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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获取即拥有”电子书采购模式研究

□王群　王琼∗

　　摘要　ATO 是需求驱动采购的新模式,具有平衡电子书访问与获取、扩展电子书获取范围、
促进预算的合理分配等优势.文章从 ATO 产生的背景出发,介绍 ATO 模式的操作流程,对

ATO 与其他 DDA 模式进行辨析,并基于CARL、SUTL、UML和 UNEL四家机构的 ATO 采购

实践,对 ATO 模式的实施动机、应用要点和实践优势进行分析和总结,归纳出实施 ATO 模式的

关键要素,为国内图书馆应用 ATO 模式发展电子书馆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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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资源作为图书馆的立馆之本和发展之基,
是图书馆一直以来的关注重点.近年来,随着信息

环境的改变和信息能力的跃迁,人们已不再满足于

纸质资源的使用.根据伊萨卡调查机构 ２０１８年的

报告,近６０％的高校研究者认为电子型学术资源在

其教学科研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１].高校图书馆

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２],肩负资源保障

重任,近年来不断增加电子资源经费的投入比例.
据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统计,２０１８年电子

资源购置经费占总经费一半及以上的一流大学图书

馆比例约为８９％[３].电子书作为电子资源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采购模式的合理选择可以大大提高经

费使用效益,更好地满足读者需要.２０１５年９月,

ProQuest对全球４６０多家图书馆展开学术预算趋

势调查[４],发现５３％的图书馆使用需求驱动采购

(DemandDrivenAcquisition,DDA)模式采购电子

书,以提高电子书的投资回报率,佐证图书收藏价

值,争取资源预算支持[５].

DDA１９９８年由 NetLibrary① 推出,因其能够满

足读者即时阅读需求,受到图书馆的青睐并被广泛

采纳.常见的DDA模式包括永久性购买模式(PerＧ
petualAccess,PA)、短 期 借 阅 模 式 (ShortＧTerm
Loanmodel,STL)、循证采购模式(EvidenceBased

Acquisition,EBA)等.２０１６年８月２日,ProQuest
推出了一种全新的DDA模式,即“获取即拥有”模式

(AccessＧToＧOwn,ATO),此模式一经推出就得到科

罗拉多研究图书馆联盟(TheColoradoAllianceofReＧ
searchLibraries,CARL)[６]、斯威本科技大学图书馆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ibrary,

SUTL)[７]、曼 彻 斯 特 大 学 图 书 馆 (Universityof
ManchesterLibrary,UML)[８]和新英格兰大学图书

馆(UniversityofNewEnglandLibrary,UNEL)[９]

等的支持和应用.与国外图书馆的积极实践相比,
目前国内仅停留在关于 ATO模式的报道性介绍[１０]

和间接相关的研究性文献[１１－１３],还有学者将 ATO
与EBA混为一谈[１４].因此,本文拟就 ATO与其他

DDA模式进行辨析,并基于国外图书馆采购实践分

析 ATO模式实施的动机及应用情况,总结 ATO作

为图书馆采购模式(LibraryAcquisitionPattern,

LAP)的实践优势,归纳实施 ATO 模式的关键要

素,以期为国内图书馆应用 ATO 模式发展电子书

馆藏提供参考.

１　ATO模式概述

１．１　ATO 的基本含义

ATO是２０１６年ProQuest推出的DDA可替换

∗通讯作者:王琼,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３Ｇ３５４８Ｇ５６０２,邮箱:wqiong＠bnu．edu．cn.

① NetLibrary成立于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２年成为 OCLC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的下属部门,是全球图书馆电子书主要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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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之一[１５],融合了STL和 PA 两种模式的优势,
允许图书馆以分次累计付费方式,使用STL支出实

现PA模式的电子书购买.具体形式为:用户通过

ATO模式获取电子书,当支出未超过电子书定价的

１００％时,以短期借阅的形式访问电子书资源;当支

出超过定价的１００％时,获取电子书所有权并免费

使用电子书资源.由于 ATO 模式包含从访问升级

到拥有的过程,所以国内也有学者将其称为“从访问

到拥有”[１６],我们称之为“获取即拥有”.

