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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产元数据仓储建设关键问题研究

———以重庆大学图书馆为例

□孙锐∗　杨新涯　魏群义　李燕　廖维

　　摘要　文献资产元数据仓储建设是图书馆文献资产管理的基础,在文献资产元数据仓储建

设中,文献资产权益的法律保障问题、图书馆合理获得及使用文献元数据的权益保障问题及资产

元数据 组 织 规 范 问 题 的 解 决 是 关 键.文 章 通 过 对 高 校 图 书 馆 数 字 资 源 采 购 联 盟 (Digital
ResourceAcquisitionAllianceofChineseAcademicLibraries,缩写为DRAA)采购方案样本中存

档权、永久使用权、永久访问权、元数据获得权等与资产管理密切相关的条款的研究,探讨数字资

产权益的保障程度;并以重庆大学图书馆为例,提出了基于教育部学科门类进行资源组织的思

路,提出了文献判重标准和数字资产馆藏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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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文献资产管理是图书馆服务的基础,根据«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资产管理以维

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为目

标[１].安全完整指文献资产有详细清楚的资产账

目,账实相符;合理配置指文献资产满足读者和学科

发展需要;有效利用指利用效果好,读者满意度高.
其中安全完整是基础.图书馆的文献资产包括纸质

资产、虚拟的数字资产和其他载体资产,纸质资产和

其他载体资产通过常规的文献编目形成目录和财产

账,实现资产的借阅、增加、减少、变动、盘存等管

理[２].数字资产管理则还停留在以“库”为粒度的粗

放式管理上,图书馆网站显示的是同质化的数据库

陈列服务,数据库成为一个个信息孤岛,无法实现聚

类和重组;无法展示具有本校特色的文献信息资源

体系;无法掌握文献资源完整详细的馆藏情况、利用

情况等大数据;无法为用户提供精细化的信息服务.
数字资产的采购经费占国家下拨经费的比例越来越

高,成为文献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资产管理水

平亟待提高.
重庆大学图书馆正在进行的文献资产元数据仓

储建设,将图书以“册”为基本单元,其余文献以“篇”
为基本单元进行整合,利用资产管理平台盘点了图

书、期刊论文、学位论文、标准等４类全文数据库的

资产,目前已收集、整理了１．３亿条元数据,实现了

图书馆元数据百万级向亿级的飞跃.在文献资产元

数据仓储建设的过程中,有３个关键问题值得研究:
文献资产相关权益的法律保障、图书馆合理获得及

使用文献元数据的权益保障及元数据组织的相关

标准.

２　文献资产权益的法律保障研究

图书馆的纸质资产和其他载体资产具有物理载

体,图书馆拥有所有权,可在法律范围之内为读者提

供外借、复制、馆际互借、汇编等服务,通过常规的文

献编目形成目录和财产账,实现资产的增减、调配、
盘存等管理,符合固定资产要求的资产还要建固定

资产账目,资产权益得到保障.数字资源由于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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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制度,资源获取与拥有相分离,即很多情况下

图书馆实际只从出版商那里购买了使用权,没有实

际的所有权[３].为加强对数字资产的控制,DRAA
在«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工作规范(草案)»
中第十五条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所购买数据库应

有存档权,存档可采取联盟公共存档或成员馆自行

存档的方式[４].此外,成员馆可以通过访问联盟公

共存档或者成员馆自己存档的数据和数据库商提供

永久访问的权限两种方式或其中的一种方式永久使

用所购数据库.存档权、永久访问权、永久使用权是

与文献资产属性密切相关的资产权益.本文对高校

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igitalResourceAcquiＧ
sitionAllianceofChineseAcademicLibraries,以下

简称DRAA)联合采购的２０个合同期内数据库的采

购方案进行调研,涉及期刊、图书、学位论文、会议

录、事实数值、参考工具等文献类型,重点调研许可

协议中有关存档权、永久使用权、永久访问权等方面

的内容.
存档权(ArchiveRight):有关主体出于为国家

和公众长远保护网络信息和有效开展服务的动机,
而拥有的对网络信息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捕获、归档、
保存等权利,它是有关主体为了履行其所承担的社

会职责所必须具备的职业权利[５].存档权是采购方

案重要的关注点之一,关乎图书馆所购买的数字资

产能否在图书馆长期保存.

