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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与检索»(RDA)的本土化
———从日本制定新«日本编目规则»(NCR)谈起

□力恺∗

　　摘要　概括性地介绍了日本图书馆协会编目委员会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借鉴最新的国际

编目规则«资源描述与检索»(RDA)制定新版«日本编目规则»(NCR)的情况,梳理并总结了新

NCR的一些特点.此外还考察了新 NCR在体现继承性与兼容性方面所做的工作,并将新 NCR
与其参照对象 RDA 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对 RDA 的本土化问题进行了探讨,对未来«中国

文献编目规则»的修订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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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范围内,«资源描述与检索»(Resource
DescriptionandAccess,以下简称 RDA)正在逐步

取代«英美编目条例»(AngloＧAmericanCataloguing
Rules２ndEdition,以下简称 AACR２)成为国际编

目标准.它的适用范围也从图书馆拓展到博物馆、
档案馆及其他领域.与我国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

本,在编目环境上与我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多数

图书馆在处理西文和中日韩三国语言的文献时分别

依据国外和本土的编目规则进行编目.面对 RDA
带来的编目规则革命,日本编目界选择了大胆拥抱,
将其引入国内进行本地化改造,于是新«日本编目规

则»(NipponCatalogingRules,以下简称 NCR)应
运而生.本文在介绍新 NCR的制定过程及其特点

的基础上,总结了编制过程中的一些经验,继而展望

未来RDA在我国的本土化工作.希望抛砖引玉为

我国的RDA本土化研究带来一个新视角.

１　新«日本编目规则»(NCR)的基本情况

１．１　新 NCR的制订背景及其进展

文献目录应该是一种可以通过多种角度充分揭

示文献资源潜在利用价值的资源组织工具.编目规

则则是为使编制出的文献目录实现上述功能而制定

的规范.现行版本的 NCR颁布于１９８７年,其后日

本图书馆协会(JapanLibraryAssociation,以下简称

JLA)目录委员会曾针对电子资源、连续出版物、古
籍(包括日本及中国 的 古 籍)三 个 方 面,对 NCR
(１９８７年版)进行了３次重要修订.但是随着资源

类型的不断演变、用户信息需求的扩大以及国际编

目领域理论研究的进展,仅靠章节级别的修订已无

法适应这些变化.经过反复讨论,JLA 认识到需要

对现有编目规则进行彻底修改,即制定新 NCR.

２００６年JLA 发布了 NCR１９８７版的改订第３
版,并将其定为现行 NCR的最后一个修订版本.其

后为了筹备制定新 NCR,JLA 开始对 RDA 进行考

察和研究.２０１０年JLA 公布了题为«关于改订‹日
本编目规则›的若干说明»(『日本目録規則』の改訂

に向けて)的文件,提出了制定«２０１X版 NCR»的规

划,并初步确立了编制新 NCR 的方针.由此,新

NCR进入实质性起草阶段.２０１３年日本国立国会

图书馆(NationalDietLibrary,以下简称 NDL)提议

与JLA合作编制新 NCR,JLA 同意后,两家机构经

过讨论,联合发布了«改订‹日本编目规则›的基本方

针»(「『日本目録規則』改訂の基本方針」).在随后

的几年里,两家机构按照编制原始草案、共同讨论原

始草案、反复推敲与修改、公布暂定草案的流程,逐
步充实新 NCR 的规则内容.２０１６年底,两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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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往公布的暂定草案进行了整理,将最新的修改

意见等反映到草案之中,于２０１７年２月公布了新

NCR的完整草案,同时以２０１７年７月底为限公开

征集意见.按照现有规划,在依据征集到的意见进

行最后修订后,新 NCR的制定工作将于２０１８年春

季正式完成[１].

