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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政策新近发展研究
∗

□向佳丽　张静　周红

　　摘要　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开放获取运动的深入、读者对数字资源使用方式的增加及有关

法律的修订等,均对数字资源许可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自２０１４年以来,国外图书馆数字资源

许可政策出现了新一轮的修订潮,美国、加拿大、英国及澳大利亚的多个较早从事数字资源许可

政策研究的图书馆联盟先后更新了其数字资源示范许可协议或指导原则.文章拟从这一轮新修

订的数字资源许可政策中,选取部分有代表性的政策文本,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梳理比较,重点关

注新旧政策的变化,分析修订的背景、原因及作用,总结国外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的最新发展动

向及经验,并探讨其对我国图书馆的启示,以期助益我国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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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在数字资源采购中,数据库商通过许可协议将

数字资源的使用权转让给图书馆,图书馆每年花费

大量经费换取的数字资源使用权益都承载在许可协

议中,协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数字资源许可协议

作为一份法律文件其语言表述具有一定的专业性,
协议文本通常由数据库商聘请专业人员事先拟定,
篇幅较长且内容繁复,可能潜藏了不利于图书馆的

风险条款,仅凭图书馆采购人员的个人经验,很难对

协议条款进行全面把握.因此,国外不少图书馆联

盟召集法律、数字资源采购方面的专家对许可协议进

行研究,发布了一系列示范许可协议模板或指导原

则,供图书馆在许可协议谈判时参考,以防范风险、维
护权益.为便于叙述,本文参考宛玲教授的表述,将
国外图书馆或图书馆联盟发布的数字资源示范许可

协议模板或指导原则统称为数字资源许可政策[１].
国外图书馆对数字资源许可政策的研究已有

３０年之久,其数字资源许可政策整合多方专家及图

书馆联盟的谈判经验,并历经多次修订完善,发展较

为成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我国图书馆界１０年

前便开始关注国外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政策,主要

的研究成果包括:«数字资源许可协议模型研究»[２]

«国内外数字资源许可使用实践的比较研究»[３]«图
书馆数字资源许可原则发展的现状与特点»[４]«国外

数字资源许可协议模板研究»[５]等,但以上研究主要

集中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恰逢国外图书馆数字资源许

可政策的密集修订期.
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开放获取运动的深入、读

者对数字资源使用方式的增加及有关法律的修订

等,对数字资源许可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自２０１４
年以来,国外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政策出现了新一

轮的修订潮,美国、加拿大、英国及澳大利亚的多个

较早从事数字资源许可政策研究的图书馆联盟先后

更新了其数字资源示范许可协议或指导原则.笔者

拟从这轮新修订的数字资源许可政策中,选取部分

有代表性的政策文本进行梳理、比较和分析,重点关

注新旧政策的变化、修订原因、法律背景及对图书馆

的影响,以期为我国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实践提供

国外最新的经验及发展动向.

２　国外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政策新近发展概览

国外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政策按发布主体大致

分为两类:一类是国际性的图书馆组织或机构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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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源许可指导原则.例如,国际图书馆联盟联合

会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of Library Consortia,

ICOLC)、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Ｇ
erationofLibraryAssociationsandInstitutions,IFＧ
LA)、图书馆电子信息计划(ElectronicInformation
forLibraries,eIFL)等发布的一系列数字资源许可

指导文件.另一类是地区或国家范围内的图书馆联

盟发布的示范许可协议模板或指导原则①.例如,
美国加州数字图书馆(CaliforniaDigitalLibrary,

CDL))的 «CDL标准许可协议»(CDLStandard

LicenseAgreement),美国十大学术图书馆联盟(Big
TenAcademicAllianceLibrary,BTAA)发布的«标
准化协议语言»(Standardized AgreementLanＧ
guage).整体而言,国际性许可政策更加关注基本

权利和大原则层面的内容[６],近几年变动较少.因

此,本文经比较选取美国、英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

具有代表性的图书馆联盟发布的一系列发展较早、
影响较大且近期修订更新过的政策作为研究对象

(见表１).

