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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关联数据消费的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探索

———以厦门大学图书馆为例

□林静　陈和∗　陈娟　李立焰　林智南

　　摘要　基于关联数据消费的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特点在于以科研人员和广大师生的需求为

核心理念,以馆藏特色资源为优势,以关联数据消费为新兴技术,进行服务创新探索.文章以厦

门大学图书馆参加上海图书馆２０１８年开放数据应用开发竞赛为例,借助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

开发“厦大海洋人”安卓手机应用程序(APP),进行了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的实践探索.通过对

数据关系脉络的梳理,从关联数据消费技术角度解决馆藏资源向移动客户端应用资源的转化问

题,提高用户兴趣度,增强用户体验度.从图书馆业务来角度,本案例是机构知识库服务的延伸,
是嵌入式学科服务的延伸;从内容延申服务的角度来说,则是集用户群体指向型、用户需求指向

型和行业趋势指向型为一体的延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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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网络知识环境下,关联数据让图书馆数

据“走出去,引进来”.一方面,图书馆数据融合到网

路中去,变得可利用,为网络用户提供了可靠的数据

来源;另一方面,增强馆藏资源的可见度,把图书馆

服务直接带给网络用户.图书馆作为关联数据的领

导者,开展实际工作将关联数据在国内图书馆领域

应用起来是值得期待的事情.本文旨在通过参与

“上海图书馆２０１８年开放数据应用开发竞赛”,进行

关联数据的应用实践,探讨基于关联数据消费的高

校图书馆延伸服务.

１　基于关联数据消费的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

１．１　关联数据消费的内涵

基于汤姆希思(HeathT)和克里斯蒂安贝

泽(BizerC)提出的关联数据基本架构———数据发布

层、数据存取整合和保存层、数据应用层[１],林海青

指出图书馆可以存在于这三个功能层中,图书馆角

色可以是关联数据的发布者,关联数据的消费者,也

可以作为第三方进行数据存取整合和保存[２].同

时,图书馆应用关联数据具有潜在四个基本模式:
发布、消费、服务和平台.

我国图书馆在关联数据应用方面尚处于起步阶

段,其中,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等为国内关联数据应用的先行者.国家

图书馆开发了网络知识组织系统(NKOS)集术语注

册和服务原型系统于一体,同时开发了术语服务客

户端,在系统内发布了主题词表、本体和分众分类

法[３];中国科学院的“科学数据库”项目 OpenCSDB
将关联数据应用在科学数据知识库中,提倡发布描

述数据模型的RDF本体词表[４];自２０１４年起,上海

图书馆开始投入力量探索基于关联数据技术的数字

人文项目建设模式,包括“家谱知识服务平台”[５],盛
宣怀档案知识库,“名人手稿档案库”[６],书目系

统[７],“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８],中文百

科概念术语服务平台SinoPedia[９].这些平台从关

联数据发布服务发展到关联数据发布中心(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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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国的关联数据应用主要以关联数据发布为

主.发布数据以书目数据、规范数据和术语服务为

主.这些权威机构发布的关联数据相较于互联网开

放资源,其优势在于图书馆的专业人员采集、整理、
标注、维护大量元数据,为公众提供了高质量的数

据,为第三方开发应用提供了规范化、标准化的数据

支撑,是可靠的数据来源[１０],充分体现了图书馆员

的智慧.同时,数据发布实现了数据的开放共享,给
予其他图书馆及机构深度利用数据的机会.

从整个开放数据闭环系统来看,数据发布是过

程中的第一部分,如图１所示[１１].数据发现、数据

使用、数据关联、数据复用和数据讨论也是开放数据

闭环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有当开放数据变

得有用、可用并且被用时才能演变为开放知识[１２].
整个开放数据过程意味着开放数据不应仅仅被视为

产品,而应视为一个具有持续性的过程.新的应用

程序和开放数据的使用可能会产生新的观点,促使

开放数据被创新应用.因此,在开放知识环境中,关
联数据利用,即关联数据消费,也是关联数据发布以

后需要关注的,包含了开放数据系统内除数据创建、
发布以外的所有环节.