１．２　ATO 的产生背景

早期DDA应用模式主要表现为基于免费发现

的PA模式.平台商提供电子书规定时间或规定内

容的无限制访问,帮助读者确认资源需求.但在实

际使用中,受备选书目库配置和触发购买条件设置

等因素影响,图书馆经费使用控制问题成为 PA 模

式应用的主要障碍.如,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一

项与ebrary① 合作、预计开展１８周的DDA计划,图
书馆２５０００美元预算实际不到４周就全部耗尽,对

DDA项目执行造成严重影响[１７].随着图书馆预算

缩减、文献资源价格上涨等矛盾不断凸显,图书馆开

始转而寻求性价比更高的资源获取方式.STL模

式的推出为图书馆提供了一种能够以较低预算提供

内容广泛的电子书资源的解决方案.在该模式下,
图书馆按书价的１０％到３０％短期租借电子书[１８].

STL模式的主要弊端在于无法构建永久馆藏,但仍

吸引了众多图书馆使用.与出版商预期不符的是,

STL模式的成功推广并未达到促进电子书销售的

目的.随着STL使用量剧增,电子书的购买量却不

断下降,最终导致出版商对电子书出版利润预判失

灵,给学术生态系统的顺利运转带来不利影响.为

限制 STL模式的应用,出版商分别从资源获取范

围、借阅成本、使用租期、人次上限等方面采取相应

措施[１９],甚至有出版商不再支持STL模式.

２０１４年６月,美国国家信息标准协会(National
InformationStandardsOrganization,NISO)出 版

«图书的需求驱动采购推荐实施规范»(Demand
DrivenAcquisitionofMonographs:ARecommended
PracticeoftheNationalInformationStandardsOrＧ
ganization,NISODDA)[２０],NISO 认为,DDA 项目

的可持续性及各相关方利益平衡是保证项目持续稳

定发展的第一要素.为确保出版商和图书馆能够在

DDA项目可持续发展上实现合作共赢,ProQuest根

据２０１５年９月进行的“学术图书馆图书采访趋势”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２１],推出 ATO模式.ATO模式

不仅同时支持电子书的短期租借和购买,以短期租

借支出获取电子书所有权,而且极大扩展了电子书

资源的获取范围,目前已有３３５家出版商支持 ATO
模式,提供总量近３５万种电子图书[２２].