使用权(UseRight):从公众的利益考虑,图书

馆对数字资源的使用应该有这样一些权利,即访问

权、下载权、打印权、有限的馆际互借权和有限的上

载权,非恶意的或技术过程所必须的无商业利益的

解密权等[６].有学者指出数字图书馆应当在特定的

价格范围内要求最大化的使用形式[７].美国加州大

学为不受制于出版商,独立创建了CDL电子资源许

可协议模型,该模型明确规定:许可协议必须指明当

数据库移除时,加州大学对于已经付费的电子资源

拥有永久使用权,资源提供商必须明确描述图书馆

及其使用者的权利,也必须相信图书馆拥有监控合

法使用信息的能力[８].
访问权(AccessRights):国家标准«GB/T４８９４

－２００９信息文献与术语»对“访问权”的解释是:获
取或利用图书馆馆藏的权利[９].即访问权不仅仅是

普通意义上的浏览,从这个解释来看,图书馆对数字

资源的访问、下载、打印、馆际互借乃至技术过程所

必须的无商业利益的解密都是获取和利用图书馆馆

藏的方式,属于访问权的范畴.因此,使用权(Use
Right)与访问权(AccessRight)并无实际意义的

差别.

２０个数据库采购方案中出现“永久使用权”、
“永久访问权”等字样,但均未进一步说明该权利包

含的具体内容,大部分方案给予图书馆的是永久访

问权而非永久使用权.

表１　２０个数据库联合采购方案关于永久访问权/使用权和存档权条款的情况统计[１０]

序号 数据库名称 文献类型 永久使用权 永久访问权 存档权 方案适用期

１ AmericanPhysicalSocietysites 期刊 未提及 未提及 付费提供 ２０１７年

２ ASCEOnlineResearchLibrary 期刊 未提及 未提及 付费提供 ２０１７年

３ ASMEDigtalCollection 期刊 未提及 未提及 付费提供 ２０１７年

４ BegellDigitalLibrary

期刊、

会议录、

图书

未提及 免费提供 未提及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

５ CambridgeJournalsOnline 期刊 未提及 付费提供 未提及 ２０１７年

６ IEEE/IETElectronicLibrary 期刊 未提及 未提及 付费提供 ２０１６．１１．３０－２０１９．１１．２９

７
LexisNexisAcademic&

Lexis．com

期刊、事

实数值
不提供 不提供 不提供 ２０１６．７．１－２０１８．６．３０

８ Micromedex２．０Databases 事实型 未提及 未提及 提供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

９ Nature 期刊 未提及 免费提供 免费提供 ２０１７年

１０ OxfordJournalsCollection 期刊 未提及 免费提供 未提及 ２０１７年

１１ ProQuestDissertations&theses 学位论文 免费提供 未提及 免费提供 ２０１７．１．１－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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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库名称 文献类型 永久使用权 永久访问权 存档权 方案适用期

１２ SafarismTechBooksOnline 图书 未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２０１５．９－２０１８．８

１３ SagePremier 期刊 未提及 免费提供 付费提供 ２０１５．１．１－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１４ ScienceDirectOnline 期刊 付费提供 未提及 不明确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

１５ SPIEDigitalLibrary

期刊、

会议录、

图书

未提及

１)期刊/会议录:未提及;２)图

书:订阅模式未提及;买断模

式如没有订购期刊和会议录,

需付平台费

免费提供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

１６ SpringernatureEbook 图书 未提及 免费提供 未提及 ２０１６－２０１５年

１７ Taylor&FrancisEbook 图书 未提及 免费提供 未提及 ２０１６．５．１９－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１８
theInternationalWaterAssoＧ

cidationPublishing

期刊、

图书、科

技报告

未提及 付费提供 未提及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

１９ ThiemeClinicalCollectionsEbook 图书 未提及 免费提供 未提及 ２０１７年

２０ WileyCurrentProtocols
百科/

参考工具
未提及 免费提供 未提及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

　　根据表１可以看出:

２．１　仅７０％的数据库给予图书馆永久访问权/使

用权

２０个数据库给予图书馆永久使用权的有２个:

PQDT为免费提供,“提供订购相应篇数的 PDF论

文全文的永久使用权”,当然,对某一家具体图书馆

来讲,订购相应篇数的数量并不多;ScienceDirect
Online为付费提供,协议第１３条规定:订阅者在全

部年度订阅终止时,可选择２种方式访问和使用,一
种是付费获得、装载及技术性格式化其已付费出版

年份内全部或部分订阅题目的电子副本,另一种是

支付年度访问费.给予图书馆永久访问权的有１１
个,占５５％,其中８个为免费提供,３个为付费提供;

６个数据库在方案里未提及永久使用权和永久访问

权,占３０％.

２．２　文献类型与提供永久访问权不绝对相关

一直以来,图书馆界普遍认为电子图书供应商

应提供永久使用权或永久访问权,期刊数据库供应

商应提供购买年限的永久使用权或永久访问权,事
实型/数值型/参考工具型数据库供应商一般不会提

供,基于这种认识,在与数据库商协议时,图书馆方

对拥有电子图书和电子期刊的永久使用权或永久访

问权的坚持会表现比较强硬,通过对２０个方案的分

析,发现这个认识有偏颇.

２０个方案中涉及的５类文献均有可提供永久

使用/访问权的方案,也均有未提及永久使用/访问

权的方案.有４个期刊数据库的方案没有提及永久

访问权和永久使用权,占样本中期刊数据库的比例

为３０％.明确表明不提供的１个数据库是律商联

讯(LexisNexisAcademic及 Lexis．com),其在方案

中的表述为:“基于数据库性质,律商联讯无法提供

存档服务以及合同以外的服务.”
“WileyCurrentProtocols实 验 室 指 南”收 录

１８０００篇同行评审、定期更新的分步式实验室流程,
为参考工具型数据库,在２０１７．１．１－２０１９．１２．３１的

方案里明确表述:连续订购三年８个实验室指南以

上(含８个)可获得订购专辑的订购当年永久访问

权,其他订购方式均为订购当年访问权.

图１　不同文献类型数据库提供永久访问权/使用权情况

２．３　大部分数据库联合采购方案未提及存档权

２０个方案中有９个方案未提及存档权,涉及各

种文献类型,占４５％;４个方案为付费提供;６个方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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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为免费提供;１个方案不提供,明确不提供存档权

的数据库为“LexisNexisAcademic及Lexis．com”.

２．４　购买存档权的费用不菲

４个付费提供的方案均为期刊数据库,其存档

费用占订购金额的比例在４－２２％之间.美国物理

学会数据库(APS)的存档费用最高,占T１级用户订

购价格的２１．５９％.如此高的价格将会使图书馆在

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完全不去采购,失去了提供存档

的意义.另外,如何使用存档权并不清楚,方案中没

有提及,图书馆馆员也大都没有相关知识和经验.４
个付费存档的数据库见表２.

表２　付费存档费用统计

数据库名称 存档费用占价格的比例

IEL T１级用户① 订购价７．３％

ASME T１级用户订购价５．９％

APS T１级用户订购价２１．５９％

sage “２１１工程”大学用户订购价４％

①“T１级用户”是数据库商对用户分级的最高级别,分级一般根据用

户使用情况、科研水平、学校规模、上一个合同年度订购电子刊与纸

本刊数量等因素综合考虑.

２．５　图书馆的资产权益保障现状不容乐观

据对２０个采购方案的资产属性条款进行分析,
发现从法律角度保障图书馆资产权益的状况不容乐

观,图书馆界须进一步与数据库商博弈,争取更多权

益.同时在与数据库商签订采购方案时,应注意条

款的完整规范,建议向加州大学学习,建立适合国情

并保障图书馆权益的电子资源许可协议模型,进一

步规范协议的签订.