表１　国外代表性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政策一览表

数字资源许可政策名称 发布机构
图书馆

联盟国别
类型

初版发布

时间(年)

最新版发布

时间(年)

TheLIBLICENSEModelLicenseAgreement LIBLICENSE 美国 示范许可协议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４

CDLStandardLicenseAgreement CDL 美国 标准许可协议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７

ModelLicensingTermsandSpecificationsforDataResources CRL 美国 示范许可条款 — ２０１９

StandardizedAgreementLanguage BATT 美国 标准协议语言 — ２０１８

AALLPrinciples&PracticesforLicensingElectronicResources AALL 美国 许可原则与实践 １９９７ ２０１８

NELLCOStandardLicenseAgreement NELLCO 美国 标准许可协议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８

JISCCollectionModelLicences JISC 英国 示范许可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８

ModelLicense CRKN 加拿大 示范许可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６

OCULElectronicJournalsandDatabasesLicense OCUL 加拿大 示范许可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７

CEIRCLicencesＧModelClauses CEIRC 澳大利亚 示范许可 — ２０１７

２．１　美国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政策

耶鲁大学图书馆１９９７年发起的 LIBLICENSE
项目是美国较早进行数字资源许可协议研究的项

目.该项目由LIBLICENSEWEB和LIBLICENSE
L两部分组成:LIBLICENSEWEB在网页上提供示

范许可协议模板及对许可协议条款讨论的各类资源

链接;LIBLICENSEL则是一个关于许可协议问题

的长期论坛.示范许可协议是 LIBLICENSE项目

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２００１年LIBLICENSE示范许

可协议初版发布(简称CLIR/DLFModel),经２００８
年和２０１４年两次修订,目前最新版本是２０１４年发

布的«LIBLICESE 示范许可协议»(LIBLICENSE
ModelLicenseAgreement)[７].按照 LIBLICENSE
的说法,示范许可协议既可供大学图书馆员在与特

定数据库商进行谈判时使用,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

表态的作用,即向数据库商表明图书馆界对数字资

源许可普遍可接受的条款.
加州数字图书馆 (CaliforniaDigitalLibrary,

CDL),是１９９７年由加州大学图书馆发起的学术图

书馆联盟.数字资源许可是 CDL长期关注的重要

领域,其许可政策主要由标准许可协议(Standard
LicenseAgreement)和 CDL 许可协议清单 (CDL
LicenseAgreementChecklist)两部分组成.２０１６
年,CDL开始启动对旧版标准许可协议(２００９年版)
的修订,修订版于２０１７年６月完成并发布[８].根据

CDL对修订版的说明,最新版标准许可协议吸取了

联盟采购人员的实际工作经验,并参考借鉴了美国

LIBLICENSE及加拿大 CRKN 示范许可协议的新

修订内容,反映了研究人员和作者的新需求.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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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些国家的图书馆联盟在其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吸收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图书馆加入.例如,１９４９年成立的研究图书馆中心(The
CenterforResearchLibraries,CRL)最早成员为１０所美国的大

学图书馆,现已有超过２００家成员馆,主要为美国和加拿大的研

究型图书馆.２００６年香港大学图书馆加入 CRL,成为 CRL距

离最远的成员馆.但为了与国际组织发布的许可指导原则相区

别,本文仍将这类图书馆联盟按其最初成立国家进行图书馆联

盟国别分类,故将CRL发布的数字资源许可政策归入美国图书

馆数字资源许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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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 究 图 书 馆 中 心 (Centerfor Research
Libraries,CRL)是北美知名的图书馆联盟,１９４９年

成立于美国,现有超过２００家成员馆,主要成员为美

国和加拿大的研究型图书馆.CRL指出,商业数据

库商对学术市场不一定熟悉,其提供的许可条款并

不能完全满足学术使用和学者的具体要求.因此,

CRL通过开发系列工具、举办各种论坛和网络研讨

会等,帮助联盟成员在大型数字资源采购和谈判中

争取有利于图书馆或用户的条款.２０１８年,在汇集

大型数据库许可论坛(２０１６年)研究成果及学术图

书馆数字资源专家意见的基础上,CRL发布了数字

资源示范许可草案.经过半年的网络意见征询,

２０１９年５月,CRL正式发布«数据资源示范许可条

款与描述»(ModelLicensingTermsandSpecificaＧ
tionsforDataResources)[９].