１．３　ATO 的操作流程

ATO通过ProQuest的 EbookCentral平台提

供,平台配有与馆员门户 LibCentral管理平台配套

的接口,馆员可以利用 LibCentral简化流程管理

ATO模式下的电子书的发现、选择、获取,定制管理

和分析[２３].完整的 ATO 操作流程包括模式决策、
计费协商、参数配置、发现管理和效果评估 ５ 个

环节.
(１)模式决策.ATO模式支持单一和混合模式

应用.决定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包括预算、读者需

求、DDA总体目标等,DDA 总体目标是其中的主导

因素[２４],各馆可结合总体目标选择单一的 ATO 模

式方案,或与其他DDA模式混合的应用方案.
(２)计费协商.ATO模式正式应用前需与供应

商确认触发条件、计费模式和使用权限.Ebook
Central平台目前提供电子书内容２０％以内的复印、

４０％以内的下载、５或１０分钟的浏览等免费发现服

务[２５],超出免费发现范围会触发计费.ATO 采取

分次累计付费模式,单用户访问权限下的新书每次

使用费用为定价的５５％,累计使用两次共支付定价

的１１０％并获得所有权;回溯旧书每次的使用费为

定价的３５％,累计使用三次共支付定价的１０５％并

获得所有权.其他访问模式如多用户非线性访问或

无限制访问需分别支付附加费.
(３)参数配置.ATO备选书目库的参数配置应

考虑合适的理想库容、恰当的学科主题范围和图书

类型,理想库容需符合资金预算,满足用户的现实需

求.EbookCentral平台支持图书馆根据内容层次、
出版日期、主题、出版商、许可模式、原出版国、价格

以及语言等参数,筛选加入备选书目库的电子书.
(４)发现管理.可发现性是DDA项目成功的关

键[２６].DDA 项目建立在多种 MARC记录的管理

５３

ATO:“获取即拥有”电子书采购模式研究/王群,王琼

ATO:AStudyontheEＧbookAcquisitionPatternof“AccesstoOwn”/WangQun,WangQiong

①ebrary成立于１９９９年２月,是由 McGrawＧHillCompanies、Pearson
plc和 Random HouseVentures三家出版公司共同组建的电子书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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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书馆可以利用各种工具管理电子书的发现和

访问等,如利用联机公共目录 OPAC和其他已购的

发现工具添加发现记录,增加 ATO 备选书目库的

能见度,提升 ATO使用效果.
(５)效果评估.DDA项目的效果评估是考察经

费预算执行情况和模式调整的重要依据.评估计划

围绕本馆的DDA项目目标展开,评估的数据源可通

过LibCentral和供应商获取.为确保跟踪和收集的

数据信息的准确性,图书馆应从 ATO 项目开始时

就规划评估工作.

２　ATO与其他DDA模式辨析

２．１　常见的 DDA 模式

DDA是图书馆通过电子书数据库集成商和纲

目购书供应商购买藏书,提供大范围书目的即时访

问,满足读者即时需求的资源采购方式,也被称为用

户决策采购(PatronDrivenAcquisitions,PDA),为
强调发现环境的宽松性和满足读者需求的即时性,

NISO采用DDA作为统一规范[２７].
常见的 DDA 模式包括 PA 模式、STL模式和

EBA模式.PA模式是一次性付款便拥有对应电子

书的永久使用权模式[２８].STL模式是在DDA项目

中对电子图书的短期租用,租期通常是一天、一周或

一个月的时间[２９].EBA模式是图书馆、供应商或出

版商双方谈判同意,后者提供对备选书目数据库中

电子书的访问,作为交换,图书馆同意在 DDA 项目

结束之前(通常是一年)购买一定数量的图书.图书

的选购可以根据自定标准进行,但通常是根据图书

的使用情况,又称为循证采购(EvidenceＧBasedSeＧ
lection,EBS)或用量驱动采购(UsageＧDrivenAcＧ
quisition,UDA)[３０].

PA模式与STL模式一般可结合使用,由图书

馆设定可用的STL次数,超出即按照约定的电子书

定价倍数的价格购买,CARL 与出版商约定２次

STL后触发电子书购买行为,购买价格设定为定价

的２倍[３１].

２．２　ATO 与其他 DDA 模式辨析

ATO的资源获取范围更加平衡.PA 和 EBA
模式偏重拥有,以较高的资源获取代价换取不受限

制的重点新书.STL模式更注重访问,但对出版商

的确定性收益有影响,因此重点新书的获取限制较

大,甚至无法获取新书.ATO是介于资源访问和拥

有之间的平衡模式,可以获取大量STL模式下出版

商不支持的重点新书,因此在资源获取范围上取得

了较好的平衡.

ATO的参数配置相对灵活.总体而言,DDA
项目比传统纲目购书的书目配置范围更加广泛.

PA模式需基于预算和用户构建合理库容,确保经费

适当支出[３２].EBA模式采取约定后付费模式,应尽

可能提供广泛资源内容,充分满足读者信息需求,为
最终付费决策提供可靠的使用依据.STL是不以

购买为目的的获取模式,备选书目库也应尽可能丰

富广 泛.ATO 模 式 单 次 使 用 费 用 一 般 要 高 于

STL,以累计使用费用换取电子书所有权,所以备选

书目库配置范围可以介于 PA 和 STL 或 EBA 之

间,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和各馆经费预算酌情调整.

ATO注重资源的发现与管理.四种DDA模式

都支持基于 OPAC的发现、访问和使用,并可以将

DDA发现记录加载到本馆已购买的发现工具内.
由于 ATO 同时支持电子书单次借阅和永久性购

买,因此 MARC记录要根据电子书访问和获取的变

化随时添加、删除和更换,及时升级书目记录.