汤姆希思(HeathT)指出关联数据消费方式

分为通用的和领域的两种[１３].通用的消费方式为

浏览和检索,领域的消费方式及则根据不同数据源

所提供的不同消费接口方式而变换消费方式.夏翠

娟提出了７种具体消费方式:浏览、发现、抓取、检
索、混搭、推理和展现[１４].

图１　开放数据闭环系统[１５]

１．２　关联数据消费技术

关联数据消费技术是多样的,为下一代基于

Web的应用程序提供了新的机会,如聚合来自不同

提供者的数据,允许集成来自多个来源的零碎信息,

从而实现互补的和更完整的知识.
消费关联数据(ConsumingLinkedData,COLD)作

为国际语义网大会(InternationalSemanticWebConferＧ
ence,ISWC)的一个专题会议已举办了七届(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年).会议旨在为消费关联数据的概念、算法

和方法提供一个科学论述的平台,讨论的问题主要

包括:实时关联数据(即在运行时使用关联数据的算

法和应用程序),消费关联数据架构(如数据空间、
云、NoSQL),关联数据源的集成(如实体解析、相

同、词 汇 映 射 等),处 理 其 他 Web 数 据 (如 Deep
Web、API、Microdata、JSON、Atom、表格等),Web
级数据管理(如爬行、索引、并行处理等),用于导航

和 使 用 关 联 数 据 的 新 语 言 (如 nSPARQL、

NautiLOD等),关联数据摘要、指南和模式学习,查
询多个链接数据集的处理,通过 Web搜索关联数

据,自动发现 URI和数据,缓存和复制,数据集动态

性,来自多个来源的关联数据的推理,关联数据的信

息质量和可信度,用于与 Web交互的用户界面研究

等[１６].只有通过新方法、新思路进行开发和系统调

研,上述问题才有可能被恰当地解决.
就关联数据获取模式而言,林海青指出有两种

关联数据消费模式:一种是本地化消费,即将关联数

据收割到本地系统;另一种是动态消费,消费关联数

据不需要预先收集所有来源,需要引导关联数据网

络发挥其最大和最普遍的潜力[１７].从关联数据利

用方式的角度,夏翠娟在«关联数据的消费技术及实

现»一文指出主要包括四种方式:为本地数据建立外

部关联;多种数据混搭建立新应用和服务;发现数据

之间关联关系、建立知识地图;进行语义挖掘和推理

发现有用的信息[１８].就消费接口访问方式,夏翠娟

总结了基于语义搜索引擎、关联数据集和面向用户

的大型数据集成管理平台三种数据源的关联数据消

费接口分析及技术实现案例[１９].针对关联数据的

可视化,陈涛提出通过SPARQL端点进行JSON数

据格式的关联数据可视化[２０].这些均给予国内关

联数据消费者在数据利用方面很多基础性的技术

指导.

１．３　图书馆的延伸服务

１９９３年,美国学者韦斯特布鲁克林恩(WestＧ
brookL)和沃尔德曼罗伯特(WaldamanR)将图

书馆的延伸服务界定为图书馆在馆舍之外提供的所

有服务[２１].之后,我国学者大部分将延伸服务从时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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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空间、内容三方面考量,将延伸服务看作是基础

服务和常规服务的拓展服务.吴汉华指出图书馆服

务可分为基础服务和延伸服务[２２].延伸服务走向

成熟将转化为基础服务,扩大基础服务范围,提升图

书馆服务能力.张伟庆指出图书馆延伸服务为面向

用户需求,结合本馆特点及能力,通过创新探索各类

服务的新机制、新模式及新领域[２３].