十大学术图书馆联盟(BigTenAcademicAlliＧ
anceLibrary,BTAA)是由马里兰大学、伊利诺伊大

学、西北大学及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等１０所研究型

大学图书馆组成的联盟.为帮助联盟成员节约成

本、提高工作效率,十大学术图书馆联盟于２０１８年

３月更新了«标准化协议语言»(StandardizedAＧ
greementLanguage)[１０],对协议中的重要议题进行

特别说明,并要求数据库商将这些特别说明条款加

入与联盟成员签订的最终协议中.
美国法律图书馆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of

LawLibraries,AALL)是美国较早关注数字资源许

可的专业图书馆之一.早在１９９７年,AALL就联合

其他５家图书馆协会起草了数字资源许可原则,历
经２００４年、２０１１年及２０１８年三次修订.目前最新

版许可原则是２０１８年发布的«AALL电子资源许可

原则与实践»(AALL Principles& Practicesfor
LicensingElectronicResources),旨在为图书馆工

作人员与许可方达成双方合意的许可协议提供

帮助[１１].
新英格兰法律图书馆联盟(NewEnglandLaw

LibraryConsortium,NELLCO),成立于１９８３年,
早期由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１５家法律图书馆组成,
如今已发展为一个国际性法律图书馆联盟,成员包

括哈佛大学法律图书馆、康奈尔大学法律图书馆、哥
伦比亚大学法律图书馆及剑桥大学法律图书馆等多

所世界知名大学的法律图书馆.作为法律图书馆联

盟,NELLCO对数字资源许可的关注较为敏锐,很

早便成立了专门的标准许可委员会负责相关事宜.

２０００年,NELLCO 发布了首个标准许可协议模板,

２０１８年该协议模板的最新修订版«NELLCO标准许

可 协 议»(NELLCO StandardLicenseAgreement)
问世[１２].

２．２　英国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政策

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馆藏(JointInformation
SystemsCommitteeCollections,JISCCollections)
是一个为研究型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许可谈判提供

支持的项目.JISC数字资源许可研究成果颇丰,早
在２００２年就研制了许可协议模板,并根据技术和商

业的新发展,定 期 修 订 协 议 模 板.２０１８ 年,JISC
Collections发布了«电子期刊许可»(TheJournals
License)、«电子书许可»(TheEＧbooksLicense)及

«数据集许可»(TheDatasetLicense)等一系列新修

订的许可协议模板[１３].JISC在与数据库商进行谈

判时,以JISC许可协议模板为基础,尽可能说服数

据库商保留模板中的所有条款.当出版商对模板条

款提出不同意见时,JISC一般会先咨询经验丰富的

法律顾问以确保联盟成员的利益能够获得保障后,
才同意数据库商对协议条款的修改.

２．３　加拿大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政策

加拿大研究知识网(CanadianResearchKnowlＧ
edgeNetwork,CRKN)是２００４年由加拿大早期的

国 家 站 点 许 可 项 目 (Canadian National Site
LicensingProject,CNSLP)演变而来的学术图书馆

联盟.目前 CRKN 成员有７５个,主要是加拿大的

大学图书馆,CRKN 主要职责是代表联盟成员与数

据库商进行大型数字资源许可谈判.CNSLP较早

便开始关注数字资源许可问题,研制了初版的数字

资源示范许可协议模板.CRKN 延续了 CNSLP对

许可的研究,于２００６年发布了 CRKN 版的示范许

可协议.２０１５年,CRKN开始对示范许可协议进行

系统修订,经过一年的审查、评估并参考各方意见,
新版许可协议模板«示范许可»(ModelLicense)于

２０１６年发布,以适应当前及未来数字资源许可实践

的发展[１４].
安大略大学图书馆委员会 (OntarioCouncilof

UniversityLibraries,OCUL)是１９６７年由加拿大安大

略省的多所学术图书馆组成的联盟,主要成员包括

２０多家大学图书馆.在参加２００４年由美国研究图

书馆协会(AssociationofResearchLibraries,ARL)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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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的一个数字资源许可工作坊后,OCUL的多位

成员认识到许可协议模板对图书馆的益处.在对当

时国外一些影响较大的图书馆联盟研制的许可协议

进行研究后,他们决定在参考国外图书馆许可协议

模板的基础上,结合加拿大法律规定及联盟成员的

实际需求,研制自己的许可协议模板.２００５年,初
版 OCUL许可协议模板问世,几经修订,最新版本

是２０１６年发布的«OCUL电子期刊和数据库许可»
(OCUL ElectronicJournalsand Databases LiＧ
cense)[１５].