ATO使电子书获取形式更加多元.四种 DDA
模式都可以应用免费发现模式(FreeDiscovery)[３３],
帮助读者确认需求.区别在于PA 模式集中于电子

书的永久性购买,STL 只提供电子书短期租借,

EBA是基于整年使用情况完成约定金额的电子书

采买,ATO则是根据电子书不同类型采取累计付费

模式,同时实现电子书短期借阅与永久性购买.

ATO有利于预算的合理分配.DDA 项目预算

需由图书馆与出版商协商确定,存入约定账户,根据

用户的使用行为予以支付.EBA 是基于用户使用

情况购买约定金额的电子书的后付费模式,当发生

约定费用与预估的用户使用情况不符时,容易造成

经费浪费或超支.仅依靠免费发现、不采取馆员介

入的PA模式在应用初期常出现支出增长迅速的情

况,如不加控制会导致经费过早耗尽.STL以节省

经费为目的,虽然支出较低但无法建立永久馆藏.

ATO兼顾访问与拥有,将借阅支出用于电子书所有

权的购买,使有限的经费得到更合理的分配,同时实

现扩展访问和构建永久馆藏的目的.

３　国外图书馆ATO采购实践

ATO是资源建设中一种较新的 DDA 采购模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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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目前国内外图书馆界的应用和实践相对较少,本
文以三所高校和一个图书馆联盟的 ATO 实践作为

代表性案例.其中,成立于１９７４年的 CARL是由

科罗拉多州和怀俄明州的１６所图书馆与机构组成

的 非 营 利 性 图 书 馆 联 盟,自 ２０１２ 年 起 开 始 与

EBL①、ebrary和 YBP② 合作启动 DDA 电子书试点

计划,２０１６年８月实行STL向 ATO 模式过渡[３４].

SUTL是全球第一所大规模实施 DDA 电子书计划

的图书馆,２０１６年７月成为 ATO 模式的首批试点

用户[３５].UML２０１２年开始实行DDA电子书计划,

２０１７年转换为 ATO 模式[３６].UNEL２０１２年开始

实行DDA电子书计划,２０１６年成为北美地区首个

实施 ATO模式的图书馆[３７].

３．１　ATO 模式动机

促使图书馆从原有模式转换为 ATO 模式的动

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为了改变已有模式的

不可持续性.如,SUTL的 DDA 项目最初是围绕

STL模式构建的,但２０１４年出版商因利益受损对

STL采取大幅提高使用费、停用、限制资源获取范

围等措施,导致该馆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５月的 DDA 支

出较上一年度同期增加７０％,其中STL费用增长

１１７％,给图书馆造成了严重的预算超支问题.虽然

图书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２０１５年６月将电子书价

格上限从２５０美元降至２２５美元,STL单次借阅费

用限制在４０美元以内,但也由此导致可用电子书减

少了１５％.２０１６年９月,该馆正式实施 ATO 模式

后,２０１６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 DDA 支出总额较采

取措施前的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降低约

１７６％,通过 ATO增加１０．５万种电子书的访问权

限[３８],从而表明 ATO 是一种可持续且成本低效益

高的获取电子书的有效方式.
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体现“书是为了用的”的服

务观念.在原有 DDA 模式下,受预算、校园环境等

的限制和影响,部分图书馆选择以访问代替拥有,从
长远来看不利于永久馆藏的积累和体系的构建.

ATO模式打破原有的访问与拥有互无交集的观念,
以借阅支出购买所有权,达到优化预算并为用户提

供更多资源的目的.UNE是一所为５０％以上在校

生提供实时在线学习的医学院,受虚拟教学环境的

影响,图书馆９８％预算都用于电子资源建设.负责

电子资源及制定馆藏开发策略的数字服务副馆长斯

图麦理浩(Stew MacLehose)认为,“获取比拥有更

重要”.在这种馆藏建设策略的指导下,UNEL实际

电子书馆藏仅有约１０００多种,但可以提供１３０多万

种电子资源的访问权.２０１６年,该馆应用 ATO 模

式后,发现借阅支出不仅可用于资源访问,更可用于

资源的永久购买,且这种模式下电子书购买成本远

低于其他购买模式[３９].