１．２　新 NCR的编制方针

JLA与 NDL意识到基于«书目记录的功能需

求»(FunctionalRequirementsforBibliographicReＧ
cords,以下简称 FRBR)、«规范数据的功能需求»
(FunctionalRequirementsforAuthorityData)、«主
题规范的功能需求»(FunctionalRequirementsfor
SubjectAuthorityData)这三个模型所设计的 RDA
问世以来影响力迅速扩展至全球,已经成为实质上

的新国际编目规则.但是作为非英语国家的日本有

其独特的出版与编目习惯,所需要的编目规则并不

只是RDA的日语版,而是基于FR系列模型的设计

思想,既重视对RDA 的兼容性,同时对以往的编目

规则又保持继承性的新编目规则.因此JLA 与

NDL在编制新 NCR之初即明确了以下６点方针:

１)遵循国际编目原则(InternationalCataloguing
Principles)等国际标准;

２)与RDA保持兼容;

３)注意日本出版业的一些特殊情况等;

４)照顾 NCR(１９８７年版)的规则和在其基础上

形成的一些编目惯例;

５)做到理论上易懂、实务上易用;

６)采用适合网络环境的提供方式[２].

２　新NCR的特点

２．１　严格遵循FRBR等概念模型

新 NCR与RDA相同,都遵循FRBR等概念模

型,把作品和个人等作为独立的实体对待,分别设置

描述其各种属性、关系的元素.NCR(１９８７年版)对
于上述这些实体在著录中仅就其标目以及参照作了

规定,而新 NCR 对于各实体除记录其必要的属性

外,还要根据这些属性构建规范检索点与变异检索

点,从而将制作、管理规范记录的规范控制工作在规

则层面予以明确,提高了规范控制在新规则中所占

的比重.

２．２　对所有作品进行规范控制

应用规范检索点对作品进行规范控制的意义在

于准确识别某个作品并区别于其他作品,从而实现

在FRBR模型所描述的各资源实体分层中对相关实

体的正确关联与聚合.这种设计对于提高检索的准

确率是很有必要的.
新 NCR与RDA一样,重视作品的识别及其与

相关内容表达及载体表现的关系,对于所有的作品

都要求进行规范控制并构建规范检索点.新 NCR
参照RDA规定代表作品的规范检索点(Authorized
AccessPoint)由首选题名与创作者的规范检索点共

同组成.这与有限适用统一题名规则的 NCR(１９８７
年版第２６章)相比是一个重要变化.

NCR(１９８７年版)所采用的著录单元方式(記述

ユニット方式)与我国中日文文献的著录方式相似,
不涉及 AACR２规则中主要款目标目的选取,因此

也没有设定相关规则.而 RDA 规则中已不再使用

“主要款目”这个术语和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代表作

品的规范检索点”,其内涵和外延比“主要款目”更为

宽广.同时“统一题名”的概念也不再使用,取而代

之的是“作品首选题名”,其涵盖范围也比“统一题

名”更大①.新 NCR在追随RDA的同时,也相应加

入了这些 NCR(１９８７年版)所没有的新概念及其相

关规则②,明确了作品的规范控制在未来编目工作

中的重要地位.

２．３　针对资源特性及用户需求的变化,梳理资源的

内容层面和物理层面

NCR(１９８７年版)以资源的物理层面作为著录

的基础.这种著录方式基于资源的物理特性,而又

欠缺对于内容层面属性的记录,从而导致处理各种

关系时的困难,使资源的检索无法突破具体物理形

态的局限,限制了资源信息发现的深度.同时这种

方式也不能很好地应对载体变化、内容更新、检索多

样化等需求.
为此,新NCR对于FRBR第一组的４个实体分

别设立记录其属性的章节,明确了各属性的功能定

位,对资源的内容层面进行了梳理.除２．２中所述

对于所有作品都规定必须建立作品的规范检索点以

外,新 NCR还针对作品、内容表达增设了很多属性,
可以说比 NCR(１９８７年版)更加重视内容层面属性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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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CALIS联机编目中心．CALIS外文书刊 RDA 培训教材,

２０１６．５:１５８.
这些新加入的规则可参见新 NCR第２２章,很多规则都是

NCR(１９８７年版)所未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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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录.RDA将载体表现与单件、作品与内容表达

的属性分别归入两章综合论述,而新 NCR则在属性

部分针对每个实体分别设立章节论述.
此外新NCR还参照ISBD统一版和RDA,设置

“内容类型”属性揭示内容表达的种类,同时设置“媒
介类型”“载体类型”以及出版方式等属性,揭示载体

表现的种类,对资源的物理层面也进行了梳理,以应

对多元化的资源组织需求.但是新 NCR不再像旧

规则那样按资源类型设立并划分章节.