２．４　澳大利亚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政策

澳大 利 亚 大 学 图 书 馆 员 委 员 会 (Councilof
AustralianUniversityLibrarians,CAUL)是澳大利

亚主要的大学图书馆联盟,从１９６５年成立开始,

CAUL始终为大学图书馆的利益发声.随着数字资

源采购的日益增加,CAUL成立了电子信息资源联

盟(CAULElectronicInformationResourcesConＧ
sortium,CEIRC),专门负责联合采购、协议谈判及

数字 资 源 访 问 等 相 关 事 宜,维 护 成 员 馆 利 益.

CEIRC目前与８９家澳大利亚本国及国外的供应

商、出版商签订了２３９份数字产品许可协议,许可协

议研究成果丰富,包括:«CAUL关于许可中非披露

和保密条款的申明»(CAULStatementreNonＧdisＧ
closureand Confidentiality ClausesinLicences,

２０１１)、«CEIRC 许可»(CEIRCLicences,２０１１)及

«数字 内 容 价 格 的 原 则 与 框 架»(Principles &
FrameworkforPricingDigitalContent,２０１６)等.

２０１７年,CEIRC开始示范许可协议的修订,发布了

新版的示范许可协议 «CEIRC 许可—示范条款»
(CEIRCLicencesＧModelClauses)[１６].

３　国外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政策新近发展趋势与

特点

笔者对上述国外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政策的最

新修订文本进行了系统梳理,通过对新旧版本的纵

向比较以及不同联盟政策的横向比较,总结归纳出

国外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政策的新近发展趋势与

特点.

３．１　扩大了许可使用的权利范围

许可使用的范围是指数据库商允许授权使用者

以怎样的方式使用数字资源.出于防止订阅量下降

及利润最大化的考量,数据库商通常会在许可使用

条款中对授权使用者的权利进行严格限制.即便为

促成交易,数据库商愿意满足授权使用者新的使用

方式要求,但正如某数据库商代表所坦言:“律师起

草的许可协议常常处于真空之中,他们对图书馆群

体的需求并不完全熟悉[１７].”因此,许可使用方式的

范围一直是数据库商与图书馆两方博弈的重点.随

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学科的产生以及新研究

方法的应用,保存、下载和打印等基本使用方式已无

法完全满足科研人员的需求.近年来,国外图书馆

数字资源许可政策几乎都提出了扩大数字资源许可

使用权利范围的要求.新增加的许可使用方式主要

包括:

３．１．１　数据与文本挖掘(DataandTextMining)
随着数据开发利用为各行业所日益重视,数据

与文本挖掘方法广泛应用于多个研究领域.数据库

作为数据资源的合集,是科研人员进行数据与文本

挖掘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之一.如果数据库商提供

的数字资源许可协议中缺少“允许图书馆或授权使

用者利用数据库资源进行数据和文本挖掘”等类似

授权,则可能为科研人员对数据资源的利用埋下

隐患.
表１所列数字资源许可政策最新修订版中,除

AALL和 NELLCO两份法律图书馆联盟的许可政

策外,其余许可政策在授权使用中都明确提出了数

据与文本挖掘方式使用数字资源的要求.上述许可

政策中的“数据与文本挖掘”条款,主要包括三个

方面:
(１)使用方式.授权使用者可以使用许可资料

进行数据和文本分析(包括使用自动工具采集数

据).
(２)使用目的.只能是出于学术、研究或其他教

育目的,即排除任何出于盈利或商业目的的使用.
(３)研究成果的利用.只要不影响第三人对许

可资料的订购,授权使用者可在其学术作品中使用

“数据与文本挖掘”研究成果或向第三人分享该研究

成果.

３．１．２　 作 者 对 数 据 库 中 自 己 作 品 的 使 用 权 利

(AuthorsOwnRights/AuthorsRightstoUseTheir
OwnWork)

在高校图书馆中,数字资源的使用者往往具有

双重身份,既是数字资源的授权使用者又可能是该

数字资源的作者.随着开放获取、机构仓储及自媒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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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技术的发展,作者与出版商对已发表作品电子形

式的使用出现了冲突,各出版机构通过版权政策对

已发表作品的自我存档或机构存储进行了不同程度

的限制.出版商的版权政策不少是通过格式条款、
点击或在线合同的形式出现,作者除被动接受外,可
谈判的机会不多,这可能会导致将来作者有自我存

档或机构存储等需求时处于被动局面.图书馆联盟

认识到作者数字资源自我存档或机构存储的需求及

与出版商谈判的弱势地位,试图通过数字资源许可

协议为作者及机构库的建设争取空间.