１．４　基于关联数据消费的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的

内涵

２０１１年,W３C图书馆关联数据孵化小组的一份

研究报告收集了部分图书馆的应用案例,表明关联

数据技术在描述图书馆资源及其背景方面的潜力.
报告提出图书馆应用集中在八类主题:书目数据、规
范数据、术语对齐、存储与异构数据分布、资源引用、
数字对象、集合、社交与新应用[２４].而图书馆作为

直接面向用户的机构,关联数据在图书馆 Web方面

的应用是一个重要方面:基于 LOD 的资源发现服

务、数据融合与语义检索服务、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

作用、跨机构的关联数据的开放与复用、图书馆与教

学系统之间的集成等[２５].
针对关联数据在图书馆的应用,林海青指出关

联数据技术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界定关联数据的主要

功能需求[２６].罗亚泓在«牛津大学博德莱图书馆的

延伸服务探析»一文中从内容延伸角度将牛津大学

博德莱图书馆的延伸服务大致分为用户群体指向

型、用户需求指向型和行业趋势指向型[２７].笔者将

此分类借鉴到本文中,用于探讨基于关联数据消费

的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从特定用户、特定需求与

新兴技术角度出发,探索图书馆开展多元化延伸服

务的可行思路与途径,其特点在于以科研人员、师生

的需求为核心理念,以馆藏特色资源为优势,以关联

数据消费为新兴技术,进行服务创新探索.
(１)用户群体指向型延伸服务是以“特定”用户

为对象,通常是为某一学科的研究人员提供的学科

化服务.例如,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

数学图书馆[２８]于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初构建了基于

Schema．org语义的 EmblematicaOnline平台[２９],
将有关徽章的数字化馆藏转换成关联数据发布,促
进了分布在全球６家图书馆的１３００多种特藏徽章

类书籍的发现,增强了学者与数字化徽章类资源的

互动.目前,在本体和数据发布过程发展到具有一

定程度的实用性之后,网站将项目重点转向数据使

用和复用:①引入了 Web环境下其他 LOD资源作

为关联描述,点击徽章书,可以获得作者来自 VIAF
记录的出生日期、死亡日期、性别等信息,以及国家

图书馆、WikiPedia等维护的规范数据和信息网页;