３　图书馆合理获得及使用文献元数据的权益保障研究

元数据是数据的数据,是用来描述和规定数据

特征、相互关系以及相应操作的数据的集合[１１],构
建完整的图书馆文献资源元数据仓储是图书馆对文

献资产进行管理的基础.数字资产的元数据既有资

源集合的元数据,又有资源对象的元数据.资源集

合元数据用来描述和管理电子资源的集合,如图书、
期刊、论文集、会议录等;资源对象元数据用来描述

某一具体不可再细分的电子资源,例如一篇论文、一
份标准、一篇学位论文[１２].元数据是数据库的详细

目录,是建设资产元数据仓储的基础,纸质资产的元

数据在采购合同中有规定,元数据提供已经成为纸质

资产采购合同必备条款之一.数字资产的元数据作

为数据库产品的目录应由各数据库商无偿提供给购

买方,数据库商可要求购买方承诺在合理范围内使

用.通过对DRAA联合采购的２０个合同期内数据库

的采购方案相关条款的调研,发现情况不容乐观.

３．１　大部分方案未提及是否可提供元数据

２０个联合采购方案有１４个没有提到是否提供

元数据,有 ６ 个方案提到可以提供元数据,均为

MARC格式数据,仅占３０％.提供 MARC数据的

方案中,有２个为期刊数据库,３个为图书数据库,１
个为学位论文数据库.

３．２　提供元数据的方式不明确

提供元数据的方式很重要,是图书馆利用好元

数据的基础和保障,大部分方案没有提及.例如:
«牛津期刊现刊库联合采购方案(２０１７)»:提供免费

的 MARC记录.通过这个条款,我们无法知道是以

什么方式提供,是自动收割,还是客户下载,亦或电

子邮件发送?

３．３　图书馆获取元数据的相关对策

通过以上研究,可见图书馆获取元数据的权益

未得到采购方案的充分保障,作为数据库产品的目

录,应成为数据库商销售产品的一部分,理应提供给

图书馆,按图书馆所希望的方式提供.元数据是资

产管理的基础,因此在签订采购协议时应通过相关

条款明确下来.当前情况下,要获得元数据,需要在

续订时与数据库商进一步博弈,重庆大学图书馆在

建设文献资产数据仓储时向所有数据库商发出征集

元数据的通知,数据库商均能很快响应:有的数据库

商直接提供、有的采用签补充协议的方式提供、也有

的明确表态不提供.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获得了３９
个数据库的元数据,合计 １．３ 亿条,提供者包括

Elsevier、Wiley、Springer等大出版商.

４　文献资产元数据组织的相关标准研究

文献资产元数据仓储建设涉及的标准有元数据

标准、分类标准、判重标准等.重庆大学图书馆的文

献资产元数据以都柏林核心元素集(DublinCore
ElementSet,以下简称 DC)为基础,结合需要整合

的文献类型特征,形成元数据方案.DC是一个致力

于规范 Web资源体系结构的国际性元数据解决方

案,是成熟而广为接受的元数据格式,这里不再赘

述.本文重点阐述分类标准及文献判重标准.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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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基于教育部学科分类的文献分类标准

根据文献的学科属性进行分类是图书馆组织和

揭示文献的重要方式,国内图书馆多采用«中国图书

馆分类法»(简称«中图法»)进行分类,«中图法»将知

识分为５大部类２２个大类.«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目录(２０１２年)»是高等教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性文

件之一.它规定的专业划分、名称及所属门类,是设

置和调整专业、实施人才培养、安排招生、授予学位、
指导就业、进行教育统计和人才需求预测等工作的

重要依据,该目录一共１２个门类９２个专业[１３].增

加按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２０１２
年)»的学科门类的分类代码标引,可为后续的虚拟

