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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融合环境下NSTL资源建设的发展思考∗

□曾建勋

　　摘要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自创建以来从印本资源、数字资源、知识资源等方面

持续进行科技资源信息保障体系建设,但是在当前开放融合新形势下,仍然面临着资源建设完整

性和系统性欠佳、融合性和开放性不足、不平衡不充分、协同性和安全性不够等问题和挑战.面

对开放获取、数据融合、API应用、大数据技术下的开放融合新生态,NSTL在未来应该实施元数

据战略,建设立体化资源本土长期保存体系,推进多层级元数据的语义知识组织,构建适应发现

服务的数字业务管理体系,不断壮大和完善国家科技信息资源建设和服务体系.
关键词　开放融合　NSTL　信息资源建设　资源发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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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我国科技文献特别是

国外科技文献订购量一直低水平徘徊,国外科技文

献基本满足率不足１/３,严重制约了科技创新活动.
为解决我国科技文献资源严重匮乏和保障率极度低

下的问题,２０００年６月,经国务院领导批准,科技部

联合财政部、原国家经贸委、农业部、卫生部、中国科

学院等正式组建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ational
ScienceandTechnologyLibrary,NSTL).NSTL
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科技图书馆共建共享体系正式形

成.作为国家科技文献基础条件平台,NSTL是国

家科技情报系统文献信息保障的核心组成部分,与
中国 高 等 教 育 文 献 保 障 系 统 (China Academic
Library&InformationSystem,CALIS)、公共图书

馆文化系统并列成为全国三大文献保障体系.

１　NSTL资源建设二十年的发展历程

NSTL自成立以来,按照“统一采购、规范加工、
联合上网、资源共享”的原则,收集和建设理、工、农、
医等各学科领域的科技文献信息资源[１],充分运用

现代先进技术手段和条件,开展国家科技文献信息

保障体系建设,面向全国提供文献信息服务.经过

二十年的发展,NSTL已经建设成为较为完备的以

印本为基础的数字资源保障体系,成为国内权威的

科技文献资源收藏保存中心和科技文献信息服务枢

纽,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支撑作用.

１．１　印本资源的基础保障

NSTL成立之初就坚持国家科技文献保障的初

心,以印本收藏为基础开启全面印本保障时代.按

照“统一规划,专业分工,统筹协调,避免重复”的运

行机制,推进印本文献信息资源的全面建设.目前,
每年订购印本期刊１．７万种,印本非刊文献８千多

种,覆盖全球绝大部分科技类期刊,SCI期刊收录品

种超过９０％;不但外文文献特别是外文期刊文献的

品种数量迅速增加,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国家经费投

入的使用效益,优化了文献资源配置.
二十年来,NSTL紧密围绕国家科技创新和«国

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
的优先主题、重大领域、基础研究、前沿重点领域,充
分发挥文献信息资源支撑保障作用,切实保障单个

机构或市场难以有效、公平和长期保障的科技文献,
确保特色、核心、重点资源收藏的系统性和连续性;
不断强化纸本文献的支撑和保障,有步骤地实现较

完整的纸本保障和有效备份,加强国外数字资源对

应的纸本备份建设,消除高校图书馆向数字资源转

型的后顾之忧,支持其他信息机构由印本文献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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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资源转型;优先建设我国国外科技文献保障体系

中结构性缺失的文献,逐步增加符合地方特点以及

经济欠发达地区需求的国外科技文献资源;加大对

国外科技会议文献、科技报告以及其他灰色文献的

建设力度;加强与我国科技合作的重点国家及新兴

工业国家和周边国家与地区(如:韩、日、俄、印、巴西

及我国台湾地区等)的科技文献采集,合理拓展文献

采集的地域和语种范围;调整和优化文献资源的学

科、馆藏和载体布局.