②提供对徽章描述的Iconclass术语层次结构和术

语的不同层次结构下相似度搜索;③改进本体,增强

本体描述能力,促使内容描述颗粒度变得更细,以减

少信息损失,帮助学者在 Web知识环境下获得更大

的知识发现,提升用户体验度.
(２)用户需求指向型的延伸服务满足用户的个

性化需求,提供超出基本业务范畴的服务.例如,德
国马尔堡菲利普大学图书馆[３０]提出基于关联数据

机构知识库资源的参考文献出版流程:通过 NLP技

术提取机构知识库中收录的学术成果的参考文献,
使用开源工具 Metablock利用比菲尔德学术搜索引

擎(BASE)解析参考文献,创建基于都柏林核心

(DublinCore)的引用术语模型的实体文献及其相

互引用、被引用的关系,通过SPARQL方式往 RDF
文件中写入更新信息实现机构知识库被引文献信息

更新,建立基于Solr的文献索引以利于 VuFind资

源发现系统使用.通过语义网技术发布参考文献、
建立参考文献发现机制是更广泛研究和分析引文的

先决条件,工作流程将文献之间的引用关联为机器

所理解,促进学术成果的交流.不仅有助于对使用

作品的人给予信任,而且有助于支持学者的断言和

论点,有助于读者找到有关该主题的更多信息,提高

图书馆的知识服务能力.
(３)行业趋势指向型的延伸服务,深度利用了图

书馆的数字化趋势,促进了数据互联和共享.图书

馆不仅在创建新平台,提供新服务,而且也在不断寻

求对旧有系统的改进.２０１１年末,全球图书馆开始

应用 WorldCatLocal,OCLC与 WorldCat编目资源

数据库的单一检索接口,可以进行出版物、摘要索

引、机构知识库资源等元数据的统一索引.通过

WorldCatLocal和 WorldCatDiscovery,OCLC 实

现了电子资源的发现和访问.为了提供用户所需的

空间和开发新的学习空间,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

校图书馆计划撤销缩微胶片馆藏,代之以数字资源.
在此之前,需要在 WorldCatDiscovery添加微缩胶

片对应的电子版书目记录的馆藏信息,这实际上是

一个利用发现系统将 MARC格式书目记录转换到

语义 Web上的关联数据,促使编目流程适应在线电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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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资源新编目环境的过程.由于 OCLC缩微胶片

和早 期 英 文 图 书 在 线 (ChadwyckＧHealey Early
EnglishBooksOnline,EEBO)资源的 MARC记录

包含了某版本的副本馆藏地注释字段,通过添加

OCLC记录号(OCLCRecordNumbers,OCN)增强

描述 OCLCEEBO 的 KBART(KnowledgeBases
andRelatedTools)文件[３１],实现了在 WorldCat书

目提供自动化馆藏信息,区别相同版本下不同馆藏

资源的副本,增强了链接解析,提升了发现服务,让
读者易于了解有关缩微胶片和电子资源的可用性.

用户群体指向型、用户需求指向型和行业趋势

指向型三类延伸服务往往交叉在一起,提供最大可

能性满足用户需求,从而提升图书馆的服务能力,扩
展图书馆的影响力.

２　厦门大学参与“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应用开发竞

赛”的实践

２．１　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模式

近年来上海图书馆在关联数据应用推广上作出

了不少努力.自２０１６年以来,上海图书馆已举办三

次开放数据应用开发竞赛[３２],目的是挖掘 LOD 应

用的潜力,促进知识的外部消费,探索数据驱动的创

新服务.上海图书馆不仅开放了本馆的平台数据,
同时鼓励其他机构平台将数据加入开放数据中,如
搜韵、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hinaBiographical
Database,CBDB)等.从服务角度来说,其向第三方

机构或公众提供了开放数据服务,鼓励参赛者利用

平台数据进行数据应用、融合、扩展与链接.竞赛以

微站(移动 Web应用)或IOS、安卓等平台上的 APP
为主要方式[３３].往届参赛作品中,竞赛数据应用模

式是多样的,如数据与维基百科集成融合,与地理信

息“混搭”,关联数据的可视化,与地方志、文学作品

等文献资源结合用于扩展资源发现等.这些应用均

提供了具体应用场景与应用模型,对图书馆业务有

现实意义.
在“上海图书馆２０１８年开放数据应用开发竞

赛”中,开放的上海图书馆数据平台有:家谱知识服

务平台、盛宣怀档案知识库、名人手稿档案库、上海

市文献联合编目中心关联书目数据发布平台、中文

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和中文百科概念术语服务

平台SinoPedia.平台发布的数据集均达到开放数

据５星级评价,可提供关联开放数据,支持用户使用

SPARQLEndpoint,基于 HttpURI的内容协商和

特定 API多种数据接口模式获取数据[３４,３５],满足用

户的不同开发需求.

２．２　“厦大海洋人”APP开发背景

由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厦门大

学)数据中心(以下简称海洋数据中心)联合厦门大

学图书馆共同参加了“上海图书馆２０１８年开放数据

应用开发竞赛”,开发了“厦大海洋人”的安卓 APP,
目的在于充分展示厦门大学海洋学科的最新发展成

果,促使社会公众关注海洋学科.“厦大海洋人”以
海洋科研学者籍贯和近海海洋科考站位为线索,结
合地理信息系统,形象直观地展现了厦门大学海洋

人的海洋航迹、学术风采、科研成果和知识图谱.