２．４　记录关系

新 NCR的设计理念也是基于FR系列模型,其
与RDA一样重视对于关系的揭示.新 NCR 在记

录实体的属性之外,单独设立一个部分,对记录实体

的关系进行叙述.通过记录实体间的关系,可以在

检索目录时方便地提供链接功能.新 NCR对于一

部分关系,参照RDA设定“关系指示符”,以表示关

系的具体类型.

２．５　继承书目记录的层次构造的思想

新 NCR 继承了 NCR(１９８７年版)关于书目记

录层级结构的思想,根据编目对象判断书目记录的

层级关系,从而决定分散著录还是集中著录.NCR
(１９８７年版)关于书目记录层级结构的思想相当于

新规则中关系的一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新

NCR在对 NCR(１９８７年版)继承的基础上更进一

步,不仅可以处理形态上独立的文献资料,对于其构

成内容也可以作为著录对象进行处理.

２．６　数据元素的设定

考虑用户的便利性与数据处理的灵活性,新

NCR将以往规则的“附注项”“其他形态细节”等划

分为更小的单位,并设定相应的元素.在设定元素

时重视与 RDA 的兼容性,凡 RDA 中存在的元素,
在新 NCR中也相应设定.

新 NCR 不按照 NCR(１９８７年版)设置著录的

详简级别,而是参照RDA明确规定记录中必须具备

的“核心元素”.

２．７　借鉴 RDA 术语表

新 NCR以RDA的术语表作为基础,同时根据

需要加入一些日本所独有的词汇或用语.在编目实

务中,对于不是从信息源转录的元素,都尽可能采用

术语表中的术语予以记录.此外为了提高与 RDA
的兼容性,新 NCR 的术语表采用了日英对照的形

式,将很多RDA的原文术语收录其中.

２．８　分离数据的语义层面与语法层面

在关于元数据的诸多相关标准中,都有将数据

的语义层面(元素的定义与其赋值的规则)与语法层

面(著录语法与编码规则)分离的意识.与使用

ISBD分隔符规定的 NCR(１９８７年版)不同,新 NCR
参照RDA的设计思想,将规则适用的对象限定于元

素的记录范围与方法上,对元素的记录顺序、编码方

式、提供目录服务时的显示方法等原则上不作规定.
而在语法层面,新 NCR的编制者希望基于新规则的

书目记录数据不再局限于图书馆界,而是可以作为

关联开放数据(LinkedOpenData,LOD)广泛应

用.作为衔接,新 NCR将在附录中提供与ISBD等

的映射关系.

２．９　提高机器可读性

新 NCR的上述８项特点各有其意义,同时也可

以从提高机器可读性的角度来理解新 NCR加入这

些特性的缘由.书目数据机器可读性是顺利实现

FRBR提出的４项用户任务的重要前提.新 NCR
以FRBR等概念模型为基础,制定与 RDA 对应的

规则,使依据其制作的书目记录相较 NCR (１９８７年

版),在机器可读性方面获得较大提升.

２．１０　检索点语言、文字的选择及排序规则的变化

NCR(１９８７年版)规定日文资源的题名、著者等

标目,采用片假名著录,西文资源的题名、著者等标

目,采用拉丁字母著录.当时的规则没有采用汉字与

假名的混合形态①著录标目是为了满足在卡片目录

环境下,按语种分立目录时,各语种不同的排序需要.
新 NCR顺应当今书目记录制作和检索服务电

子化的趋势,原则上对于以日语书写的首选题名以

及日本的个人、团体、家族、地点的首选名称,采用汉

字与假名混合的方式著录,同时用片假名的形式记

录其读音.对于以外语(中文及朝鲜语除外)书写的

首选题名以及个人等的首选名称,采用原文形式著

录作为首选规则,日语形式(用片假名表示)著录作

为交替规则的方式,供书目数据的制作单位选择.