１．２　数字资源的引领建设

随着数字出版的不断深入,传统印本资源逐渐

无法 适 应 科 研 人 员 的 信 息 行 为 习 惯.２００５ 年,

NSTL全面推进数字资源建设,以国家许可方式订

购国外回溯期刊数据库１９个,涉及回溯期刊３０２８
种,回溯年代至创刊年,面向全国开通国外专业性中

小学协会数据库４０个,涉及现刊６９６种;面向西部

地区开通中文电子图书２６万册.同时,以补贴方式

支持科研机构和高校集团采购外文数据库１４６个,
为成员单位开通电子期刊２．５万种,电子资源年下

载使用量超过６０００万篇,为我国科技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信息保障.
数字资源的大量涌现需要创新资源建设模式.

尤其是大量数字资源采用租用方式引进,无法长期

使用和可靠保存,数字资源在利用和共享上受到很

大限制.网络环境下,NSTL强调以构建适应数字

时代的国家科技文献资源战略保障体系为目标,坚
持“藏用并举”的原则,推动数字资源国家长期保存

体系建设,保障国家科技文献信息资源的可靠拥有

和长期使用.NSTL重点加强结构性缺失的科技文

献数字资源建设,对仅电子出版的期刊进行补充建

设;加强对低保障率资源、低使用率资源的国家保

障,有选择地引进回溯数据库,解决早期重点学科资

源的缺失问题[２];推动“国家许可”模式的科技文献

数字资源引进和服务,积极组织和支持成员单位及

其他科技文献机构的数字资源集团联合采购,对“国
家许可”资源实行直接公共服务,做好数字资源的延

伸保障和协调保障.同时,NSTL强化开放获取资

源的保障,顺势而为相继加入“OA２０２０ 计划”和

Scoap３国际高能物理开放联盟,并于２０１４年开始

针对学术类开放资源进行规范化采集加工,制订了

«NSTL开放资源描述元数据规范»«NSTL开放资

源遴选标准»,目前每年采集保存９０００种期刊、８００

册会议录、５００份报告、１万份课件、１万份学位论文

以及２０００册图书的相关数据,建设了有上千种科技

期刊的中文科技期刊开放平台.

１．３　知识资源的转型奠基

随着网络化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于知识的需求

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文本,基于更细粒度的知识组织

需求愈发旺盛.２００６年,NSTL启动了国际科学引

文数据库建设,目前“国际科学引文库”提供了６０００
种国际高水平期刊的来源文献检索和引文检索服

务,为数据挖掘、交叉揭示提供了新途径.在知识组

织方面,叙词表作为一种主题检索语言,在资源检

索、数据规范、信息分析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２０１１
年,NSTL依托成员单位数十年的长期积累,组织实

施“面向外文文献的知识组织体系构建及其示范应

用”大型项目,发展知识组织基础设施,先后完成“我
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汉语主题词表”“英文超级

科技词表”“机构名称规范文档”等一大批基础工具.
目前,基于英文科技超级词表的文献自动标注和智

能检索系统投入使用,大规模语义计算工具包为科

技监测、知识演化、学术关系网络分析和领域科研信

息环境建设等提供新手段,从而为构建知识资源体

系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NSTL是一个基于网络环境的公益性的、虚拟

的、面向全国的科技文献信息保障服务机构,建成了

从联合编目系统、数据联合加工系统、回溯数据服务

系统到文献综合管理系统的一整套规范化、科学化

的数字业务管理流程,为 NSTL面向各类机构及个

人用户开展知识服务,提供了数字化的业务管理与

服务平台.

２　新形势下NSTL资源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经过二十年努力,我国科技文献信息保障事业

取得显著成绩,资源保障水平和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与此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一方面互联网时代数字化

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科技信息从创建、组织到

传播、服务的链条发生根本性变化.多变的文献信

息形态、开放的协同科研创新流程、在线的学习交流

工具和多元的传播获取路径,正在颠覆图书馆原有

业务流程和信息服务模式,挑战业界对海量数据的

知识组织和管理能力.另一方面,我国科技人员数

量、科技研发投入也已位居世界前列,科技发展已经

由原来的跟跑阶段,进入到现在的并跑、领跑阶段,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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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领域已进入“无人区”.既需要强化基础研究,
又需要强化产业创新;既需要推进关键技术研发,又
需要推进双创发展;既需要强化高技术尖端领域发

展,又需要促进社会大众学习革新.把握国际研究

前沿和创新萌芽的同时,相应的数字化科研范式、新
型知识生产流程和信息吸收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现

有信息服务模式不能适应科研流程发生的根本性变

化,既无法嵌入数字化科研范式和知识化生产流程,
也无法嵌入工作平台和科研任务过程.因此,面对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求,应对科技发展和科研环境

变化的新形势,NSTL资源建设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与挑战.

