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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的发展现状与特征研究

□施晓华∗　王昕　徐璟　杨昦烋

　　摘要　回顾图书馆管理系统的发展历史,介绍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发展现状和产品,并

总结新一代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的主要特点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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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大学图书馆面

临转型与变革,正在关注能够管理复杂的多类型馆

藏及服务的支持智慧图书馆理念的新一代图书馆服

务平台.根据马歇尔布利汀(MarshallBreeding)
的观点,图书馆服务平台的性质可概括为:一种用于

图书馆的服务系统,此类系统旨在以其独特的方式

打破集中于纸质馆藏的现有图书馆集成系统的自动

化模式.系统通过内置的功能,使数据库执行对内

对外服务,并公开网络服务及其他 API接口,以实

现互操作性及定制开发[１].
本文将通过对图书馆管理系统的发展和图书馆

服务平台主要产品的介绍,基于图书馆服务平台专

家的观点,总结新一代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的发展

现状与趋势.

２　图书馆管理系统的发展概况

进入２１世纪后,图书馆在资源与理念上的变动

使原有的图书馆集成系统逐渐不能适应图书馆的实

际业务需求[２].随着数字图书馆的不断发展,非纸

质资源在馆藏中的比例飞速增长.以数字资源为

例,其优势在于可以将内容本身作为元数据,用于内

容检索及构建知识库,但在管理上也提出更高要求.
为了更好地管理数字资源并充分发挥其优势,有必

要对当前的图书馆系统进行新一轮的重构使其适应

技术与用户需求发展的变化.资源支持不再是图书

馆的唯一业务,提供多类型的服务也成为当前图书

馆的重要职责.从系统层面考虑,服务不同于资源

又依存于资源,需要以相互协同又具有一定独立性

的模块共同组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构建一

类新的图书馆管理系统,这种新系统将包含管理图

书馆服务的能力.上述问题的本源是系统的可扩展

性不足,造成新功能难以集成.因此有必要采用更

灵活、更具扩展性的平台框架,以应对未来图书馆工

作中可能出现的更多业务.

２．１　第一代图书馆管理系统

如图１,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第一代图书馆管理

系统)的原型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产生的单

词匹配检索与自动化抽词系统,这些系统并非专门

为图书馆开发,但后被广泛地用于图书馆自动化管

理,由此产生的自动分类、自动标引、信息检索技术

也成了自动化系统的基石.

图１　图书馆管理系统发展历程

１９６０年代,随着图书馆机读目录的开发,真正

意义上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开始发展,图书馆开始

利用自动化方法替代原有的手工目录.机读目录等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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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提供了一个可互通的标准格

式,这也为之后的第二代系统奠定了基础.这一时

期的图书馆管理系统属于第一代图书馆自动化系

统,主要由大学图书馆及大型图书馆研发,功能单

一,同一图书馆需要多个系统分管不同功能.

２．２　第二代图书馆管理系统

从１９７０年代末开始,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由单一

功能系统转向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专业研制图书

馆计算机管理系统的公司在这一时期产生(见表

１).进入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后,发达国家的图书馆一般

不再自己独立研发软件,而是直接购买商业系统.
这一变化的积极意义在于让缺乏研发能力的中小型

图书馆也可以进行自动化管理,但也造成了图书馆

无法控制自动化系统发展方向等后续问题.
表１　历代图书馆管理系统一览

名称 主要特点 更新功能 典型产品

第一代
图书馆自 动 化

系统开始成熟

集成数据,增强

各部门间协作

东伊利诺斯大学的联机图

书流通系统、华盛顿州立

大学图书采购系统、联机

计算机图书馆中心.

第二代

网络发展;

图形界面产生;

数据库普及;

非 纸 质 馆 藏

增加.

以技术革 新 为

主,逐步兼容数

字 资 源,重 视

服务

Lib８(CLBI)、Dynix、GLIC
(GEAC)、NOTIS、LS/

２０００(OLCL)

Concerto(Biblio Mondo)、

Oyager(Endeavor)、Dynix
(Epixtech)、Illennium(InＧ

novativeInterfaces)、UniＧ

corn(SirsiCorporation)、

ExLibris(Aleph５００).

图书馆的功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网络和

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产生新业务与新任务,因此也

会产生新的程序和工具来满足这些需求.图书馆自

动化系统的发展过程的主轴是,逐步整合这些用于

图书馆工作中某一领域的程序和工具,使其成为统

一的平台.图形界面取代字符界面,网络技术与关

系型数据库的概念逐渐发展与普及,编程语言发生

换代.
同一时期,国内在图书馆自动化领域的研究也

开始起步,国内图书馆管理系统开发在１９９０年代初

达到高潮,由于吸收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国内的图书

馆自动化系统的研发跳过第一代,直接以第二代的

集成系统为目标.