NCR(１９８７年版)在“著录”“标目”的章节之后还

设有针对卡片目录 的“排列”章节,考虑到如今目录的

制作和服务都已电子化,新NCR不再讨论排序问题.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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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语是由汉字与假名混合书写的.很多日语资源的题名与

责任者等名称也是汉字与假名混合书写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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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新NCR的连贯性、兼容性及其与RDA的主要区别

３．１　新 NCR与 NCR(１９８７年版)的连贯性

虽然相较 NCR(１９８７年版),新规则的结构体系

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具体内容不少都继承了 NCR
(１９８７年版)的做法,这与 RDA 和 AACR２之间的

演变关系也十分相似.在参考 RDA 制定新 NCR
时,编制者对于许多规则上的变化充分利用“首选规

则”和“交替规则”的方式实现了新老规则的过渡与

衔接.当根据日 本 的 出 版 状 况 和 编 目 习 惯 判 断

NCR(１９８７年版)的规则更适用时,则将其作为“首
选规则”沿用,将对应的RDA规则列为“交替规则”.
而很多根据RDA 规则做出变更的地方,则将 NCR
(１９８７年版)的规则作为“交替规则”保留.

３．２　新 NCR与 RDA 的兼容性

新 NCR 为了与准国际目录规则 RDA 以及依

据其制作的书目记录保持兼容性,如２．６中所述,对
各元素的设定进行了匹配.而且在目录规则修订过

程中,遇到 NCR(１９８７年版)与 RDA 规则不同时,
原则上优先与RDA规则保持一致.但是也有如３．１
中所述的将 NCR(１９８７年版)作为首选规则而将

RDA的相关规定作为交替规则的特殊情况.此外,
新 NCR不仅适用于采用日语作为著录语言的情况

而且也适用于采用英语的情况,当采用英语作为著

录语言时其著录方法尽量与RDA保持一致.为此,
如２．７中所述,新 NCR的术语表采用日英对照的形

式提高与RDA的兼容性.

３．３　新 NCR与 RDA 的区别

新 NCR最初的主体结构设计参考了FRBR模

型,主要由“总论”“文献的著录”“规范型检索点”以
及“关系”四大部分构成.其文献著录的部分虽然包

括了第一组４个实体相关属性的记录,但是没有包

含第二及第三组实体属性的记录.NDL 加入新

NCR的制定工作后,两家机构经过讨论,决定新

NCR的结构设计转向全面参照 RDA 的方向进行.
新的结构由“总论”“属性”“关系”三大部分组成.在

参照RDA 的结构设计的同时,新 NCR也强调其在

理论上易于理解和在实务中便于操作的设计方针,
采用了一些与RDA不同的章节设计.例如:

１)RDA 第４章“提供获取和检索信息”主要是

记录载体表现和单件某些属性的一般性规则和说

明.新 NCR将其中的规则分别归置于第２章“载体

表现”与第３章“单件”之中表述;

２)RDA 第６章“识别作品和内容表达的属性”
与第７章“描述内容”中的有关规则,按照“作品”和
“内容表达”的区分,分别置于新 NCR的第４章“作
品”和第５章“内容表达”之中①;

３)将RDA与实体相关的各种检索点的规则抽

出,单独组成新 NCR第５部分“构筑检索点”,并冠

以检索点总则,对各种检索点予以说明;