２．１　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完整性和系统性欠佳

数字环境下,资源形式更为丰富,服务方式和手

段更为先进.在教育领域,以新媒体为核心的翻转

课堂、在线教学等不断推陈出新,学术搜索引擎、移
动服务也越发深入便捷.新时代下用户对信息资源

的认知程度和相关需求更加多元化和精准化,需在

满足用户文献发现需求的基础上,加强对于用户的

交流发表需求、存档需求、评价考核需求等的满足.
目前,NSTL针对期刊、会议、学位论文等科技文献

资源的采集较为完整、系统,学科覆盖面较全,而针

对产业创新需求的统计年鉴、智库报告、市场分析报

告、产业报告等科技文献采集则较为薄弱.NSTL
的全文资源也仅包含自身馆藏,尚未充分集成其他

单位馆藏资源,无法形成更广泛的知识空间联盟;国
家元数据库仅拥有４亿条元数据,不能满足资源的

全面发现与大数据分析需求;需加强产业创新资源

的采集,增加专业性较强的数据库资源开发,推进新

兴工具类资源的收集与开发,更好地将文献数据资

源转化后嵌入到各类科技创新活动中,以全面加强

对产业自主创新的支撑.

２．２　科技文献信息组织传播融合性和开放性不足

开放理念正在开创新型传播交流范式,推动不

同科研条件要素,如文献、科学数据、软件、工作流/
门户、仪器及教育资源等多种资源间的开放链接,也
形成科技文献内容、技术和数据融合发展的新趋向.
近年来,在信息化建设背景下涌现出众多的科技文

献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在资源支撑保障方面发挥了

很大作用.然而,各科技文献服务平台与其他数据

平台各自建设,缺乏相互融合关联的方式和互通共

享的机制;数据整合、加工精度不够,对元数据的揭

示利用不够,资源间的关联融合缺失:现刊—过刊论

文元数据、论文—引文、电子—开放资源数据,尚未

全面集成关联;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科技报告等各

类型资源尚未打破资源类型界限,交叉揭示程度不

够,无法进行关联检索;人才、机构、项目、技术等实

体的规范、识别、关联不够,不便于计量评价.应用

系统集成和数据调用存在障碍,用户界面集成融合

度不高,系统之间技术标准不一,互操作不够,加剧

了信息孤岛现象.在印本为主流时出现的“低水平

重复”,在数字形态主导时代似乎又演绎成新一轮数

字资源的重复.需要借助众创、众筹等共享经济理

念,进一步强化开放共享意识,优化文献资源配置和

统筹协调,加强数据间可操作性和关联揭示,强化开

放获取平台和开放知识库建设,促进资源开放集成

融合[３],形成开放协同、互联互通、自主可控的科技

文献信息开放生态机制.

２．３　科技文献信息公共服务不平衡、不充分

长期以来,我国科技文献保障在不同地区、不同

系统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东部地区普遍优于

中西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文献

保障存在着较大差距;高校、科研机构远优于企业,
对于众多的小微企业、孵化企业而言,需要科技文献

情报的支撑,但受限于高校、科研院所文献服务范围

与企业自身的经济能力,众多企业、高新区很难获得

文献服务与情报支撑;系统内同样发展不平衡,以高

校为例,重点院校每年文献采购经费可以达到千万,
而普通高校则经费严重不足.因此,需要 NSTL依

靠国家平台优势,向各级各类公共服务平台开放馆

藏资源数据,带动各地区、各行业、各系统的科技文

献信息服务,缓解科技文献供给不平衡带来的矛盾.
我国科技文献供给明显存在资源利用不充分的

问题,缺乏基于文献数据的分析型数据库和工具等,
所呈现的产品层次和服务功能不强,亟待强化信息

深度加工处理,发展具有自主产权的信息工具和平

台[４].同时,因为缺乏用户信息的组织和用户画像,
缺少用户需求、用户偏好、用户行为、用户习惯的信

息采集利用,我国科技文献供给无法实现用户情景

敏感的智能化推送,以有的放矢地提高文献资源的

利用效率和服务效益,释放文献大数据的真正价值.