进入２１世纪后,国内开始对图书馆集成系统进

行引进与本地化[３],此后国内也进入以购买专业化

图书馆系统为主的时期,自动化系统的发展状况基

本与发达国家同步.一些新的技术也被逐渐纳入图

书馆集成系统中,包括服务技术上的馆际互借与文

献预约、检索技术上的逻辑检索与分词检索,以及管

理技术上的数据统计与报表生成等[４].
随着大学教学与科研的发展,电子资源在图书

馆资源中逐渐占据更大比例,原有的ILS系统很难

全面有效地管理和支撑资源的服务过程.原有的

ILS产品也难以提供全新的计算机技术支持,其体

系架构逐步落后,特别是在云计算方面,从而催生了

全新的图书馆管理系统———图书馆服务平台的产生

与发展.

３　图书馆服务平台的发展

２０１１年,重庆大学的杨新涯[５]提出图书馆系统

的２．０化,即以J２EE、FLEX、AJAX 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将馆员使用的图书馆管理系统、读者使用的知

识服务系统和图书馆联盟的知识搜索引擎这三个管

理的、服务的、资源的系统整合为三位一体的图书馆

２．０系统.同年,马歇尔布利汀在自动化产品市场

(AutomationMarketplace)２０１１年报告[６]中提出新

一代图书馆自动化系统 (New－generationAutoＧ
mation)的概念,全新的图书馆服务平台逐渐形成,
将协助各类型图书馆不断改善内部业务流程与馆藏

服务策略,全面满足智慧图书馆时代馆员与读者的

应用需求.

３．１　图书馆服务平台的主要特点

卡尔格兰特(CarlGrant)[７]总结的图书馆服

务平台的主要特点为软件即服务、负责管理服务器

与升级、云端运算、多人共享资源库与快速灵活部署

的服务、多租户软件、费用较低、效率较高、信息安全

认证.马歇尔布利汀[１]认为图书馆服务平台可以

全面管理图书馆的资源,包含电子、数字以及纸质资

源,支持多租户的软件即服务的部署设计,基于共享

书目与电子馆藏的知识库,以服务为导向的架构,界
面内提供馆员所需功能.乔治马乔维茨(George
Machovec)[８]等提出图书馆服务平台应该提供移动

界面,支持基于 Web的用户界面和社交媒体应用.
傅平[９]在«新一代图书馆管理集成系统对美国

图书馆联盟的影响分析»一文中提出图书馆服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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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十大特点.陈凌[１０]认为对新一代图书馆系统

具有开放架构、关联数据、强化安全和增强体验这四

个特征.肯查德(KenChad)[１１]２０１６年在对图书

馆服务平台的重新思考中认为,当前没有一个图书

馆系统服务产品能够完全满足复杂的图书馆技术对

各类应用程序的需求,图书馆员更希望能在不同产

品中进行选择.一个开放的图书馆服务平台系统将

消除由于单一系统服务提供商导致的服务应用封闭

或限制的问题.
虽然图书馆服务平台的概念目前比较火热,但

其内涵尚未成型,在背景与功能,即“图书馆服务平

台基于何种技术而生”及“图书馆服务平台应当如何

体现其服务价值”这些问题上,目前仍难以获得一个

统一而精准的定义.厂商们更多是借用这一概念推

广产品的独有功能,若以更长的时间尺度看,我们尚

无法肯定基于这些新功能而重构的图书馆服务平台

是否能被定义为新一代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

３．２　积极的实践与探索现状

目前可以真正视为图书馆服务平台基础的产

品,主 要 包 括 艾 利 贝 斯 (Exlibris,２０１６ 年 被

ProQuest收购,成为其子公司)的 Alma[１２]与 OCLC
的世 界 共 享 管 理 系 统 (WorldShare Management
Systems)[１３],其特点集中表现为:以服务为导向的

SOA架构,支持SaaS的云服务方式,多馆协同和灵

活开放的互操作协议与接口.
近年来,国内对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的实践与

探索在不断开展.南京大学图书馆与超星公司合

作,共同推进南京大学图书馆服务平台实验项目,

２０１８年提出智慧管理平台、中央知识库、纸电一体

化采选、大数据分析决策和智慧分析应用的智慧图

书馆解决方案[１４].２０１８年５月,北京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等４所高校图书馆联合 CALIS组成了智慧

图书馆服务平台“４＋１”推进核心工作组,工作组将

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图书馆数据规范标准建设,建立

开源社区;工作组基于目前国内图书馆本地化业务

的需求进行规范化设计,并联合更多公司,共同研发

符合中国图书馆真正需求的图书馆服务平台共享平

台[１５].２０１８年１１月,重庆大学图书馆与维普公司

合作,联合２８所国内图书馆,建立了“智慧图书馆协

同创新联盟”,确定了资源共享、研究与培训、数据和

流程标准等５个工作组,以群体社群模式推进智慧

图书馆建设[１６].