４)在关系部分,新 NCR 将关于 FRBR 第一组

实体间的基本关系(新 NCR第４２章“关于资源的基

本关系”,对应RDA第１７章)、第一组实体间的其他

关系(新 NCR第４３章“关于资源的其他关系”,对应

RDA第２４－２８章)、第一组实体与第二组实体之间

的关系(新 NCR第４４章“资源与个人、家族、团体的

关系”,对应RDA第１８－２２章)以及第一组实体与

第三组实体之间的关系(新 NCR第４５章“资源与主

题的关系”,对应RDA 第２３章)的相关规则一并归

为第７部分“关于资源的关系”,而将关于第二组实

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第三组实体之间的关系的规则一

并归为第８部分“其他关系”.
从以上结构设计可以看出,新 NCR按照不同实

体分别设立独立章节,且对于FRBR第一组实体将

其属性的记录与检索点的构筑两项任务分开进行描

述,体系上更加清晰,概念上避免混淆,强化了其作

为编目工具的应用便利性.而 RDA 也正在依照最

新的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制定的图书馆参考模型

(LibraryReferenceModel)进行修订,未来将针对所

有实体分别设立章节,二者在这一点上可谓不谋而

合.此外新 NCR 对于属性、构筑检索点、关系这３
大部分内容分别花费篇幅设置相关的总则,在各总

则章节中先对相关元素的概念进行说明,使后面对

于规则的详细描述概念清晰且易于理解.同时新

NCR在关系部分的规则结构相对RDA做了一定合

并与简化.由于关系部分相较于现有编目规则体系

是最新且变化最大的部分,这种设计的具体效果还

有待后续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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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DA将于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０１８年４月进行为期一年的“RDA工

具包重构和重设计”计划,修订工作之一就是对规则内容涵盖超过１个

元素或实体的相关规则进行梳理和拆分,期间将冻结现有RDA的内容.
因此现阶段RDA还存在部分没有单独处理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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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由日本制定新 NCR带来的几点思考

４．１　RDA 本土化的意义

RDA自问世以来,对国际编目界的影响力不可

低估,目前已有汉语、芬兰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的译本.其与 AACR２的

重要区别之一是从编写之初就将“去英美化,使得采

用其他语种编目的国家和机构也能够使用”作为一

条设计理念[３],这个变化对非英语国家的编目实践

应有所裨益.
诚然RDA在通用化和国际化方面取得了一定

进展,但它毕竟是一部主要由西方国家共同编制的

编目规则,一些重要改进,例如 RDA 的首选题名不

再规定省略首冠词,其意义还是基于西文文献资源

的编目实务.准确地说 RDA 打破了西方国家间编

目规则的壁垒,提供了一个更通用的编目规则.而

对于语言及出版文化存在巨大差异的其他语种国

家,仅凭RDA的本国语种译本,仍无法完全应对本

国语种文献资源的编目实务.因此这些国家还需要

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编目规则.

４．２　日本制定新 NCR对于我国的启示

RDA的设计理念是以用户为中心,其规则都是

围绕实现 FRBR 及 FRAD 的用户任务而制定的.
新 NCR虽然大量借鉴了 RDA 的规则,但不是简单

的逐条套用,而是在充分吸收RDA设计理念的基础

上,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以实现用户任务为宗旨进

行的设计.对于 RDA 的结构与规则,新 NCR在借

鉴时做出了很多修改,并以设置交替规则的方式在

与国际编目规则(RDA)的兼容性和与本国传统编

目规则(NCR(１９８７年版))的连贯性之间寻求平衡.
上述工作都需要对于 RDA 以及 FR“家族”模型的

充分理解作为基础.
日本自２００６年JLA 决定放弃继续修订 NCR

(１９８７年版)转而参考RDA制定新 NCR开始,直至

２０１７年初公布完整草案,历时十年,足见编制工作

量之巨大、过程之曲折.因此,为了跟上国际编目界

的发展潮流,我国应尽快将与RDA接轨的新编目规

则的制定工作列入日程.一些具体的做法不妨借鉴

日本制定新 NCR的经验:比如由国家图书馆(代表

公共图书馆系统)、全国高校联机合作编目中心(代
表高校图书馆系统)等国内编目工作的领导单位合

作牵头成立我国新编目规则的编制委员会,设定新

规则的基本设计方针,进行规则的整体结构设计.