２．４　科技文献信息保障体制协同性和安全性不够

随着科技文献从印本向数字转变,文献资源订

购从资产购置转变为服务许可,购得的仅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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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融合环境下 NSTL资源建设的发展思考/曾建勋

ReflectionontheDevelopmentofNSTLResourceConstructioninanOpenandFusionEnvironment/ZengJianxun



2
0

2
0

年
第6

期

权”而非“拥有权”,数字信息资源的国家拥有和保存

面临挑战.首先,国外科技文献出版商仍处于垄断

地位,“核心”资源停售停供情况时有发生,资源的在

线访问存在中断风险.中国作为世界学术论文产出

大国,２０１９年发表 SCI论文超过５０万篇,却仅有

４１％发表在中国自己的期刊上.此外,外文学术分

析工具与系统平台多依赖国外,通过互联网在线访

问国外数字文献资源所留下的日志信息,有可能暴

露我国科研动态和研究方向,用户行为面临着极大

的泄密风险;我国文献元数据的加工深度不够,本土

原创产品供给不足,制约自身信息服务质量、层次的

提升和秘密保护的研发.
随着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国际范围

内的科技竞争必然会表现为科技信息竞争与封锁,
资源存放在国外,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国际纷争等不

可抗力事件,我国对外文科技文献的访问和使用将

遭遇重大阻碍.科技文献保障的国际形势日益严

峻、安全风险日渐增大,国家基础平台保障作用将更

显突出.国家科技文献保障体系需要在保证印本资

源订购的同时,对纯电子出版的数字资源、网络资

源、开放获取资源等进行完整采集和本地保存,并实

现本土化平台访问和保障.

３　新时期信息资源建设的开放融合新生态

回顾图书馆系统的发展历程,从相互之间无关

联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实现机读目录,到出现联邦

检索、OCLC 的联合目录,再到现今的资源发现系

统,实际上贯穿着一种渐进式开放融合的理念.就

资源发现系统来说,其实质是在继承搜索引擎原理

的基础上,发扬图书馆联合目录的优势,只不过不仅

仅是在图书馆间进行开放协同服务,还扩展到数据

库商、出版社之间的开放获取和协同服务;资源发现

系统在实现图书馆数据聚合、业务系统整合、服务协

同以及工具融合的基础上,将信息检索、文献获取与

图书馆用户认证系统、借还书系统、原文传递系统、
代借代查系统等服务协同链接起来,并利用开放应

用程序接口(ApplicationProgrammingInterface,

API)服务、开放链接和大数据、云计算、知识组织和

人工智能等技术,最终实现集资源发现、文献获取或

传递、收录引证、学科分析、科研评价于一体的一站

式集成服务.发现服务的兴起标志着一种新型的开

放融合生态正在跨界形成.

３．１　开放获取正在形成信息传播新机制

开放获取运动的出现,开放创新、开放科学、开
放评价、开放出版、开源社区的蓬勃兴起,致使开放

资源、开放数据、开放期刊、开放仓储越来越多.开

放存取作为一种全新的学术传播机制,正在推动学

术资源和科研成果的自由传播,提升公共信息利用

水平.目前,许多国家或组织已经出台强制性开放

获取政策,要求公共资金资助科研成果存储到开放

知识库,实行开放共享.同时,开放获取期刊和论文

资源迅猛增长,不仅涌现出 PubMedCentral、PLoS
等开放获取出版平台,牛津大学出版社等传统出版

机构也逐步开展开放获取实践.开放存取模式下,
科研人员不需要通过付费订阅就能访问学术信息的

全文,阅读、下载、拷贝、传递、打印、检索、超链接该

文献,这彻底改变了用户获取和使用学术信息的渠

道、方式、需求甚至观念.开放存取资源免费向公众

开放,消除价格障碍,降低资源建设和文献获取的门

槛,打破资源建设和服务的原有格局,将对图书馆传

统的资源建设、资源存储、知识产权管理、资源保障

服务模式造成巨大冲击.

