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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学术与公众科学:数字图书馆新生态

———第十三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研讨班会议综述和思考

□谢蓉∗　刘炜

　　摘要　图书馆数字技术应用向纵深发展,正呈现三个新的发展方向:一是从数字化到数据

化;二是云端化和大数据之后带来的智慧化;三是全方位的网络众包和大众参与.在上海刚闭幕

的第十三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研讨班(ADLS２０１６)上,首次提出“数字学术和公众科学”的主

题,连同数据化和智慧化,这三方面的趋势正带来数字图书馆的新变化和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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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数字技术应用向纵深发展,已呈现三个

新的发展方向:①从数字化到数据化,馆藏对象深入

到数据层面正在成为图书馆新的业务趋势;②云端

化和大数据之后必然带来的智慧化;③普遍２０之

后造成全方位的网络众包和大众参与.这是在上海

刚结束的第十三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

(ADLS２０１６)传达出的讯息.
本届论坛以“数字学术与公众科学:数字图书馆

新生态”为主题,重点探讨了“数字学术与数字人文”
“公民科学与大众参与”“关联数据与语义技术”和
“开放数据和开放知识”等四个分主题,这些主题为

首倡于１９９４年的“数字图书馆”概念带来了新的内

容和新的热点,给当今处于“复合型图书馆”阶段的

图书馆实践带来新的动力,并指明了发展方向.在

短短两天的研讨时间里,会议容纳了２６个发言,晚
餐期间还举办了头脑风暴和专家问答,密集的概念

轰炸和观点碰撞让与会者大呼过瘾,原计划１５０人

的研讨班吸引了２４０余位关注前沿的同行与会.

１　从数字化到数据化:数字图书馆向知识服务迈进

“仅仅数字化是不够的,数字图书馆应该将工作

的中心转向‘数据化’,数字图书馆的下一步是建设

数据图书馆.”来自加州伯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的林

海青先生如是说[１].本届论坛开篇的第一个主旨报

告———张晓林研究员的“超越数字图书馆:基于数

据与分析的知识服务”就对这一观点直接做出了

呼应.
所谓数据化,是指以数据为基本单元组织信息

并提供服务的方式,区别于传统的以文献(包括网

页、电子书这类数字文献)为基本单元的方式,这里

的“数据”,是指在万维网上能够独立存在,或经过一

定格式的数据编码,使计算机程序能够处理或“读
懂”其含义的数据,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只能通过人

来理解和处理的数据.数据化的主要特点是资源对

象的细粒度化和语义化,以及其格式是对于内容的

描述而不只是形式或结构上的描述,顺应了万维网

从 WebofDocument向 WebofData的发展趋势.
本次会议清华同方公司介绍了他们在碎片化和精准

化知识协同服务方面的最新进展,也恰好印证了这

一趋势[２].
图书馆的数字资源管理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

决,仿佛一夜之间,大家都开始谈论数据服务,业界

有人诟病这又是一轮炒概念、赶时髦现象.然而我

们认为这是一个必然趋势,因为这一趋势并非来自

于图书情报行业本身,而是来自我们所处的环境和

我们所服务的对象.整个科学研究都在向“数据驱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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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研究”发展,正呈现“所有的科学都在变成数据

科学”这一无法回避的现象.随着近年来数字科研

(eScience)和数字人文 (DigitalHumanities)的兴

起,大量的科学研究都在变身为数据密集型研究,产
生形形色色的“数字×××学”或“计算×××学”,
例如“数字文学”“计算语言学”“计算历史学”“计算

生物学”等等,提供基本研究方法和工具的“数据科

学”应运而生而且得到快速发展.这一现象被美国

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的获得者吉姆格雷(Jim
Gray)总结为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３].

图书馆开展数据服务起因于欧美各国近年来对

政府基金项目申报要求提交数据管理计划的规定,
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都要求图书馆员在科研人员申

报项目时提供必要的帮助,以符合编制数据管理计

划的要求.部分研究型图书馆走得更远,直接参与

了其所属机构数据管理系统的研发、管理和运营.
复旦大学张计龙副馆长专门讨论了在构建科研大数

据管理平台方面的做法和思考,并特别介绍了美国

科研数据行业对“数据科学家”的迫切需求和众多

iSchool纷纷开设专业培训,对数据化趋势起到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上海外国语大学任树怀馆长也介绍