在制定具体规则条目的过程中,由编制委员会所属

成员单位分别承担部分规则原始草案的编制工作,
完成后再汇总至编制委员会,由所有成员单位进行

讨论、修改,最终形成草案予以公布,广泛征集各界

意见.
我国编目界对 RDA 的引进经历了学习、翻译、

实践的过程,但主要是在西文编目方面.这一过程

实际上也是RDA本土化所需要的理论储备.RDA
的本土化涉及我国各种文献单位的不同需求,新规

则需要花时间反复推敲、讨论与实践,才能最终较地

好契合我国文献利用与编目工作的实际.

４．３　展望我国未来编目规则的制定工作

我国编目规则的现状是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

馆各有一套体系、中文编目与西文编目各自为政,造
成了文献信息跨界流通与利用上的诸多不便.随着

RDA不断发展成熟并在全球迅速普及,以及同为非

英语国家的日本在RDA本土化上取得阶段性进展,
我国制定新的统一的编目规则也变得越发具有现实

性与紧迫性.
我国未来的编目规则如何制定,不是个人意志

可以决定的,而是需要汇集多方力量,打破传统藩

篱,跨界合作、广泛吸纳各方意见与建议.多方力

量,仅就图书馆和情报机构而言,应涵盖中、西、日、
俄文编目的专家,以他们的知识储备和对RDA及新

NCR等新规则的了解,集思广益、联手制定我国的

新编目规则.此外,若能有图书馆情报学领域之外

的专家参与,则可能从不同资源类型的特点、检索方

法的变革、数据的复用及跨平台链接等方面带来新

的思考,拓展新规则的应用范围.

５　结语

由JLA发起、NDL共同参与的新 NCR制定工

作即将完成.新 NCR 的制定过程既有对于 RDA
的全面参考,也有依据日本国情进行的很多本地化

改造,可以说是非英语国家进行RDA本土化的一个

成功案例.其经验对于我国未来编目规则的制定将

是有益的参考.今后我国编目界需要继续关注日本

新 NCR的修订及应用情况.同时面对 RDA,我们

需要学习研究,更需要思考如何使这一国际规则在

我国落地生根、洋为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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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简介:西交利物浦大学图书馆

西交利物浦大学是由英国利物浦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合作举办的独立的中外合作新型国际大学,于

２００６年在苏州美丽的独墅湖高教区正式成立.学校以“研究导向、独具特色、世界认可的中国大学和中国土

地上的国际大学”为愿景.
图书馆于２００８年施工,２０１３年８月投入使用,总面积２２０００平方米.２５００个自习座位、数百台电脑分

布于各层空间,互联网服务和各类设备嵌入空间服务.开放式的藏书空间,结合各类学习和讨论空间、计算

机房及团队学习室,整体设计富有人文及学术气息.图书馆空间的管理秉承“温馨、舒适、安全、开放”的理

念,除将学校其他部门的服务引入图书馆空间以外,鼓励并支持学生的活动、创意作品在图书馆空间内开展

和展示.
目前有全职员工３５人,专业馆员团队深度参与教学及科研过程,致力于满足国际化背景下师生教学及

科研需求,开设信息及图书情报教育课程,讲授研究方法和信息技能,指导大四学生毕业论文,并承担学校

教材的规划、建设、服务和管理工作.馆藏建设采用用户驱动模式,以收藏反映世界最新科技水平的英文原

版图书为特色.
回首十年,根植于学校国际化、多元化、富有活力的知识生态系统,图书馆从无到有,由小变大,从大到

强.２０１６年７月,团队从自身目标出发,结合“博学明道,笃行任事”的校训,提出了“图书馆新模式、新理念”.
新模式LAMP,各个字母分别代表图书馆、数字仓储、博物馆、出版,指筑建茫茫信息海洋的指路明灯.新理

念BeSMARTBeSURE意为助力师生飞得更高,重点在于服务、管理、资源、研究、教学相结合.新模式和

新理念的产生,更加明确了图书馆的价值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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