３．２　API应用正在推进信息服务新业态

通过 API实现跨界的开放式调用,形成一个开

放、灵活、自主、优化的合作体系.通过数据交换对

价值链进行整合、重塑与创新,实现信息服务业的

“互联网＋”融合发展,将大大减少数据和应用“孤
岛”,释放更多计算能力,实现价值重塑.它意味着

将图书馆馆藏数据、数据商出版数据、网络开放数据

等数据资产化,把图书馆、数据商和相关单位知识库

等拥有的数据、服务和业务能力以 API的形式开放

给生态系统各参与方,实现业务能力的互联互通,带
动数据—软件开发—信息服务整条产业链的创新发

展.滴滴平台调动社会车辆提供租车共享服务;维
基百科借助社会力量构建百科知识服务于公众;百
度文库资源众筹共享,表明无论是基于服务保障的

全文长期保存,还是基于登记注册的元数据集成融

合,抑或是基于开源的软件工具融合,都可以通过图

书馆、出版社、数据库商、开发商之间的合作,借助

API应用共同构建,使更多的资源拥有者、标注者、
开发者参与到资源共建共享中来.通过实现交流或

交易的媒介功能、信息服务功能、产业组织功能和利

益协调功能,来拓展新的价值网络,带动信息服务业

态创新,加快信息服务转型升级.

６６

开放融合环境下 NSTL资源建设的发展思考/曾建勋

ReflectionontheDevelopmentofNSTLResourceConstructioninanOpenandFusionEnvironment/ZengJianxun



2
0

2
0

年
第6

期

３．３　数据融合正在塑造内容产业的新模式

科技文献出版正在从印本出版、印本与电子资

源并存,发展到纯电子出版,甚至语义出版,新型出

版方式和出版物形式不断涌现,非正式交流形式日

益丰富,学术博客、网络社区、即时交流工具等蓬勃

兴起,媒体融合呈现立体化出版趋势,既反映出全球

科技发展轨迹变化和时代创新特征,又反映出数字

信息形态变革和科研范式变化.知识单元不仅包括

图片、表格、公式、人物、机构等,还包括知识点、概
念、等级、本体关系等复杂关系.这些知识单元通过

XML系列置标语言进行描述和标记,并在知识组织

体系中的公理、命题的基础上,与特定领域以及跨系

统的各种知识组织工程相结合,支持可计算、可推理

的智能语义检索与语义知识发现.越来越多的出版

机构,在推进语义出版、支持各种细粒度的知识单元

关联与计算,如Springer推出科研图谱(SciGraph)
服务,将传统集中式、以文献为中心的出版平台转换

为分布式、以事件为中心和以RDF为基础的复合语

义架构.除Springer外,还有一大批国际学术出版

商,已经在语义出版方面进行诸多实践,无论是

Wiley的“SmartArticle”,还是 Elsevier的“Article
oftheFuture”“ClinicalKey”都成果卓著.同时,数
字技术和数字环境在颠覆传统资源形态的同时,使
文献资源的揭示程度从书目层级逐步深化到篇章、
图表、科研实体等知识单元,出版传播手段从文本拓

展到了交互文本、可执行论文、音视频等等.各种载

体、数据、内容、工具资源的跨界融合越来越强烈,出
版商、集成商在拓展原有数据库、元数据应用模式的

同时,也在深化文献的资源描述与信息服务,全面改

造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模式.