２００９年,ARL发起了一项许可示范语言项目,
项目组起草了«图书馆内容许可中作者权利示范语

言»(Model Language for Author Rights in
LibraryContentLicenses)[１８].该项目成果在图书

馆新近修订的许可政策中得到了体现,表１的多份

图书馆许可协议政策都提到了“作者对自己作品的

权利”,其表述与权利要求基本相似:首先是优先适

用权.不论作者与数据库商之前的作者协议中是否

有相反规定,许可协议“作者对自己作品权利”条款

优先适用.其次是具体权利要求.出于学术和教育

目的,作者对数据库中自己作品享有非排他性的、不
可撤销的、世界范围内的、买断授权式的使用权利.
学术和教育目的使用具体就包括了作者在自己的个

人主页上自我存档或出于机构需要在作者所在机构

的存储器中存储.

３．１．３　数据库商不得压缩图书馆的法定权利(No
DiminutionofRights)

根据版权法规定,非营利性的图书馆和档案馆

可享受一些版权特权,也被称为版权例外或版权限

制.例如,为版本保存需要或个人学习研究目的而

享有馆藏作品的复制权,通过馆际互借系统制作馆

藏作品的复制件并发给其他图书馆的读者等[１９].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
在１８８个 WIPO成员国中,有１５４个国家的版权法

中规定了至少一项图书馆版权例外,且大多数国家

存在多项图书馆法定版权例外的规定[２０].但数据

库商往往利用许可协议压缩图书馆的法定权利,例
如,２０１６年澳大利亚的一项知识产权报告草案显

示,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所购买的数字产品(电子

书、数据库、集成许可产品)中,有７９％禁止图书馆

进行馆际互借[２１].
“图书馆必须关注他们在这些许可中所放弃的

东西,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必要主张其被版权法和判

例法保护的权利”.[２２]图书馆界日益认识到这类压

制的不公平性及可能给图书馆及授权使用者使用数

字资源带来的不便及法律风险,在许可协议谈判中

或有提出异议.但数据库商的压制条款具有一定的

隐蔽性和复杂性,图书馆可能无法一一识别.新近

修订的许可协议模板中出现的“不得压缩图书馆的

法定权利”条款不失为一条应对良策.该条款采用

兜底条款的方式,要求数据库商不得减少被许可方

或授权使用者的法定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美国«版权

法»１０７条款规定的图书馆的合理使用权利.

３．２　扩展并细化数据库商的义务条款

在对图书馆实际签订的数字资源许可协议条款

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对于数据库商需履行的义务,
协议之间差别较大.有的许可协议故意缺失许可人

责任条款,有的仅笼统规定数据库商提供数字资源

的义务,而对服务质量、后续培训及访问故障的解决

等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却避而不提[２３].对

数据库商需履行的义务语焉不详几乎是数据库商提

供的许可协议的通病,因此,国外新修订的图书馆数

字资源许可政策都相当重视数据库商的义务条款.
表２　数据库商的义务条款对比

基础版数据库商的义务条款 扩展版数据库商的义务条款

许可资料的可访问

AvailabilityofLicensed

Materials

许可资料的发现

DiscoveryofLicensedMaterials

许可资料的持续链接

PersistentLinking

开放获取选项

OpenAccessOption

许可资料的完整性

CompletenessofContent

数据库商对用户信息的保密义务

ConfidentialityofPersonally

IdentifiableInformation

培训与支持

TrainingandSupport

在线条款或点击许可与数字资源许可

效力冲突的解决

OnlineTermsandConditions/

theClickＧthroughLicense

使用统计

UsageStatistics

许可资料转让时的告知义务

TransferofOwnershipofLicensed

Materials

许可资料撤销时的告知义务

WithdrawalofMaterials

按图书馆的需求免费提供 MARC数据

MARC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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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版数据库商的义务条款 扩展版数据库商的义务条款

与常用浏览器兼容

InteroperabilitywithPrevailingWeb

Browsers
符合«美国残疾人法»的规定

CompliancewithAmericanswith

DisabilitiesAct

由表２国外图书馆不同版本的许可政策中数据

库商的义务条款对比可知,早期许可政策对数据库

商的义务的规定较为基础,主要是保证许可资料的

可访问性及持续链接、定期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等

基本要求;而新修订的许可政策扩展和细化了数据

库商的履行义务要求,下面选取三项代表性义务加

以分析.