专业图书馆的资源组织及学科服务提供便利.具体

方式是将«中图法»第五版和教育部学科分类进行映

射,将«中图法»的２７０个类目映射到９２个专业类

目,实现教育部学科专业类代码的自动标引.大量

的外文文献没有«中图法»分类号,则根据主题词、关
键词、标题等,依照自建的«主题词表»进行自动分类

标引,该主题词表以«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为主,补充

了部分主题词,拥有１５０万个主题词,覆盖范围比较

广,标引效果比较好.
要做到教育部学科门类与«中图法»分类号的精

确映射很难,学科发展具有交叉、渗透的特点,但是

通过教育部学科分类代码的标引,增加组织文献的

一种方式,可按教育部学科门类集中文献,具体来

说,有以下作用.
(１)快速盘点文献资产情况,对学校相关专业评

估数据的统计、报送及馆藏分析极有帮助.图２是

机械类期刊论文的馆藏情况.
表３　«中图法»分类号与教育部学科类目映射样本

教育部学

科代码

教育部学科

专业名称
«中图法»分类号

０８ 工学 T

０８０１ 力学类 O３＋TB１２

０８０２ 机械类

TH＋TG５＋TB９＋U２６＋U２７＋U４６＋

U４７＋O４３＋O４６３＋TB１３３＋R１９７．３８＋

TB４＋ TB５＋ TB８＋ TG２３＋ TG３０５＋

TG４３＋TG４８＋TG６＋TG７＋TG９＋TU６

０８０３ 仪器类 TH７＋TH８＋TB８

０８０４ 材料类

TB３＋TG＋TG１４＋V２５＋V４５＋TH１４＋

O４８２．５４＋O５１１．３＋TB７４＋TM２＋U４６５

＋TF

　　期刊论文是最重要的学科资源,分散于若干数

据库中,通过资产盘点,以图表方式展示了机械类期

刊论文的馆藏总量、主要分布数据库、语种分布和发

表年分布,同时可通过输入限制条件,如导入资产的

批次、作者、标题,进一步筛选并输出馆藏清单.
(２)自动生成若干虚拟专业图书馆,提升学科服

务能力.
在“双一流大学”建设中,文献资源是学科建设

的重要支撑,国家投入了巨额经费购买文献,但是文

献分散于各数据库中,在文献资产元数据仓储中,除
图书外均以“篇”为基本单元进行元数据的整合,打
破了数据库壁垒;基于教育部分类的标引使文献能

图２　机械类期刊论文馆藏情况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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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文献重复判断方案

文献类型 重要数据元素 规则

图书

题 名、 责 任 者、

ISBN、版 次、出 版

年、出版者、页码

１)题名、ISBN号、责任者、出版社相同,则为同一种图书.

２)题名、责任者、出版社相同,ISBN号不同,是同一书的平装本和精装本,则为同一种图书.

３)题名、责任者、出版社相同,缺ISBN号,但版次或页数相同,则为同一种图书.

４)外文电子书有印刷版ISBN,电子版ISBN,判断的标准应统一.

５)ISBN号有１０位和１３位,应统一转换为１３位后进行判断.

６)一本书有多个ISBN(出版地不同,套书和单本等原因会造成多个ISBN),应将所有ISBN进行逐一判断.

期刊

(刊级)

刊名、ISSN、责任者、

分卷题名

１)刊名、刊号(ISSN或国内统一刊号)相同则为同一种期刊.

２)非公开发行出版物没有刊号,刊名相同,编者(大多为机构,即团体责任者)相同为同一种期刊.

３)报刊刊名、刊号相同,为同种刊的子刊,其分卷题名不同,应为不同的期刊.

期刊

(篇级)

标题、刊名、ISSN、第

一作者、年份、期次、

开始页

１)标题、刊名、第一作者、年份、期次、开始页相同为同一文献.

２)标题、ISSN、第一作者、年份、期次、开始页相同为同一文献.

３)标题、刊名、第一作者、年份、期次相同为同一文献.

４)标题、刊名、年份、期次、开始页相同为同一文献.

５)标题、ISSN、年份、期次、开始页相同为同一文献.

６)刊名、第一作者、年份、期次、开始页相同为同一文献.

学位

论文

题名、作者、学 位 授

予 年 度、学 位 授 予

机构

题名、作者、学位授予年度、学位授予机构相同则为同一文献.

标准 标准名称、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标准编号相同则为同一文献

按专业门类集中并展示出来,数字图书馆可以呈现

若干虚拟的专业图书馆,极大地提升了资源的显示

度,学科服务更有针对性.