３．４　大数据技术正在注入信息时代的新动能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迅猛发

展,给科技文献保障体系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技术

挑战.大数据环境下,海量数据存储、复杂数据处

理、大数据深度挖掘和预测分析服务对图书馆的数

据存储能力、计算能力、知识组织能力、数据分析能

力提出严峻挑战,并将极大地改变图书馆信息资源

建设、资源存储和保护、信息发布和传播、知识化服

务的现有模式.云计算作为一种以数据为中心的新

型网络计算方式,把资源、计算能力和领域知识组织

有机融合,形成认知计算型知识组织工程,并与出版

融合应用,形成基于计算、分布存储的动态数据云服

务,将深刻地影响未来图书馆的互联网运作和服务

模式,改变图书馆信息获取、存储、检索和共享的方

式与理念.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

技术,深度学习、人机协同、自主操控、知识学习、自
主智能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活的

同时,将会给图书情报行业的技术策略、技术体系、
技术基础设施、业务系统、智能化服务带来革命性变

化.人工智能在信息智能获取、智能参考咨询、智能

检索、语义数字图书馆、图像识别等领域的直接应

用,将推动科技文献信息保障和服务从“互联网＋”
进入“智能＋”时代.

总之,各类新技术的复杂性和颠覆性,对图书馆

的技术应用能力和知识服务能力带来前所未有的技

术挑战,必将颠覆图书馆传统业务模式和技术体系,
催生图书馆新机制、新业态、新模态和新动能.开放

是颠覆性技术,更是颠覆性机制,构建开放融合生态

环境支撑的数据融合和语义组织体系,推进基于智

能认知和知识组织的开放服务体系是大势所趋.当

下,数字图书馆、数字出版、学术搜索引擎在语义环

境下走向融合归一,在不断开放融合的生态环境里,
图书馆需要认清自身功能定位,塑造科技信息保障

核心能力.

４　开放融合环境下NSTL资源建设发展策略

科技文献信息的生产、组织、分析、传播和服务等

正进入数据化、工程化、智能化、聚合化和可计算的新

时代,需要基于开放共享理念,实现跨系统、跨产业、
跨领域的协同发展,重组信息资源建设格局,形成从

出版社、图书馆到终端用户高度开放融合的有机整

体.为此需要资源建设树立“资源即数据”“系统即服

务”“用户即资源”的新理念,强化元数据规模化建设,
实现大规模语义化、关联化知识组织、工程化数据处

理,构建具有知识关联特征的知识服务系统.

NSTL资源建设总体策略如图１所示,需要重构

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渠道,推进元数据战略,适应开放

融合环境,建设国家元数据库体系;与此同时,一方面

需要构建全文保障协同服务机制,适应国家信息安全

保障需要,建设立体化资源本土长期保存体系,另一

方面构建多层级知识组织流程和工具体系,适应高层

次的科研管理需求,建立知识单元开放关联的结构体

系.而这些都需要重构数字业务管理体系,适应知识

发现服务潮流,提升资源建设的效率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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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NSTL资源建设总体策略

４．１　实施元数据战略,建设国家元数据库体系

经过数十年的建设,国内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

馆和科技图书馆均积累了丰富的未经集成的元数据

资源.NSTL作为国家级保障机构,需要全面实施

科技文献国家元数据战略,最大限度构建国家元数

据库,通过开放国家资源目录,同各公共馆、高校馆、
专业馆一道,构建统一的元数据集成联盟.探索基

于知识产权管理、市场化激励措施的元数据登记注

册集成共享机制,大力拓展元数据的多来源获取渠

道,加强对订购资源、开放资源、网络资源等元数据

的及时发现、采集、规范和保存,实现图书馆、出版

社、集成商等多源异构文献元数据的集成融合,编制

外文科技文献联合总目录,建立中国科技信息资源

的“大”元数据体系.按照元数据收割/导入、转换、
校验、集成、查重、归一等环节设计元数据集成融合

流程,制定元数据统一标准规范和描述模型,实行多

来源元数据格式的映射登记,建立元数据集成融合

系统,实现多源元数据在数据、信息和语义三个层面

的集成整合,形成覆盖元数据资源采集获取、集成整

合、信息服务等全流程的功能模型,并不断提高元数

据采集的完整性和更新的及时性,形成国家元数据

库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当前,文献资源的揭示粒度不断细化,元数据的

本质内涵不断加深,早已不再局限于书目揭示,转而

形成一个包含多层级内涵的体系.在统一标准框架

下,构建集多来源、多载体数据融合的元数据战略体

系,集国家印本资源、国家数字资源、第三方馆藏、第
三方全文保存于一身的全文协同保存体系,集原文

传递、代查代借、链接获取于一体的资源调度体系,
集分类法、叙词表、机构文档、母体文档于一体的语

义组织体系,以及面向用户本体和用户画像的用户

实名注册管理系统.

