２）面向未来而设计。 ＦＯＬＩＯ 能够支持未

知馆藏资源类型和元数据格式，以及接入新的

知识库。 ＦＯＬＩＯ 提出一个命名为 ＣＯＤＥＸ 的虚

拟元数据模型，包含与任何格式都无关的核心

元素集，能够起到映射中间件的作用，已开发的

数据转换模块能够支持各类 ＭＡＲＣ、 ＭＯＤＳ、

ＭＥＴＳ 和 ＢＦ 到 ＣＯＤＥＸ 之间的转换，具体的元数

据和文件格式都交给各个微服务应用 （ 在

ＦＯＬＩＯ 中被称为域）自己管理，从而使得 ＦＯＬＩＯ
平台能够真正独立于任何元数据格式而中立。
对于知识库的支持也是采用同样方法，目前已

支持开放的 ＧｏＫＢ 和 ＥＢＳＣＯ 的知识库，将来能

够支持任何第三方标准的知识库。
（３）支持智慧图书馆扩展。 任何第三方应

用都可以通过开发与 ＯＫＡＰＩ 交互的微服务 Ａｐｐ
来实现互操作，所以诸如人脸识别用户画像、图
书馆座位管理、大数据统计分析报表甚至智能

楼宇 ＢＩＭ 系统接入等功能都能很方便地进行扩

展实现，ＦＯＬＩＯ 平台能够真正有助于实现“图书

馆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体”这一理念。
（４）更可靠的安全与隐私管理。 基于云的

供应商如何保证图书馆用户的隐私，以及系统

和数据安全（数据备份与恢复）问题，在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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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图书馆能够自

我控制的话，是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的。 ＦＯＬＩＯ
在这一点上向图书馆提供了更大的自主权和控

制权。 当然这对于图书馆来说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需要与云服务商（特别是如果采用私有云

服务的话）围绕保证高水准的 ＳＬＡ（服务等级协

议）进行更专业的合作。

５　 结语

图书馆更换系统是一件充满期待同时又布

满陷阱的工作，基本上大多数图书馆每隔 １０ 到

２０ 年都必须经历一次。 图书馆应不应该相信厂

商的承诺，如何判断他们推销的理由，狭小的专

业市场不可能产生完美的系统，这种情况下该

如何选择，历史上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曲折，未来

能避免吗？
过去我们主要从功能的角度来考察系统，

技术的进步的确在不断满足新的需求，然而它

们又在创造新的需求，对功能的追求永远是没

有止境的。 我们忽略了这从来都不是一个技术

问题，而是一个业务模式（又称为商务模式）问

题。 微服务当前已经是一种被互联网行业所采

纳、认可的互联网服务开展的最佳实践，它需要

一种先进的开发运维（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理念与之配套，透过自动化“软件交付”和“架构

变更”的流程，使得构建、测试、发布软件应用更

加快捷、频繁和可靠。 这种新技术提供的崭新

应用模式，不仅提供给我们强大的应用能力，同
时也能够让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到，“真正的”第三代

图书馆服务平台就是由图书馆主导的、基于微

服务架构、全面支持智慧图书馆应用模式的平

台。 微服务是第三代图书馆系统的基本技术架

构，其中的各类 Ａｐｐ 应用为智慧图书馆提供全

面的业务支持。 它不是一个系统，而是一个开

放的平台，其中各类应用系统和提供这些应用

的机构是既合作又竞争的生态关系，图书馆只

能依靠几家商业公司提供解决方案的时代已一

去不返了。
当然，鉴于 ＦＯＬＩＯ 还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开

发项目，其风险还是存在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

来说还是很大的。 应保持其简洁性以尽快达成

实用的目标，建立起足够的标准规范以使整个

应用生态尽快形成。 而且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

题，也是管理问题，图书馆的组织架构也需要进

行相应的调整和优化，否则服务无法敏捷地开

发和执行，也就逐步会丧失先进性。 技术上也

存在一定的风险点，微服务切割得越细，技术的

复杂度就越高，带来的不确定性也越大；另外

ＦＯＬＩＯ 架构的一大优势是支持非微服务化第三

方系统的接入，只要系统支持基于 ＨＴＴＰ 的

ＡＰＩ 即可，但是这一优势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措

施去保障，可能导致一些意外问题，需要在实

践中积累大量的经验，有更多的标准指南和最

佳实践进行规范和管控。 总之，图书馆的未来

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在一个社区共同努力。 对

国内而言，更需要相关机构和业界大馆的通力

合作。
ＦＯＬＩＯ 的进展让我们看到图书馆行业已经

走出了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长期受制于人的被

动局面，有望与大量的开发商、服务商和内容提

供商等利益共同体一起努力，形成一个良好的产

业生态，共同为读者用户提供天堂般的智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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