了以大学发展战略为指导构建数字学术服务平台的

心得[４].
数字人文是目前图书馆为数字学术开展服务的

一个重点领域.早期的谷歌等公司转换的数字图书

资源被并入 Hathitrust和美国国家公共数字图书馆

(DPLA)等新的数字图书馆服务体系中,其它图书

馆和博物馆、美术馆、档案馆等人类文化记忆机构也

纷纷成立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由于它们拥有海量特

色馆藏,经“文本化”和“数据化”之后,目前已成为各

相关领域数字人文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数字

人文研究和服务在我国刚刚兴起,本次会议分别有

武汉大学王晓光的“面向数字人文的文化遗产图像

深度语义组织研究”,北京大学朱本军的“数字人文:
图书馆实践的新方向”、广西民族大学欧阳剑的“面
向数字人文的数据融合研究”、上海图书馆夏翠娟的

“以数据服务为基础的数字人文平台建设方案研究”
等报告.他们分别结合各自的项目,生动地介绍了

一批成果,另有来自北京水晶石公司的 VR技术总

监魏记先生专门就数据模型化和可视化做了报告,
都展示了目前国内数字人文研究和应用的较高

水平.

然而从行业层面来看,图书馆开展数据服务并

未成为其理所当然的业务.要确立在数据管理方面

的地位,体现图书馆在传统文献、数字资源之外,对
于数据管理也能做出独一无二的贡献,还需要更多

的图书馆做出更大的努力.

２　从自动化到智慧化:实现随时随地无所不在的嵌

入式服务

智慧图书馆的含义通常有两个:一是指采用无

线射频(RFID)或其它自动感知等物联网技术之后

实现图书馆服务的自助化(无人化)和智能化,通常

是指实体图书馆的智慧化;二是通过“大数据分析”,
使大数据变成“聪明数据(SmartData)”,发挥大数

据的价值,使图书馆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数据

分析既可以应用于优化传统服务,也可以用于优化

数字服务,因此可以认为这是复合型图书馆的智慧

化.而本次会议还涉及另一种“智慧”:通过对资源

内容进行语义标注,使其“自带智慧”,变成“聪明内

容(SmartContent)”,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图

书馆智慧化.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孙翌介绍了一个典型的实

体图 书 馆 智 慧 型 发 展 之 路 (他 称 为 “智 能 图 书

馆”)[５],综合采用了多种技术,包括自动感知和数据

分析处理等,是第一类智慧图书馆的升级版.阿法

迪公司的雷向欣博士也提供了一个结合用户行为数

据分析的智慧图书馆解决方案,打破了人们对该公

司只作RFID硬件技术供应商的固有认识,具有很

强的可操作性[６].重庆大学杨新涯馆长展示了一个

新上线的图书馆门户系统[７],不仅有许多２０功能,
而且融合了大量的数据分析,能够提供多种聚类、推
荐,这可算作第二类智慧图书馆系统.来自美国肯

特州立大学的曾蕾教授分享了一个智慧数据应用于

人文研究的案例,可以为图书馆行业所借鉴.
关联数据作为语义万维网的一种简化实现,是

目前最常见的和最简单的“聪明内容”,已开始在科

学数据管理、STM(科学、技术、医学)出版、政府信

息公开和企业数据管理等领域得到了普遍关注和初

步应用,被认为是互联网 Web３０的发展方向.本

次会议有多篇关联数据技术和应用方面的报告,可
以说是国内关联数据领域最新成果的一次大检阅.
林海青提出关联数据是对网络上的信息进行规范控

制的最好方法[８],郑巧英利用元数据和本体技术对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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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类型资源的资源深度整合提出了方案,胡小菁

详细介绍了图书馆第一个应用关联数据作为书目数

据格式的最新进展,夏翠娟则提供了一个研究型图

书馆开发数字人文关联数据应用的完整案例,陈涛

博士专门针对政府开放数据提出了关联数据的解决

方案,张永娟对涉及“聪明内容”的语义出版现状进

行了概述.
会议最有意义的内容之一应该算是曾蕾和范炜

所做的关于 “关联 数 据 能 力 指 标 (CI４LD)”的 介

绍[９].这是一个国际专家小组最新的工作成果,把
学习关联数据有关的知识分解为具有层次的各种指

标,参照 “成 就 标 准 网 络 (AchievementStandards
Network,ASN)”中的«图书馆能力指标»①,将所有

相关知识点进行分类发布,这样就可以指导人们进

行对照学习,或评估自己在关联数据方面已经具备

的知识和能力.发布 CI４LD 的网站目前已移交由

都柏林核心元数据组织(DCMI)进行维护[１０],能力

指标文档的中文翻译也已在官网上发布[１１].本届

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将由上海图书馆建立和维护

一个中文版 CI４LD 网站,与英文版网站一样,支持

能力指标的进一步修订扩充,以及将更多的中文关

联数据资源关联上去,供人们学习和参考.
“聪明内容”不仅是有语义的内容,而且是“有情

境(Context)”和“可行动(Actionable)”的内容.上

海图书馆刘炜副馆长在闭幕报告中展望了机器智能

时代图书馆数据服务的挑战[１２],认为当前语义技术

的应用还只是“智慧图书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将
来经由深度学习而来的机器自动标引和知识组织能