２．３　数据关系脉络

应用关联数据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界定关联数据

的主要功能需求[３６].根据“厦大海洋人”APP主要

功能中展现的对象及对象之间的关系,梳理了数据

关系的脉络.
(１)人杰地灵:论文、学者－籍贯－古籍、手稿、

家谱

以籍贯为核心维度查找厦门大学海洋学者的地

理分布、论文产出分布,如图２(３)所示;以籍贯为关

联维度,查找对应籍贯相关的古籍、手稿、家谱、古诗

词,从而避免了成果宣传的单调性,如图２(２)所示,
显示了和上海相关的古籍列表.对应地名的人文信

息使得不论是科研人员还是普通大众,都对海洋产

生了历史时空感.
(２)海上足迹:船舶－航次－站位－古地名、古

地图

通过科考船某航次站位的地理信息查找返回的

邻近古地名,以此补充海上历史地理信息,并提供不

同时期的地名出处,如图２(１)所示.增加古今地图

的对比功能,让用户领略中华疆域变迁,查看地图时

还可放大或缩小以及调整透明度.
(３)知识图谱:论文、学者、机构

通过学者合作网络、机构合作网络与主题词网

络,展现了厦门大学海洋学科的科研动态,如图２
(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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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厦大海洋人”APP的主要功能

　　根据以上脉络,选择本地数据与外部数据:(１)
本地数据以馆藏资源机构知识库科研成果数据为

主,同时制作古今地名对应信息表、历史地图信息、
航次信息表、船舶信息表和厦门大学海洋学科知识

图谱.数据存储形式均为关系数据库.(２)外部数

据以上海图书馆关联开放数据为主,含上海图书馆

古籍联合目录数据、上海图书馆名人手稿档案库、上
海图书馆家谱数据和上海图书馆人名规范数据库.
(３)运用了港口网站实时船位数据,竞赛中开放的广

州搜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数据、研究机构 GRID
(GlobalResearchIdentifierDatabase)的数据等,均
提供了规范 API接口的数据.本地数据与外部数

据的分布呈现多源异构数据特征.

２．４　馆藏资源向移动客户端应用资源的转化

以增加“厦大海洋人”APP的文化性和趣味性

为切入点,将馆藏资源作为核心数据,将动态消费关

联数据等多源数据“混搭”,通过基于 HttpURI的

内容协商方式获取整合后的数据进行展现,最终实

现馆藏资源向移动客户端应用资源的转化.
(１)关联数据的动态消费[３７]

采用动态消费关联数据模式获取上海图书馆的

人文数据,其是 APP在本地系统中消费外部关联数

据的关键,主要解决多个数据集数据同步、数据更新

的问题,相较于本地化消费,数据交互更灵活、实时.
无论远程数据源更新与否,系统远程SPARQL实时

搜索上海图书馆的数据,进行多个数据集之间的联

合查询,将获取实体对应链接 URI,以得到最新远程

数据,避免了本地存储数据以后需要再花精力更新

数据的问题.
关于哪些上海图书馆的开放数据集可检索与学

者籍贯相关的作品这个问题,答案是未知的.如果

通过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模式中特定 API接口查

询数据,得到的资源有限,仅能获取单个数据集的某

个字段对应的内容,包括“作品”“书目”“单例”“地
点”“人物”“机构”“朝代”等元数据对应数据.例如,
通过特定 API“http://data１．library．sh．cn/gj/WeＧ
bapi/works? title＝泉州 &key＝XXX”,将获取古

籍联合目录中以“泉州”为题名的作品.而为了获取

所有数据集中相关的资源,不仅仅是古籍联合目录

中的作品,APP选择SPARQL实时模糊搜索.整

个SPARQL远程查询过程中,无需关心单个数据集

中籍贯对应相关的实体以及实体之间的关系.例

如,查 询 以 “泉 州”为 籍 贯 的 相 关 作 品,链 接 到

http://data１．library．sh．cn:８８９０/SPARQL,对应的

SPARQL查询语句为:

PREFIXxsd:＜http://www．w３．org/２００１/XMLSchema＃＞

SELECTDISTINCT ? a? b? o

WHERE{

? a? b? o．

FILTER (regex(? o,＂泉州＂,＂i＂))

}


检索结果将获得来源于五个数据集或者 API

中的多个作品,下表显示了不同数据集中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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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使用SPARQL查询数据结果

序号 作品 标签 数据集及API

１
http://data．library．sh．cn/sd/resource/work/mvwf９

e３rsun８pkbz　

１１９６胡光国致盛宣怀函胡光国盛宣怀矿

务;吴兰皋;吴味熊平泉州[光绪二十三年]

十一月初十日([１８９７年]１２月３日)

盛宣怀档案知识库

２
http://data．library．sh．cn/gj/resource/instance/

svitgftpcujw７m６k
[宣统]泉州乡土地理志一卷 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

３
http://data．library．sh．cn/entity/place/p１iew９３２

prsu９mza
泉州市 创作地 API

４
http://data．library．sh．cn/entity/organization/６mal

qa４esihj２kgu　
泉州开元寺 机构 API

５
http://data．library．sh．cn/jp/authority/title/gh９lwd

mkk４alh７ab　

泉州府南安县二十八都象运派下梁氏梅镜

堂族谱
家谱知识服务平台

(２)异构多源数据混搭

为解决本地数据与外部数据所呈现的分布式多

源数据查询问题及数据更新和维护问题,APP选择

由数据层、应用层和表现层组成技术框架(见图３).
厦门大学图书馆开发应用层,负责数据整合与提供

数据 API,海洋数据中心开发 APP表现层.各层应

用隶属单位主体不同,技术体系架构不同,可完全独

立部署,技术灵活,极大消除了冗余,且易于扩展与

维护.

图３　“厦大海洋人”APP技术框架

基于数据层的多源异构数据特征,系统应用层

采用DjangoRestfulFramework进行馆藏资源与外

部数据集成,实现业务逻辑处理,统一资源接口,开
放RESTfulAPI接口,以完成表现层与应用层之间

的交互.系统相当于在内部建立了虚拟数据中心,
将本地与外部数据集成后进行二次发布.对于馆藏

数据,系统通过SQL查询语句获取关系数据库中的

数据;对于提供 SPARQLEndpoint的外部关联数

据,通过SPARQL查询语句获取数据;对于提供规

范 API接口的数据,通过查询 API获取数据.资源

之间的关联不局限于点对点的直接关联,而是借助

于中间结点的间接关联.根据表现层的数据请求,
系统实时从数据层获取数据,并装配成JSON 格式

数据后返回给表现层.
例如,用户从 APP中地理信息系统中点击“泉

州”图标,表现层向应用层传达相应地理信息,则应

用层向表现层返回了与地理信息关联的地名链接

URI:http://[服 务 器 地 址]/myapi/shlapi? lat＝
２４．９３&lng＝１１８．５８.链接 URI集成了数据层中关

于“泉州”的数据,包括百度百科对“泉州”的介绍,泉
州经纬度信息与来自其他机构不同数据集中的数

据.不同来源数据集以 Type命名来区别,例如PaＧ
per、Shougao、Persons、Guji、Jiapu和 Poem.其中

Type为Paper,表示数据来自机构知识库 WOS－
SCIE数据,其他数据来自百度百科、上海图书馆与

搜韵.