３．２　ATO 模式实践

３．２．１　整合应用平台

资源整合和系统调试是 ATO 模式启用前的重

要准备工作.(１)迁移书目记录,同步用户个性信

息.２０１６年８月,CARL在 ProQuest的支持下将

联盟与EBL合作的电子书迁移到EbookCentral平

台,整合 ATO 模式可用的所有电子书.２０１７年７
月到８月,重新定位电子书链接,将用户电子书架导

入EbookCentral,为模式过渡整合平台资源[４０].
(２)对接图书馆服务系统与 EbookCentral平台.

UML在应用 ATO 模式前,由 ProQuest预先对图

书馆的 ExLibrisAlma系统进行开发和设置,并完

成系统与EbookCentral平台的对接测试,以避免因

接口冲突导致 ATO购买记录被误删[４１].
３．２．２　协商过渡方案

出版商支持意向是 ATO 模式应用的先决条

件.CARL委托ProQuest作为代表与联盟合作的

出版商进行沟通,就原STL与 PA 结合的 DDA 模

式过渡到 ATO 模式达成三种方案:(１)直接应用

ATO 模式.占联盟 DDA 项目电子书使用量 的

６７％的５家出版商选择该方案;(２)不支持 ATO 模

式,约定新的STL方案.占联盟 DDA 项目电子书

使用量２０％的４家出版商中,２家出版商同意在２
次STL后触发电子书的购买行为,购买价格从２．５
倍定价降至２倍定价;(３)仅支持新的PA 方案.其

余２家出版商仅支持以２倍定价购买电子书的PA
模式.最终 CARL确定采用 PA、STL和 ATO 结

合的混合DDA采购模式[４２].
３．２．３　制定技术方案

不同 ATO应用模式的技术方案存在差异.单

一的 ATO 模式可以直接利用 EbookCentral平台

应用.采用与其他 DDA 模式结合的 ATO 模式的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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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BL(EbookLibrary),由EBOOKSCorporationLimited于１９９７年

建立的电子书数据库.

YBP图书馆服务(YBPLibraryServices)是专门服务于学术图书馆

的书商,成立于１９７１年,总部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库的康图库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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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需要考虑不同 DDA 模式的运行渠道,并在

系统中设置优先级方案.ProQuest为 CARL分别

建立３个运行渠道支持３种 DDA 模式的应用[４３],

CARL通过管理界面查看不同书目记录所在位置,
分别提取DDA项目的 COUNTER报告,以完成项

目评估.对同时适用于 ATO 和STL模式的电子

书,SUTL选择将 ATO设置为优先使用模式[４４].

３．２．４　优化过渡期利益

合理利用STL信用期可以实现模式过渡期利

益最大化.STL 信用期是 ProQuest提出的,针对

STL过渡到 ATO模式的图书馆提供为期６个月的

模式转换期.在STL信用期内,图书馆可利用信用

期前产生的STL费用抵消同种电子书的部分 ATO
“购买”费用,最高抵消比例为电子书定价的２０％.

ATO模式下“购买”单用户访问权限的重点新书费

用为电子书定价的１１０％,按符合条件电子书的最

高抵扣比例２０％计算,图书馆仅需支付９０％即可获

取所有权.因此,CARL在向 ATO 过渡前,对即将

触发购买的９０种重点新书进行了谨慎评估,认为这

部分电子书很可能在STL信用期内获得超过两次

的使用从而获得 STL信用优惠,因此决定暂不购

买,留待 ATO模式启用后视情况获得STL的抵消

额度,以争取模式过渡期利益的最大化[４５].