力将完全能够取代人类,知识组织的大量劳动密集

型工作可以交给机器来完成,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

能给机器提供足够深度学习的算法和模型,即提供

情境描述的结构和行动模式的话,机器是不可能进

行深度学习的.这也是目前利用语义技术模拟真实

世界的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３　从专业化到公众化:以社群力量推动数字学术

Web２０之后,网络不仅是传播信息的渠道,而
且是人际交互的平台;不仅是探索知识的宝库,而且

发展成连接万物、实现知识创造的虚拟空间.
据估计,美国人每天花在社交网络脸书的时间

大约有４０亿分钟,相当于７５００人年.他们不论做

什么,有意义还是无意义,他们的行为模式本身,就

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都是对脸书的贡献.目前我

国已有７１亿网民,其中手机网民６５６亿,他们每

周上网时间大约为２６５小时[１３],如果能把他们的

时间组织和利用起来,或者在满足他们上网目的的

同时顺便实现一些其他目标,则将产生巨大的财富.
实际上已经有了大量这样的案例,美国社交网络专

家克莱基舍(ClayShirky)将这一现象称为“认知

盈余”[１４].
将人们的“认知盈余”应用于科研领域,就形成

了所谓“公众科学”.公众科学(CitizenScience),又
称公民科学、大众科学、群智科学(CrowdScience)、
社区科学(CommunityScience)、公众参与式科学研

究(PublicParticipationinScientificResearch),它
是指公众作为研究者参与到科学活动中的过程[１５].
高深的科研工作往往被认为是一种高度的专业化工

作,必须经过长期严格的训练才能进行,而现在转变

为人人能参与,并不是说科研事业本身降低了难度,
而只是其方式过程发生了改变,降低了参与门槛而

已.基于数据的科研过程在基于网络的管理平台

上,有可能剥离许多数据采集、处理、分析、归纳整理

的步骤,把人类擅长的“劳动密集型”工作通过分发

众包,从而实现大众参与并推进科研创造.南京理

工大学的赵宇翔教授对公民科学现象有着深刻的理

解,他总结公众科学通常有如下特点:①群体性;②
协作或竞争性;③任务众包;④开放性等[１６].公众

广泛的参与也是数字学术的一个特征.
当一部分“数字公民”徜徉于虚拟世界不亦乐乎

的时候,不能忘记还有相当数量的“网络弃民”游离

于数字世界之外,或者冲浪技术不够高超而遭遇不

公,甚至网络“欺凌”.秦健教授对于数字公民现象

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并把数字公民所需具备的能力

总结区分为九个方面,分别是:信息查找能力、电子

商务能力、交流能力、数字素养、数字礼节、数字法

律、数字权利与责任、数字健康与数字安全等,她特

别指出传统社会中的相关做法和规则在数字世界可

能完全失效,需要建立新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尤
其要关注其中的一些负面影响.

公众科学和数字公民是当前数字学术发展的一

种新现象、新趋势,图书馆不可能游离于整个数字学

术大环境之外,它们与图书馆当前的发展有着密切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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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首先,图书馆已经开始利用众包方式来丰

富和改善自己的资源系统,特别是一些数字人文系

统;其次,越来越多的图书馆通过学科馆员、数据馆

员等岗位直接参与到科研过程中去;第三,图书馆的

资源管理门户向知识服务平台进化,本身提供了很

多２０交互功能和社交化功能,提供公众交互的可

能;最后,图书馆作为一个公立机构能够对科研道德

和学术规范起到一定的保护、正误、校勘和去讹作

用,这其实也是图书馆长期以来作为一种规范控制

机构的功能延伸.
秦健教授给大家展示了 数 字 学 术 的 完 整 图

景[１７],她认为数字学术是利用数字化工具手段和数

据进行知识生产和知识扩散的完整过程,伴随了学

术研究生命周期全过程.她列举了目前常用的数字

学 术 工 具,如 Zotero、Evernote、Dropbox、Diigo、

GoogleDrive和Scoopit等,这些工具都具有很强

的社交性,说明数字学术使学术的参与性大大增强,
促进数字公民的增长,带来群众智慧.未来重大的

科学进展有可能是成千上万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有
学者笑谈,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数字公民因为参与