３．２．１　许可资料的发现(DiscoveryofLicensedMaＧ
terials)

保证许可资料的持续链接是数据库商的基本义

务.但实践中,数据库虽链接正常,但由于数据库商

的元数据质量参差不齐,电子期刊或电子书标识不

规范等,导致读者对许可资料检索不顺畅的情况时

有发生.为此,有的图书馆联盟在新发布的协议模

板中将“保证许可资料的发现”加入许可方的义务

中.例如,«CDL标准许可协议»要求:许可方应当

保证许可资料通过被许可方的发现服务系统可以获

取;许可方应当向被许可方的发现服务供应商提供

包括题名、摘要及关键词在内的元数据、引用信息及

必要的全文文本以促进被许可方和授权使用者对许

可资料内容的发现及获取.

３．２．２　开放获取选项(OpenAccessOption)
随着开放获取运动的深入开展,开放获取期刊

日益增多,因此商业数据库中包含的开放获取期刊

的数量不可小觑.“有学者随机调查了 Elsevier网

站的生命科学期刊中刊名以字母 A 开头的２１种期

刊,发现其中居然有１５种可通过 OpenScienceDiＧ
rectory检索到,占７１．４％”[２４].但数据库商通常捆

绑销售,图书馆对开放获取期刊也得支付费用,如果

开放获取期刊数量过多,对图书馆来讲存在交易不

公.基于此,新修订的国外图书馆许可政策开始提

出对开放获取期刊的知情权及费用调整权,即要求

数据库商每年应向被许可方披露该数据库中所包含

的开放获取期刊的数量及增长情况,且当开放获取

期刊的数量增长达到一定比例时应对当年度的订购

费用进行适当调整.

３．２．３　数据库商对用户信息的保密义务(ConfidenＧ
tialityofPersonallyIdentifiableInformation)

授权使用者在使用数据库的过程中,不可避免

会留下各种使用痕迹,这些信息属于个人隐私,泄露

给第三方可能存在不当使用风险.为此,表１所列

的国外图书馆许可政策几乎都强调了数据库商对用

户信息的保密义务,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要求:
(１)数据库商不得将授权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IP地址、登录时长、搜索记录等个人认证信息泄露

给第三方.
(２)如果基于法律规定或判令需要,必须披露用

户个人认证信息或使用情况时,许可方应当提前书

面通知被许可方,以便被许可方或授权使用者申请

保护令或其他救济措施.

３．３　要求数据库商遵循 NISO 数字资源标准

在数字资源发展初期,出版商遵循各自的数据

处理及编排规则,不利于用户对资源的发现及图书

馆对数字资源的管理和交流.为促进数字资源行业

的规范和可持续发展,一系列数字资源标准规范相

继出台.美国国家信息标准协会(NationalInforＧ
mationStandardsOrganization,NISO)在美国数字

资源标准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布了数字资

源采集编撰、加工描述、交换传递、服务发现、管理统

计等几乎涵盖数字资源行业发展各个环节的一系列

标准规范[２５].图书馆要求在许可协议中增加“数据

库商遵循 NISO标准”可以提高图书馆所采购的数

字资源的质量[２６].表１所列的国外图书馆许可政

策最新修订版多有要求数据库商遵循美国 NISO 标

准.不仅美国图书馆联盟的多份许可模板,加拿大

CRKN«示范许可»(２０１８ 年)及澳大利亚 CEIRC
«CEIRC许可—示范条款»(２０１８年)中也类似要求,
英国JISC«电子期刊许可»(２０１８年)甚至专门用附

件介绍相关产业标准.国外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政

策中涉及的 NISO数字资源标准主要包括:

３．３．１　开放链接标准 ANSI/NISOZ３９．８８
ANSI/NISOZ３９．８８(Open URLFrameworkfor

ContextＧSensitiveServices)２００４ 年 由 NISO 发 布,

２００５年经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mericanNational
StandardsInstitute,ANSI)批准成为美国国家标

准[２７].Z３９．８８是一项关于开放链接框架的标准,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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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描述参考资源及其上下文以及在网络间传输这

些描述的方式,旨在提高开放链接的质量.数据库

商采用Z３９．８８标准可以提高数字资源的可见性并

提高使用率,因此新近修订的不少图书馆许可政策

都提出了这一要求.例如,«CDL标准许可协议»中
的“许可人的持续链接义务”条款规定,许可人应当

遵 循 最 新 版 的 OpenURL 标 准 (ANSI/NISO
Z３９８８),并提供相关机制保障内容的持续链接.加

拿大CRKN 的«示范许可»(２０１８年)在６．２２“持续链

接”条款中也提到,如可行,许可人应当为持续链接

采用 ANSI/NISOZ３９．８８标准.