４　国外图书馆ATO模式实践分析

４．１　ATO 模式的优势

４．１．１　平衡访问与拥有

DDA模式下访问与拥有是一项难以平衡的决

策.ATO模式出现前,电子书的借阅与购买主要由

图书馆依据预算、馆藏建设目标、用户现实需求等因

素自主选择.对于使用次数较少的电子书,图书馆

普遍采取短期借阅方式,使用次数在３次及以上的

电子书一般采取购买方式更为有利.后一种购买形

式的弊端在于,经过若干次短期借阅后最终购买的

电子书将花费更高的购买成本,如CARL电子书的

购买成本不仅包括２倍定价的购买支出,还包括触

发购买前的２次STL费用[４６].

ATO模式的短期借阅费用可折算于最终购买

成本中,在电子书借阅与购买之间取得较好的平衡.

CARL对开展１４周的 ATO 项目应用效果评估,发
现联盟总支出下降了８０００美元,电子书使用总数从

８９２次增加到１０１９次,图书借阅数从７１９次增加到

８８４次,购 买 数 从 １７３ 种 下 降 到 １３５ 种[４７],说 明

ATO的应用不仅降低总支出,而且提升了电子书的

使用量,使借阅与购买行为得到更合理的分配.

４．１．２　提升购后重用率

购后重用率是评价电子书资源购买性价比的重

要指标,购后重用率越高,电子书次均使用成本越

低.据 UML统计,该馆 ATO购后重复使用率高达

６１％,购后使用１次的比例为２１％,使用２到５次的

比例为４３％,使用６次及以上的比例为３６％[４８].

UNEL经 ATO“购买”的电子书购后一年内至少使

用一次,且拥有最多的重复使用率[４９].UML 对

ATO应用后已购电子书总使用率进行对比,发现总

使用率从２０１５年的８２％提升至２０１６年的８７％[５０],
也反映出 ATO 的应用对提升购后重用率起到积极

作用.

４．１．３　增加应用灵活性

ATO应用模式灵活,既可与其他 DDA 模式混

合使用也可以作为单独的 DDA 模式直接应用.从

实践应用来看,各高校图书馆主要采取混合应用模

式,如SUTL[５１]、UML[５２]和 UNEL[５３]采取STL与

ATO结合的DDA模式,CARL[５４]采取PA、STL与

ATO结合的 DDA 模式.混合 DDA 模式可以拓宽

资源获取范围,增加资源获取方式,但需预先设置或

采取馆员介入的方式判定每种 DDA 模式应用的优

先级.

４．１．４　扩大资源获取范围

ATO模式不仅融合了STL模式资源使用灵活

的优势,也弥补了STL模式下资源获取范围受限的

不足.相对STL模式的“只看不买”,ATO模式“既
看又买”使出版商倾向于开放最新电子书资源给读

者使用.对于预算较低的图书馆而言,ATO模式能

够以较少支出为读者提供大量可供免费发现的内

容,满足读者即时需求,并构建真正意义上的馆藏

资源.

４．１．５　提高需求满意度

ATO模式能够以多种形式满足读者多样化的

资源需求.短期借阅形式能够满足读者单次即时获

取资源的需求,累计付费获取所有权形式能够满足

同种电子书多次重复使用的需求.单用户访问、多
用户非线性访问和无限制访问模式可以满足不同人

同时在线使用电子书的需求.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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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６　保证DDA项目可持续性

NISO 认为可持续性是 DDA 项目的第一要

素[５５],可持续性不仅体现在图书馆 DDA 项目的可

持续运行,也体现在DDA项目对出版行业持续运转

的良性支持.ATO 的定价模式既能帮助图书馆避

免因预算超支而造成的DDA项目不可持续的风险,
也能保证出版商的确定性收益,促进出版行业持续

稳定运转,满足各方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从而保障

DDA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４．２　ATO 模式实施的关键要素

４．２．１　依据DDA项目目标,确定 ATO实施模式

ATO模式实施的首要前提是确认 ATO 模式

是否与本馆的 DDA 项目目标相匹配.NISODDA
认为DDA目标、预算和用户现实需求是影响 DDA
模式选择的三大要素[５６],其中 DDA 目标是最主要

的影响因素.各馆的馆藏发展政策和建设目标决定

DDA项目的运作模式.ATO模式适用于期望以较

低预算提供广泛的可供免费发现的丰富内容,基于

用户真实需求构建永久馆藏为DDA目标的图书馆.
图书馆在制定 ATO实施方案时,首先要明确 ATO
模式的运行方式,即直接过渡为单一的 ATO 模式

还是将 ATO 作为原有 DDA 项目的扩展计划.其

次,混合DDA采购模式的构成取决于图书馆 DDA
项目目标,偏重访问的图书馆可与STL模式结合使

用,注重拥有的图书馆可与PA模式结合使用.