４．２　文献判重方案

在图书馆文献管理中,“种”和“册”的概念非常

清晰,衡量一个图书馆的馆藏是否丰富,除了看册

数,更重要的是看有多少品种.在数字资产的数据

整理中,提供判重的标准非常重要,通过判断重复,
合并相同文献的元数据,不同来源的同一种文献认

定为复本,在馆藏号字段添加馆藏号,通过相同数据

的合并和馆藏号管理,理清数字资产的品种与复本,
得到馆藏的真实状况.不同文献类型重复甄别的规

则不同,重庆大学图书馆在资产元数据仓储建设过

程中,先整合了图书、期刊、学位论文和标准这四类

文献,依据表４的判重规则甄别重复文献.
(１)文献判重方案使采购前查重、采购后验收成

为可能,完善了文献资产管理流程.
依据文献判重的标准,可利用资产管理系统的

数据工具功能为文献采购进行查重,生成订购数据,
为数字文献采购及到货验收提供依据.查重和验收

是图书馆的常规工作,是文献采购的重要环节.资

产管理系统使用前,由于元数据不完备,业务系统功

能不完善,无法对电子资源进行批量查重和验收,采
购书单的验收采用抽查方式,效率低下,效果欠佳,资
产系统的使用使工作流程更加规范,效率显著提高.

(２)文献判重方案为文献的统计分析提供依据.
查重功能可分析数据库指定导入批次文献资源

的独有及重复情况,以图书为例,包括指定批次独有

图书的情况:独有数量、学科分布、出版年分布;重复

图书情况:重复数量、学科分布、出版年分布等.对

重庆大学图书馆采购的３个中文电子图书数据库进

行查重后显示,总量２３４万册电子书中,独有图书占

７６％,掌握重复情况,可分析、对比数据库的重复数

量,见表５.

４．３　馆藏号方案

馆藏号是文献收藏单位所保管和收藏文献的唯

一编号,具有唯一识别文献的功能,是文献收藏单位

资产入账及销账的依据.馆藏号的概念源于图书馆

对纸本文献的管理,图书馆将每册纸本图书和期刊

装订本都赋予一个馆藏号.图书馆采用机读目录以

前,馆藏号一般是用号码机打印的流水号;采用机读

目录以后,馆藏号一般是可扫描的条形码.数字资

产的管理也需要馆藏号,以实现对数字资产的增加、
减量、变动和盘点的精细化管理,以不同的馆藏号区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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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馆藏电子图书的重复情况

数据库

名称

文献总

量(种)

独有量

(种)

重复量

(种)
重复分析

书 生 之

家 电 子

图 书 数

据库

８８０６１５ ６３４０７８ ２４６５３７
与超星电子图书重复２１１７８５种

与纸本馆藏图书重复５０６３５种

与书香中国电子图书重复１４３１８种

超 星 电

子图书
１３５９２０９１０８２６９３ ２７６５１６

与书生电子图书重复２１１７８５种

与纸本馆藏图书重复７３７７３种

与 书 香 中 国 电 子 图 书 重 复

１０９５８种

书 香

中国
１０９３５３ ６８６９５ ４０６５８

与超星电子图书重复１０９５８种

与纸本馆藏图书重复１９３８２种

与书生电子图书重复１４３１８种

合计 ２３４９１７７１７８５４６６ ５８３７１１

分不同馆藏来源,使馆藏统计更为精确.重庆大学

图书馆的数字文献资产馆藏号由三部分组成:机构

代码、文献类型代码和流水号.机构代码采用教育

部为高校编制的学校标识码后５位数[１４],重庆大学

为１０６１１;文献类型代码由１位阿拉伯数字构成,用
于区分文献类型;流水号由１０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每类文献容纳数量为十亿级[１５].

５　结语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一书

指出:大数据目前为我们生活、思维、工作所带来改

变,大数据时代的开启是一个时代重要的转型[１６].
对于图书馆来说,做数据的拥有者才能更好地管理

资源,为读者提供文献服务,充分发挥文献资产的管

理者和使用者的作用.文献资产元数据仓储建设中

关键问题的研究,为重庆大学图书馆建设文献资产

元数据仓储扫清了障碍,初步实现了图书、期刊、学
位论文和标准资产元数据的整合,为服务教学科研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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