了民众科学的项目,而同时获得诺贝尔奖.
无论如何,数字学术将是未来科学研究的一般

形态,它具有对象的数据化、过程的网络化、组织的

虚拟化、参与的公众化、成果的开放化、出版的语义

化和交流的智慧化等特点.但它也不是没有负面效

应,例如民科和反智现象等,这些现象只能在同样的

数字学术环境中,通过加强交流、消除信息的不对称

性等方式加以克服.
脸书和微信这样的平台正在发展成为人们须臾

不可或缺的“社会机器”,人们在其中的创造成为生

活的一部分,而科学研究也将如此.张晓林在报告

中指出,未来的科学研究、内容出版,知识服务等将

会由一种线上线下交织的“社会机器”来提供,人的

活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４　结语

数字图书馆虽已经历２０多年的发展,但会议所

反映出的趋势表明,其创造力远未停止.数据化和

智慧化两个趋势并非本次论坛首次提出,但其最新

进展和新的内涵在会上得到了充分诠释;数字学术

和公众科学是本次论坛首次提出的主题,虽然其与

图书馆的关系尚不十分明朗,但却是图书馆所依赖

的知识环境的重大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图书馆的管

理与服务.这三方面的趋势是互相促进和紧密交织

的:数据化是数字学术的重要原因,也是智慧化的前

提和基础;公众科学是数字学术发展的一个民主化

结果,顺应了网络化发展低门槛化和人人参与的潮

流,其实每一项信息科技的发展都是这种趋势的助

推器;智慧化是当今网络技术进步的一个总趋势.
这三方面趋势正在带来数字图书馆新的变化甚至新

生态,这也是本次会议的中英文主题:数字图书馆新

生态和重塑数字图书馆(RebornDigitalLibraries)
的用意所在.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FDrucker)说
过,“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创造它”.论坛的成

功举办,说明数字图书馆这一开拓了２０多年的领域

并未过时,已召开了１３届的数字图书馆前沿论坛也

常开常新.图书馆行业新生事物依旧层出不穷,虽
然一些人已产生审美疲劳,但“革命者”永远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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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ScholarshipandCitizenScience:
theNewEnvironmenttoRebornDigitalLibraries
—Summaryonthe１３th AdvancedDigitalLibrarySeminar

XieRong　LiuWei

Abstract:Theapplicationofdigitaltechnologiesinthelibraryisdevelopingfurther,presentingthree
newdirections:fromdigitizationtodatalization;bigdataandcloudcomputingbringingintelligenceand
comprehensivecrowdsourcingandcitizenparticipation．Atthe１３th AdvancedDigitalLibrarySeminar,
whichwasheldinShanghaiLibrary,thethemeDigitalScholarshipandCitizenScienceswasfirstproposed
inChina．AlongwiththeDatalizationandBecomingIntelligent,thesethreetrendsarebringingtherenaisＧ
sanceandnewecologiestothedigital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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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书馆学期刊»征稿启示
«国际图书馆学期刊»(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Librarianship)是由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CAＧ

LA)编辑出版的开放获取期刊,系图书馆学、信息科学领域的同行评审期刊,一年两期.作为具有国际视野

的新创期刊,旨在分享跨界图书馆学新理念和新进展.在成功推出创刊号后,现征集特刊稿件.特刊将聚焦

数据服务与数据管理这一迅速演变的领域,和全球图书馆员正在面对的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规则和理论上

的新挑战.本刊邀请图书馆学实践者和研究者分享其经验和策略,欢迎任何关于学术数据服务、研究数据服

务和数据图书馆学方面的论文.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

•定量和统计素养、数据引用及外延　　　　•数据监管与保存、研究数据管理

•数据关联、分析和可视化工具 •编目、元数据标准和数据文档标准

•期刊及资助政策 •馆藏发展、存取模式和开放数据

•数字人文和定量数据 •科学、工程、地理信息和大规模数据

请登录http://journal．calaijol．org提交稿件,首次登录需注册,投稿截止日期为２０１７年５月１日.来

稿要求约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字,采用美国心理学会(APA)格式.对高质量的论文可适当放宽长度要求.提交的论

文必须是原创且从未在其他期刊或会议上发表.特刊将于２０１７年夏季出版.如有任何问题可咨询 Grace
Liu(gliu＠uwindso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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