４．２　基于全文协同保障,建设立体化资源本土长期

保存体系

构建我国自主可控的科技文献信息开放生态环

境,需要调动全社会相关力量拓展资源采集渠道,建
立元数据注册登记的集成仓储机制、数字全文分布

保存与协同保障机制;在构建联合目录的基础上,联
合各家实现原文多途径的协作保障,大范围地推进

馆际互借,构建更广泛的共享空间.构建基于公共

资金权益保障的数字资源本土长期保存格局,通过

分工合作,吸引高校、科研院所共同参与,推动国际

重要科技文献数字资源全部实现本土长期保存,形
成集中与分布相结合、数字全文长期保存和原文获

取服务于一体的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体系与协同服务

保障格局;针对西方限制的科技文献品种,巩固商业

化市场渠道的同时,开拓民间交流获取渠道,强化卡

脖子资源的长期保存;提升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自

我管理能力,实现我国原生数据资源、国外引进数字

资源、网络开放资源等资源的长期保存和可持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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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强抵御信息风险的能力.
在保障中外文期刊、会议、学位论文、科技报告

等一次、二次文献的基础上,增加智库资源、年鉴、进
展、综述、述评等三次文献的采集;规划新媒体、科学

数据、可视化图谱等新兴资源建设,适时推进富媒体

学术资源、事实型数据资源、术语型组织资源、软件

型工具资源等建设和保障,形成媒体融合时代的立

体化资源保障体系;在巩固完善面向学术研究的资

源建设基础上,大力开拓面向产业创新的资源建设,
加强市场报告、产业分析、统计手册等资源采集,形
成学术信息资源与产业信息资源相融合、适应知识

增长和创新需求变化的一体化创新资源体系,有序

地向多元化载体和新型信息内容资源建设拓展.

４．３　推进多层级元数据的语义知识组织,提升大数

据增值效应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与语义知识组织的优势互补

和深度融合,强化元数据集成、数字知识表示、语义

组织关联和用户认知模型研究,加强知识组织体系

及其工具的开放利用,深化多粒度的科技文献信息

深度组织与知识揭示,大力支持第三方应用服务开

发;强化科技文献资源与科学数据、科技项目、科研

机构等资源的关联,探索对文献目录、章节知识点、
内容提要、实体、表格、图片、公式、概念等进行细粒

度加工和关联,提升对现有资源的揭示力度,不断提

高文献大数据的知识处理能力,构建高附加值资源

库;通过可泛化的知识学习与计算工具引擎,采用新

一代科技文献智能知识服务关键技术与产品,实现

大规模语义知识库自动构建、知识计算推理与知识

服务可视化交互等,形成统一集中的科技文献资源

聚合管理服务体系.推进文献资源的深度聚合和集

成可计算,按照预先设计的语义框架揭示术语表示

的资源语义关系,逐步形成可检索、可关联、可计算

的一体化开放知识体系.

４．４　构建适应发现服务的数字业务管理体系,引领

资源建设新模式

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的业务流程正在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未来的服务管理平台不是一种简单

的统一集合,而是一个多元工具、算法、应用的融合

集成系统,需要实现知识组织体系的开放应用,如自

动标引、识别和分类、导航、评估、链接、计量等新业

务,以及分析工具协同开发与开放应用,如需求感

知、主题监测、用户画像、个性推送、精准服务等新服

务的开拓与深化.需要构建适应大数据的数字业务

新流程,在海量元数据集成的基础上,通过书目一体

化管理系统、元数据集成管理系统和知识加工处理

系统,完成对元数据的规范统一、语义化处理;通过

高度模块化、可扩展、可定制、个性化应用的信息服

务平台,采用 APP方式实现图书馆各业务管理和服

务功能模块的按需安装使用.需要强化文献资源建

设业务系统间的相互协同和衔接,在对 NSTL现有

的综合管理系统、联合目录系统、开放资源管理系

统、非析出加工系统、数据加工系统、引文加工系统

进行功能增强的优化改造基础上,按照元数据统一

标准规范和描述模型,建立多源异构元数据集成融

合与规范加工系统,构筑支持各类数据的加工、融
合、计算和管理的大数据基础设施,提升数据管理能

力.这样,加快推进 NSTL资源建设从采购管理向

渠道管理转变,推动数据管理业务从简单数据加工

向数据集成融合转变,推动文献征订遴选、联合编

目、资源加工、数据仓储等业务系统重组整合,构建

新型的基于数字资源、兼顾印本资源管理的全新数

字业务管理体系.