３．３　 开 源 图 书 馆 服 务 平 台 与“未 来 开 放 图 书 馆”
(FOLIO)的发展

最早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主要目的是管理纸质资

源,这些系统均以商业软件方式出售给图书馆.商

业软件往往很难完全满足每家图书馆的个性化需

求,其过高的价格也是让人望而却步.即便有着这

些缺点,目前商业软件依然占据着当前图书馆系统

的主要部分.
开源软件对图书馆服务平台的技术也在不断产

生积极影响.它不仅可以有效节约成本,各类图书馆

可以将预算转到支持开源软件的维护服务;开源软件

也可以通过不断实现或超过已有的商业产品功能,促
使商业产品的厂商不断改进其现有产品[１７].目前国

外的开源软件主要包括Koha和Evergreen等.
在 Koha和Evergreen两个开源项目的基础上,

EBSCO倡议了“未来开放图书馆”项目(TheFuture
ofLibrariesisOpen,以下简称FOLIO)[１８],其架构

在新一代服务系统中很有代表性:

•底层:利用多种存储技术,实现性能最优;

•接口层:规范化接口,满足应用和系统的交互;

•应用层:厂商独家制造的应用与开源的应用

并存;

•界面层:风格统一的用户界面包,保证界面的

一致.
基于其内在的灵活性,FOLIO将为所有图书馆

和各类型联盟共同服务.不同图书馆能够选择最符

合用户工作流程需求的应用程序;无论是不同的流

通或采访模块,用户都可以有效控制图书馆的工作

流程.FOLIO通过构建中央知识库,支持所有格式

(物理和电子)的资源;并提供链接开放数据(Linked
OpenData)服务,开发各类接口,支持多租户模式,
以确保全面可扩展性.

FOLIO旨在创建一个在设计理念与技术架构

上超越 Alma和 WMS的开源图书馆服务平台.采

用高度模块化的发展方法,既能独立开发特定的应

用程序,也能组合成统一的平台.这种模块化的发

展方法旨在促进分布式开发,让不同的组织或个人

可以创建处理特定功能领域的应用程序,而不是将

开发集中在单一公司内.FOLIO 的设计有助于分

开资源管理与资源发现,并与现有图书馆服务平台

相关的紧密捆绑架构形成对比.

FOLIO项目的目标是使任何图书馆的开放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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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更容易实现,允许更多选择,并使图书馆能够贡献

和托管自己的服务.FOLIO 代表了图书馆和厂商

之间真正的伙伴关系,双方都以独特的优势为其构

建做出实质性贡献.通过FOLIO,使图书馆能够实

现其服务使命,图书馆第一次不仅是客户,而是与厂

商合作定义图书馆系统的未来.
开源FOLIO计划的出现引起了认为商业产品

的余地过小的全球高校图书馆的关注,并且有兴趣

探索并替代使用.这些图书馆中至少有一些已经推

迟将其从传统的ILS转移到已建立的图书馆服务平

台产品的决定,直到确认 FOLIO 能否提供具有竞

争力的替代品[１９].

４　新一代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的发展特征

综上所述,新一代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的特征可

以概括为:为了适应兼容创新服务与电子及数字化馆

藏资源的精准揭示,跟踪用户行为以指导和动态调整

图书馆服务,全面提升服务能力,融合IT与图书馆领

域相关的新理念,并接纳相关领域中新技术而对原有

图书馆集成系统进行的一种大幅度改良.因此,我们

对新一代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提出新的定义:
新一代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是在用户需求牵引

下,基于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整合所有用户

可获取的各类型资源(包括纸质/电子/数字化,购买/
自建/共享/开放获取),涵盖现有图书馆管理系统的

全部功能,遵从专业权威和全球化的开放标准与数据

接口规范体系,建立支持区域协作的数据共建共享和

云服务架构,形成融合各类人工智能与可视化技术的

服务平台.最终,由用户、图书馆和厂商共同进行模

块化功能组装、开发与维护,促进智慧图书馆发展.
全新图书馆服务平台的主要特点包括８大方面:

４．１　整合用户可获取的各类型资源

随着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图书馆的资源类型越

来越多.各个图书馆的资源管理系统采用的数据模

型(如 MARC、DC、RDA和 BIBFRAME２等)各异,
造成数据统一管理困难.传统的图书馆服务系统不

能完全支持智能化服务管理,例如:空间管理、图书

资源的智能化设备的管理,且各类资源的管理较为

封闭,不够开放,无法完全实现与其他系统的无缝对

接.在提供资源发现和服务时,各类资源分布在不

同的管理系统,系统间难以建立勾连,数据间难以建

立关联.图书馆购买的电子资源存放在数据库供应

商的服务器,本地没有任何元数据信息,图书馆较难

进行应用与拓展服务,由此需要建设一个新的平台

进行整体化管理,并提供相应的揭示和利用,实现纸

质资源和电子资源的统一管理,将知识库与馆藏对

象之间形成链接,从而实现对资源的进一步挖掘.
大量的电子与数字资源的涌现对于现有系统所

造成的冲击,极大程度推进了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

的产生.即使通过对现有系统进行优化改进,由于架

构缺陷导致的积重难返,使得老系统对于这类资源的

处理有天然的劣势,因此在考虑下一代服务平台时,
对于各类资源整合化的处理便是重要的因素.

整合多种资源指的不仅是结构上的整合,更需

要我们从面向服务的角度出发,考虑在用户眼里他

们的统一,使新平台在资源的处理上实现真正的跨

馆藏.另一方面整合化的资源也便于馆员实现基于

业务工作流的管理,使得图书馆智慧化管理向更精

细、更集约的方向迈进.

４．２　用户需求牵引的设计理念

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不应当像以往的系统那

样只面向功能实现,而应当转向于面向用户与服务.
以往的系统都是基于馆员需要什么功能,或者馆员

认为读者需要什么功能,因而需要实现什么功能来

设计的.当今的图书馆应该把出发点放到读者的角

度,思考读者需要什么服务.当然,图书馆也需要对

服务全局中的各种发展规划与需求做出响应.
下一代平台在面向用户与服务的过程中,基于

Web浏览器和移动终端的平台应用将会越来越普

及.在新一代图书馆用户服务中,便捷的导航、主题

性的内容导引和各类实用的功能都包含在有效的用

户服务范畴中.新平台充分利用用户的数据来识别

需求,并规划高质量的吸引读者的用户服务流程.

４．３　遵循统一权威的标准和接口规范

回顾之前的各代图书馆应用系统,很大程度上

都是图书馆被动接受厂商所开发的系统.由于系统

框架确定在先,图书馆在使用这些系统后,即使将意

见和建议反馈给了厂商,也很难获得根本性的改进.
受制于经费和人力的限制,图书馆又往往不得不从

厂商处购买相应系统,因此,我们认为,新一代图书

馆服务平台,应当由图书馆提出各类标准.
在共享接口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底层系统的权

威性.应用只能通过 API等调用的方式访问平台,
与其他应用交互,获得平台提供的数据.开源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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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者不会参与底层平台的编写,但平台维护人

员会按照社区要求提供新的 API.新一代平台的统

一规范将能支持在SaaS云服务架构下多租户共享

使用平台底层数据,实现多用户环境下的复用.统

一数据规范的SaaS模式更加容易增加新的机构用

户.平台标准化接口规范也可以支持图书馆和开发

人员将平台扩展到新的领域,任何开发人员都可以

与平台中的任何层进行交互,没有任何组件是不能

被替换的,包括程序语言自适应组件.

４．４　支持多机构的云服务协同平台

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出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

融合各类不断涌现的互联网和IT新技术,而现有的

系统对此未能体现出足够的关注.云架构的出现有

利于实现协同合作的服务理念.由于图书馆联盟的

存在,使得协同服务合作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基于云技术的下一代服务平台可以大幅缩减资源的

采购与管理成本.同时这也是一个服务理念的进

步:以往的系统只展现本馆持有的资源,而新平台将

支持非本馆所有但用户可获取的资源.云技术对资

源的揭示、组织和服务都大有好处.
在实际部署时,我们需要区分公有云和私有云.

由于下一代平台权威和统一标准的存在,使得新平

台很易于架设到云上,而大量的电子与数字资源使

得这类云的存在更有价值.它能节省空间的存储,
却并不额外消耗太多的时间.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必须存放在公有云上.对于一

些数据,包括财务、预算和个人隐私等信息,出于安

全考虑,存储在内部的私有云上可能更合适,因而全

新平台是构建在公有云和私有云协同的混合云架构

下,既支持瘦客户端和资源与数据共享服务,也保障

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需求.