４．２．２　制定 ATO 应用技术方案,合理配置 ATO
参数

ATO应用技术方案是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的必

要支持.完整的 ATO 应用技术方案应包括但不限

于:(１)协同供应商,整合用户信息和数字资源;(２)
调试系统接口,保证平台与图书馆服务系统顺利对

接;(３)根据 ATO 运行模式,设置自动购买或馆员

介入的采购方式;(４)及时加载书目记录至 OPAC
和发现工具,实现记录的定期维护和动态更新.同

时,为确保预算按计划执行,图书馆需要合理配置

ATO参数.首先,在经费允许的范围内考虑读者的

现实需求,配置规模适当的备选书目库.其次,备选

书目库的主题范围不仅要涵盖核心课程重点,也应

扩展至边缘学科,为用户提供在现有馆藏发展参数

下难以获得的书目的访问机会.

４．２．３　评估 ATO 模式实施效果,准确统计电子书

使用数据

ATO模式实施效果评估是指导DDA项目调整

和优化的关键.ATO评估计划可按照节省经费、扩
大访问和构建永久馆藏等不同DDA总体目标制定,
从整体效益和预测支出两个方面评估实施效果[５７].
准确的电子书使用数据有利于评估工作的顺利开

展,因此在项目初期就应明确定义所需计量指标并

坚持执行,以确保评估数据的正确收集.评估数据

主要 来 自 于 COUNTER 报 告 和 供 应 商 报 告.

COUNTER报告是依据 COUNTER实施规范提供

的电子资源在线使用情况统计,可以保证所提供使

用数据的一致性、可靠性和可比性,是跨供应商比较

的重要依据.供应商报告是 COUNTER 报告的重

要补充,包含有 COUNTER 报告未涵盖的统计项

目,如电子书独立使用次数、使用时长、浏览页数,以
及下载、打印和复印数量的统计数据.

５　结语

ATO是融合访问与拥有的一种全新 DDA 模

式.该模式既能达到扩展访问的目的,又可以建设

永久性馆藏,不仅有利于图书馆合理分配经费预算,
更好地满足读者需要,又能确保出版商获得收益,促
进学术交流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不过作为一种全

新的采购模式,与其他DDA模式一样,ATO也存在

相应不足,如 ATO 的分次累计付费模式规定新书

需分２次付费,回溯旧书需分３次付费,付费次数是

相对固定的,不够灵活,难以降低使用成本.因此,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结合实践效果评估,及时调整

ATO模式应用设置,即备选书目库的配置.当然,
每种采购模式都有其特点及优势,图书馆可以结合

自身馆情综合运用各种模式,定制个性化的DDA模

式实施方案,以实现电子书资源建设的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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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AStudyontheEＧbookAcquisitionPatternof“AccesstoOwn”

WangQun　WangQiong

Abstract:ATOisanewmodelofdemanddrivenacquisition,whichhastheadvantagesofbalancingthe
accessandacquisitionofeＧbooks,expandingthescopeofeＧbookacquisition,andpromotingthereasonable
allocationofbudgets．ThisarticleintroducestheoperationprocessofATO modeanddistinguishesATO
withotherDDAmodes．BasedontheATOprocurementpracticesofCARL,SUTL,UMLandUNEL,the
articleanalyzesthemotivationofimplementation,mainpointsofapplicationandpracticaladvantagesofthe
ATO model,andsummarizesthekeyelementsofATOimplementation,inordertoprovideareferencefor
domesticlibrariestoadopttheATO modeltodevelopeＧbook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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