３．３．２　数字资源使用统计标准COUNTER及SUSHI
COUNTER(Counting Online UsageofNetＧ

workedElectronicResources)２００２年发布至今已历

经多次修订升级,是目前国内外影响较大、应用较广

的一项数字资源统计标准.SUSHI(Standardized
Usage Statistics Harvesting Initiative, ANSI/

NISOZ３９．９３－２０１４)是 NISO 发布的一项“为图书

馆更高效地收集符合 COUNTER标准的使用数据

而推出的数据采集与传输标准协议”[２８].在表１所

列的国外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政策中,超过一半的许

可政策提及了COUNTER或SUSHI标准.例如,美
国«CDL标准许可协议»在“许可方提供使用统计数据

的义务”条款中要求,统计应当符合最近发布的

COUNTER标准,包括且不限于其消费者保密条款.

３．３．３　有关元数据格式及规范的 KBART标准

KBART(KnowledgeBasesandRelatedTools
RecommendedPractice)是２０１０年 NISO 发布的一

项数字资源标准,２０１４年进行了修订.KBART 旨

在提高知识库数据效率和有效性,为信息供应链中

的各方提供关于元数据格式和元数据规范的直接指

导,确保内容供应商与知识库开发者之间准确的元数

据交换[２９].遵循 KBART 标准可以改善 OpenURL
的链接质量,提高读者对数字资源的利用效率.美国

«CDL标准许可协议»要求许可方遵循 KBART标准,
具体表述为:许可方在下一订购年度开始之前,应当

提供符合 KBART格式的下一订购期内的压缩资源

目录.例如,日期字段为YYYYＧMM.

４　国外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政策间的关系及其对

我国的启示

４．１　国外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政策之间的相互影

响与借鉴

伴随知识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大型出版商的业

务遍及全球.虽然各国的法律制度、采购政策有所

差异,但数据库商提供给各国图书馆的数字资源许

可协议仍有很大的相似性.另一方面,数据库商对

授权使用权利的限制、对图书馆法定权利的压缩、对
自身义务的淡化及对图书馆义务的强调是各国图书

馆面临的共同困难,长期保存、馆际互借、合理使用、
开放获取是各国图书馆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这些

构成了各国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政策之间交流与借

鉴的重要背景.
在对国外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政策的梳理中,

我们发现,上述许可政策之间存在着相互借鉴和

影响.
(１)美国不同图书馆联盟间的借鉴.２００１年,

美国 国 会 图 书 馆、图 书 馆 与 信 息 资 源 委 员 会

(Councilon LibraryandInformation Resources,

CLIR)及 数 字 图 书 馆 联 盟 (Digital Library
Federation,DLF)共同发布许可协议模板 ,该协议

模板通常简称CLIR/DLFModel(２００１年).CLIR/

DLFModel(２００１年)是表１所列«LIBLICENSE标

准许可协议»(２０１４ 年)的最早版本.CLIR/DLF
Model(２００１年)为众多图书馆或图书馆联盟直接采

用或参考借鉴.例如,除经费及部分适应新技术的

改进外,加州数字图书馆 CDL 许可协议主要是以

CLIR/DLFModel(２００１年)为模板创立的.２００３
年,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Ｇ
nology,MIT)图书馆借鉴 CLIR/DLF Model(２００１
年)发起了电子期刊许可的研究项目[３０].

(２)不同国家图书馆联盟许可政策之间的相互

借鉴与影响.加拿大 CRKN 的«示范许可»(２０１６
年)及 OCUL 的«OCUL 电子期刊和数据库许可»
(２０１６年)都明确提到,它们在制定许可协议模板时,
曾参考和借鉴美国LIBLICENSE发布的«LIBLICENSE
标准许可协议»(２０１４年).而美国CDL在２０１７年发

布新版标准许可协议时,也提到此次的新修订参考

借鉴了美国 LIBLICENSE 及加拿大 CRKN 的«示
范许可»的最新修订成果.