４．５　开放互操作的生态系统

互操作性是新一代平台的核心观念,主要包括

三个方面的特征:

•人与应用之间的互操作性

所见即所得,UI的设计应当匹配人的直观体

验,使得用户只需要花费较小的学习成本便可以操

作应用.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要求应用有理

解用户的能力.依靠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可以从

以前的用户习惯,预测用户下一步的操作,使用户感

受到所想即所得.

•应用与应用之间的互操作性.

新一代平台从底层设计时就应当考虑到应用与应

用之间的互操作性,改善不同应用间的勾连难度.我

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下一代服务平台,应当满足应用

共享中间层数据库,真正实现应用间的同步操作.

•平台与平台间的互操作性.
新一代平台(系统)从底层设计时就应当考虑到

不同机构之间平台的互操作性,改善不同平台间的

勾连难度.

４．６　开源、用户参与的共同开发机制

未来新一代平台应尽量具备开源众包和用户参

与的特点,这可以成为区别于当前商业产品的新优

势.为了改变现有系统开发成本高、开发周期长的

缺点,新平台在设计时就应当支持开源.通过各种

形式激励不同领域、不同规模的开发公司或组织参

与到新平台的程序开发,也支持终端用户参与程序

的开发.由于用户更知道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因
此他们开发的程序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会比厂商的程

序更能满足需求.通过与用户互相促进,实现正循

环.这样的系统将会具有更强的可扩展性,做到功

能模块的自由组配,数据和应用解绑所带来的松耦

合以及模块随时增减与更新的热插拔.

４．７　支持各种智能统计和可视化分析

人工智能将提升新一代服务平台的效率和智慧

化,如程序会习得用户的使用习惯,让用户切身感受

到以前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到现在.而此处的用户应

不仅仅是读者,也包括馆员.
智能统计与可视化是传统统计的进一步深入,

包括但不限于用户聚类、用户行为预测等.有了智

能统计和可视化的协助,无疑会使得新平台在用户

体验上更上层楼.基于平台海量数据的关联分析,
可以将各类分散、结构不统一的数据,通过功能强大

的可视化数据分析工具,帮助图书馆管理者进行日

常监测、分析和优化决策.

４．８　支持向下兼容的更新机制

当前的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已经发展了数十

年,形成了一定的固有流程和用户习惯.新一代平

台依然应该是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的升级,原有系

统的资源组织与揭示功能,要在保留的基础上,作进

一步发展.这里会涉及对于新平台的社会性考虑.
一个新系统,固然有其令人耳目一新的闪光点,但人

们对于离开自身已经熟悉的系统总会有所抗拒,因
此我们必须要将新老系统的兼容性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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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操作中,每个图书馆应考虑其实际业

务流程需求,满足现有工作流程中的所有应用;

•新系统应能实现原有集成系统中采访、编目、
流通和 OPAC模块的顺利迁移,甚至于保留原有系

统,通过数据管理模块实现分布式整合;

•新系统集成的发现模块应能同现有或购买的

发现系统实现无缝对接.
具体而言,新一代平台需要向下兼容,即支持老

的应用程序在新一代平台上继续使用.更困难的一

点在于新平台中的应用程序也能向下兼容,即可以

获取老平台中的数据.由于新的应用程序是按照新

平台的接口规范设计的,因此这一点的实现就依赖

于新老系统之间是否交互顺畅.
新平台设计时需考虑到数据迁移的难易度问

题.要方便将数据从老平台迁移到新平台,同时又

不能顾此失彼,使得新平台成为老平台机械的拷贝,
丧失新平台独特性.为了使新平台便于推广,无论

从功能实现,还是外观设计上,都应考虑新老平台在

“格式”上一致.使得用户很容易发现,在新平台实

现某一操作与在老平台上实现这一操作的步骤基本

一致,而新平台完成操作的时间又少于老平台上花

费的时间,从而用户会更接受新平台.

５　展望

当前图书馆技术产业已进入业务整合和技术创

新的新阶段,大学图书馆除了需要一直发挥文献信息

保障和服务支撑作用,还需要为大学的战略发展和师

生需求提供连接全球知识、精心组织学术资源、高效

支撑科研创新的功能.图书馆服务平台是图书馆变

革、发展的新方向,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的富有个性

化、人性化的服务也是图书馆服务平台未来努力的方

向.更开放的图书馆技术生态系统将消除来自单一

厂商的封闭和单一服务的限制.图书馆的职责是提

出一个更灵活、更能节约成本和提升效率的设计规划

与解决方案,并提供不断改进的用户体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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