２．５　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延伸服务

从图书馆业务角度,“厦大海洋人”APP开发实

践是机构知识库(IR)服务的延伸,是嵌入式学科服

务的延伸,突破IR科研成果宣传方式的单调性,强
化“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高校形象建设.CALIS
三期“机构知识库建设及推广项目”表明推广中国高

校的学术资源与成果是当前IR建设的重要任务之

一[３８].目前,高校机构知识库正在从多层次挖掘资

源、成果与服务的应用场景,以提高其利用的深度与

广度,提高用户认识度,促进学术交流.IR 门户网

站的成果展示功能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如提供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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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在线可视化功能[３９],揭示研究热点、科学前

沿,丰富学者信息等;同时,IR通过加强与学校机构

间的协作,为高校行政机构提供可靠、准确的师生成

果数据,提供成果统计分析报告等[４０].将IR 成果

数据嵌入到学院、实验室或者科研团队的宣传平台

中,与平台服务无缝连接是一种创新服务.
从内容延伸来看,“厦大海洋人”APP的开发实

践是集用户群体指向型、用户需求指向型和行业趋

势指向型为一体的延伸服务.
(１)用户需求指向型的延伸服务.厦门大学自

２０１２年起,每年都举办免费面向市民、大中小学生

的海洋科学开放日活动.随着移动服务终端手机的

普及,开发移动端 APP配合海洋科学开放日活动显

得很有必要.APP作为集研究、科普、传播等于一

体的宣传平台,拓展了展览功能,向公众展现了古今

海洋文明的融合.APP作为高校学科成果宣传的

橱窗,展示了“双一流”高校优势学科的魅力.在开

发过程中,图书馆主要负责数据整合和数据提供,充
分发挥了IR在机构学术成果数据质量、开放数据等

方面的优势.
(２)用户群体指向型延伸服务.一方面,科研人

员为 APP的用户之一.在 APP中展示IR科研成

果数据,是一次数据服务的探索,是厦门大学图书馆

面向“双一流”建设的学科知识服务营销产品的升级

实践[４１].另一方面,对海洋学科有兴趣的公众也是

APP用户之一,因此,面对枯燥的专业知识,尝试通

过一定方式来提高用户的兴趣度:①以科技与人文

数据融合作为海洋主题数据与竞赛开放数据结合的

切入点,将厦门大学典藏库中海洋相关科研成果数

据,结合上海图书馆等第三方人文规范关联开放数

据,展示厦门大学海洋人的科研成果与动态;②结合

古今地图对比看海洋航迹,帮助用户体验古地名、古
文化的变迁.

(３)行业趋势指向型的延伸服务.①数字资源

合作共享是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４２].整

合其他图书馆的馆藏资源或者第三方机构的资源和

数据,与自身馆藏资源集成、融合,可进一步发挥自

身馆藏特色,促进知识发现.IR数据与上海图书馆

及第三方数据灵活、实时、动态集成是一次合作共享

模式上的技术探索;②移动互联环境下,为移动服务

提供支持,加速了大学图书馆的转型[４３].如何实现

馆藏资源向移动客户端应用资源的转化[４４],以提高

用户兴趣度,增强用户体验度是此次 APP开发实践

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３　结语

挖掘关联数据实际需求是关联数据消费的关键

性问题,实现服务增值、促进延伸服务转向基础服务

的首要条件.对于图书馆,面对越来越多的关联开

放数据,如何组织这些数据,为专门使用场景或特定

用户提供精准的知识服务,“厦大海洋人”APP开发

实践是一次有意义的探索.APP中集成了第三方

的数据(以人文数据为主),使展示内容更丰富、更精

彩,更容易激起用户对海洋知识的兴趣,成为海洋开

放日活动的另外一扇“橱窗”,也是海洋开放日活动

的延续.另一方面,在全球 Web知识环境下,用户

不仅是消费者,同时也是参与者与创造者.开展嵌

入学院、科研团队的知识服务,发挥用户的主体地

位,注重用户自身贡献与交流,同时强调图书馆的服

务协同性,将充分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４５].
如何发现关联开放数据源是关联数据消费的方

向之一.竞赛公布了主要数据源,鼓励机构与用户

开发数据潜在价值,实际已经减少了数据发现的环

节.目前,国内关联数据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布的规

范数据及本体均较少,普通图书馆暂时处于无数据

可用阶段.因此,现阶段可以加强开放数据过程中

的数据发现,将这一环节作为数据消费的切入点.
图书馆在不断发布数据的同时,可考虑多运用或者

开发数据关联发现工具.