５　结语

随着开放融合新生态的形成,原有的图书馆体

系在重构之中也会焕发新生,将打破现有公共图书

馆、科技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的格局,集合国家馆、公
共馆、高校馆、出版社及网络资源,形成“全覆盖”馆
藏,转型为由研究规划型图书馆、资源建设型图书

馆、技术开发型图书馆和信息服务型图书馆组成的

宝塔形的新格局,推进嵌入团体的相关文献服务、知
识服务、智库服务、分析服务、数据服务等.走进新

时代,NSTL将继续坚守国家科技文献资源保障的

初心,完善可持续发展的开放创新机制,坚持国家科

技文献元数据战略,实施国家科技文献本土化长期

保存战略,加强三次文献、新媒体资源、开放资源、科
学数据、工具算法资源的集成融合,佐之以实名认证

的发现系统,拓展基于情景敏感的知识化、智慧化、
个性化服务方式,支持非营利性服务,孵化市场化服

务,打造一个融合多源异构大数据的本土化公益服

务平台.随着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元数据、数字资源

及其业务系统、服务系统逐步实现云端化,NSTL将

在开放融合新生态中携手内容行业各类主体,不断

壮大和完善国家科技信息资源发现服务体系,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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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利共赢的科技文献保障命运共同体,携手建立科

技文献保障服务的“新业态”,开创科技信息资源保

障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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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ontheDevelopmentofNSTLResourceConstruction
inanOpenandFusionEnvironment

ZengJianxun

Abstract:Sinceitsestablishment,NationalScienceandTechnologyLibrary(NSTL)hascontinuously
carriedouttheconstructionofaninformationresourcesystem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ludingprinted
resources,digitalresources,andknowledgeresources．However,underthecurrentenvironmentofopen
integration,NSTLstillfacesproblemsandchallenges,whichareresourcesconstructionisfarawayfrom
comprehensiveandsystematic,integrated,open,balanced,coordinatedandsafe．Facingthenewecology
ofopenaccess,datafusion,APIapplicationandbigdatatechnology,NSTLshouldimplementmetadata
strategy,buildathreeＧdimensionallocallongＧtermpreservationsystemofresources,promotethesemantic
knowledgeorganizationofmultiＧlevelmetadata,developadigitalbusinessmanagementsystemsuitablefor
discoveryservices,andconstantlyexpandandimprovetheconstructionandserviceofnationalscienceand
technologyinformationresourcessystem．

Keywords:OpenConvergence;NSTL;InformationResourceConstruction;ResourceDiscovery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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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StatisticalDataofChineseAcademicLibrariesin２０１９

TheSecretariatofSteeringCommitteeforAcademicLibrariesofChina

Abstract:In２０１９,theaverageofdocumentresourcespurchasefeedecreasedinChineseacademicliＧ
braries．Whiletheprintversiondocumentresourcespurchasefeecontinuouslyshowedadynamicdecline
trend,thetotalpurchasefeeandtheproportionofelectronicresourcesexceededthatoftheprintversion
documentresources,andtheaveragepurchasefeeoflibrarieselectronicresourceswaslessthanthatofthe
previousyearforthefirsttime．Thelibrarybuildingacreagehasstoppedgrowing．Theprofessionaltitleof
librarydirectorsmainlycomposedofprofessorsandassociateprofessors．ThetotalnumberofcontractliＧ
brarystaffsandstudentassistantstendedtobestable．

Keywords:AcademicLibraries;DocumentResourcesPurchaseFee;Building Acreage;Human ReＧ
sources;DigitalResources;InformationResources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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