４．２　我国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政策现状

我国图书馆对数字资源许可的研究和关注起步

较晚,除部分集团采购的数字资源外,各图书馆在谈

判时基本是以各馆谈判人员的个人经验为主.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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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公开查询到的数字资源许可规范主要是高校图书

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发布的«高校图书馆

数字资源采购联盟工作规范»(２０１８年修订版).该

文件从采购流程、对成员馆的要求、对数据库商的要

求、对代理商的要求等多方面对数字资源采购进行

了规范.但实践中,数据库商提供的许可协议条款

众多、内容细致繁复,而联盟采购规范的规定相对较

为原则,所涉及的主题还不够全面,如能对其条款加

以细化,对协议常见关键条款的合同语言提供详细

示例或进行风险提示,可能会更好地发挥其指引和

规范作用.
随着我国引进数字资源的日益增多,以采购人

员个人经验为主的传统谈判方式已显得力不从心,
不少图书馆每年采购的数据库数量已经从几十个发

展到上百个之多,数据库商提供的数字资源许可协

议各不相同,对协议的逐一审查谈判成为一项艰巨

的任务.而通过研制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政策的方

式,图书馆联盟集结了具有多重学科和业务知识背

景及实务经验的人员,将许可协议使用过程中的常

见问题或应注意事项以许可协议模板或指导原则的

形式提前拟定,将会大大提高许可协议谈判的效率,
避免单独依靠个人经验导致的知识和经验的局限,
同时也将图书馆的诉求通过公开方式让数据库商提

前了解,这对后续谈判中图书馆权益的维护都将大

有裨益.

４．３　国外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自数据库商采用授权许可方式销售数字资源后

不久,国外图书馆便开始了数字资源许可政策的探

索与研究,至今已有近３０年的历史.根据国际图书

馆联盟联合会(ICOLC)公布的信息,除欧美发达国

家的图书馆联盟外,近年来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图书

馆联盟也开始关注数字资源许可研究,研制发布了

各自的数字资源许可协议模板或指导原则[３１].虽

然图书馆主张的许可协议条款不一定能全部为数据

库商所接受,但数据库商与图书馆之间许可协议政

策差异的缩小及图书馆许可协议模板或指导原则的

几经改版至今,说明了图书馆探究数字资源许可政

策的努力颇有成效.
国外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政策之间的相互借

鉴、继承关系及成功运行经验为我国图书馆数字资

源许可政策的研制提供了良好的前期基础和资源.
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政策不仅可以为采购人员进行

数字资源谈判提供实践指导,节约谈判时间,提高谈

判效率,而且通过书面的形式向数据库商明确表明

图书馆界对许可协议内容的要求,增强图书馆许可

谈判的话语权,对维护图书馆和用户权益具有重要

价值.在数字资源许可上,我国图书馆应改变长期

以来的被动状态,突破对个人谈判经验的单纯依赖,
在参考借鉴国外图书馆数字资源许可政策的基础

上,结合我国的法律制度及数字资源采购实践,研制

普遍适用于我国图书馆的数字资源示范许可协议模

板或指导原则.

５　结语

综上所述,国外图书馆长期以来都相当重视数

字资源许可政策的研究.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开
放获取运动的深入、读者对数字资源使用方式需求

的增加以及有关法律的修订等促成了国外图书馆数

字资源许可政策的新一轮修订.通过对新老版本的

许可政策的纵向对比以及不同联盟许可政策的横向

比较,我们发现:许可协议中的担保、赔偿、法律管辖

及争议解决等法律条款变动不大,新老版本的政策

表述基本类似,这说明对于这类基础法律条款,数据

库商与图书馆经过长期磨合已经基本达成合意.但

在新政策中,图书馆普遍期望扩大许可使用权利范

围;扩展细化数据库商的义务,诸如要求增加许可资

料的发现义务、开放获取期刊的披露义务及用户信

息保密义务等;要求数据库商遵循 NISO 数字资源

标准;并对数据库商利用许可协议压缩图书馆法定

权利提出明确抗议.可见,许可使用的范围及双方

的权利义务仍是数据库商与图书馆博弈的主要阵

地.这提示我们在进行数字资源谈判时,应重点关

注上述事关图书馆及用户重大利益的条款.对权利

要求的度的拿捏也是一门艺术,国外图书馆数字资

源许可政策对上述条款的审慎表述,也可为我国图

书馆进行数字资源许可谈判提供经验参考并作为向

数据库商要求权利的有力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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