APP潜在的价值在于其数据不仅仅是厦门大

学一门优势学科的成果数据,而是可扩展至其他机

构的海洋学科数据,乃至全国机构的海洋学科数据.
各个机构均可在 Web网络上发布各自学科的数据

并形成关联网络,APP的应用场景将大幅增加,有
利于促进海洋学科知识生态系统科研数据的共享与

互联.高校图书馆通过发挥高质量的知识生产能

力,共同发布、共同消费,构建起高校图书馆数据联

盟,通过共享合作,将形成良性生态循环,有利于知

识生产共同体的形成,从而加快知识创新,实现互利

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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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ontheApplicationofLinkedOpenDatainUniversityLibraries
—PracticeofXiamenUniversityLibraries

LinJing　ChenHe　ChenJuan　LiLiyan　LinZhinan

Abstract:Basedonlinkeddataconsumingtheuniversitylibrarysoutreachserviceischaracterizedby
takingtheneedsofresearchers,teachersandstudentsascoreconcept,thespecialcollectionastheadvanＧ
tage,andthelinkeddataconsumingastheemergingtechnology．TakingXiamenUniversityLibrarysparＧ
ticipationintheShanghaiLibrarys２０１８OpenDataApplicationDevelopmentContestasanexample,the
paperexploredthepracticesofthe universitylibrarysoutreach servicesby developingthe mobile
applicationAPPnamed“XiamenUniversitysOceanTalents”cooperatedwiththestatekeylaboratory．By
combingofthedatarelationshipandfromtheperspectiveoflinkeddataconsumptiontechnology,itsolved
theproblemofconversionofholdingresourcestomobileclientapplicationresourcesinordertoimproveusＧ
erinterestandenhanceuserexperience．Fromtheperspectiveoflibrarybusiness,practiceisanextensionof
institutionalrepositorysserviceandanextensionofembeddedsubjectservice．Fromthecontentoutreach,

practiceisusergroupＧorientedoutreachservice,userdemandＧorientedoutreachserviceandalsoindustry
trendＧorientedoutreachservice．

Keywords:LinkedData;ShanghaiLibrary;OpenDataApplicationDevelopmentContest;LinkedData
Consuming;OutreachService;UniversityLibrary;XiamenUniversity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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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iticalSurveyofTaamCheukＧWoonsLifeinCantonChristianCollege

ZhengJinhuai

Abstract:BasedonsomenewＧfoundhistoricalmaterials,thispapermakesacriticalsurveyofTaam
CheukＧWoonslifeinCantonChristianCollege．ItisfoundoutthatMr．TaamfirstenteredCantonChristian
Collegein１９１２．AfterasixＧyearstudyinitselementaryschoolandmiddleschool,hebecameanundergradＧ
uatein１９１８,andgothisbachelordegreeofartsin１９２２．FromSeptember１９１９toFebruary１９２２,heoccuＧ
piedapartＧtimepositioninCantonChristianCollegeLibrary,undertheguidanceofMissJessieDouglass,

theAmericanlibraryexpert．Inearly１９２２,thoughstillanundergraduate,hebecameafullＧtimestaffof
theLibrary．From１９２２to１９３７,heactedasAssociateLibrarianatfirst,andthenLibrarian．Duringhis
termofoffice,hewasonleavefortwice,onefrom１９２４to１９２５,andtheotherfrom１９３０to１９３３．Beingin
chargeoftheLibraryfornearlyelevenandahalfyears,hecontributedmuchtoitsdevelopment,especially
toitscollectionconstructionandreferenceservice．

Keywords:TaamCheukＧWoon;CantonChristianCollege;Library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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