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9

年
第6

期

DRAA引进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与利用研究

□徐速　王金玲∗　王静芬

　　摘要　通过对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igitalResourceAcquisitionAllianceofChiＧ
neseAcademicLibraries,DRAA)引进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和永久使用权利的研究,能够反映高

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现状和提供长期“获取”的能力.文章以１３７份 DRAA 集团采购方

案为研究对象,介绍了 DRAA 引进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和永久使用的现状;围绕存档权和永久使

用权,从存档主体存档方式、存档费用、存档数据使用条件和永久使用权情况等方面进行了调研

和分析,指出 DRAA 引进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与利用中存在的六个主要问题,即存档方式、政策表

述、永久使用和元数据等方面;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建议.
关键词　数字资源　长期保存　存档权　永久使用权　采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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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信息资源出版的全面数字化,数字资源成

为教育科研领域的主流资源,越来越受到用户的偏

爱,逐步发展为高校图书馆的馆藏建设主体.高校

图书馆资源发展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调整,由纸本

时代基于“拥有”和馆员为主的馆藏发展政策向数字

时代基于“获取”和用户为主的资源发展政策转变.
如何向用户持续提供数字资源的获取,支持学校“双
一流”建设,成为高校图书馆共同关注的问题.但

是,由于数字资源对技术应用环境的高度依赖性和

许多数字资源的使用权采购机制,其可靠利用容易

受到自然灾害、技术失效、经济条件和法律限制等因

素的影响,使得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和永久使用面

临严峻挑战.为此,许多国家和机构已经积极开始

行动,如正在开展的 LOCKSS项目、Portico项目

等,我国图书馆界也在积极进行数字资源长期保存

的研究与实践.
我国对于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一般性介绍”“管理策略”“技术策略”“国外项目介

绍”及“综合策略”五大方面[１],而对我国引进数字资

源长期保存的研究较少.２００９年,姚晓霞等对中国

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AcademicLibrary&

InformationSystem,CALIS)引进资源和联合建设

资源的保存现状和发展策略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在
当时 CALIS集团采购的数据库中,有５７个数据库

有存档政策,主要是通过本地服务、镜像保存以及光

盘等不同的方式实现数据存档[２];２０１２年,宛玲等

对CALIS和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igital
ResourceAcquisitionAllianceofChineseAcademic
Libraries,DRAA)自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初组织的集团

采购方案进行统计,分析了我国高校数字资源存档

权利现状[３];２０１５年,刘兹恒对３０份DRAA集团采

购方案进行分析,讨论了高校图书馆对数据库资源

长期保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对高校图书馆数据

库资源长期保存提出了相关建议[４].这些研究成果

对高校图书馆开展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实践起到了很

好的指导意义,但也存在距今研究时间久远、缺少永

久使用权利调查以及研究样本量较少等缺陷,因此,
在DRAA引进数字资源数量和类型不断增加的情

况下,有必要对现有引进资源的长期保存和永久使

用权利进行全面调查.
我国高校图书馆对国外数据库的采购,大多是

通过DRAA完成的.通过对 DRAA 引进数字资源

集团方案的研究,能够了解我国高校图书馆在购买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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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时获得的资源长期保存或者永久使用权利及

其实现方式,并反映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长期保存

现状和提供长期“获取”的能力,可为未来数字资源

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２　DRAA引进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与利用现状

２１　DRAA 引进数字资源现状

在DRAA成立之前,CALIS承担着引进资源集

团采购的组织工作.２０１０年,CALIS结束集团采购

任务,由新成立的 DRAA 接续其工作.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由DRAA组织引进的数据库数量分别达到了９６、

１１７、１２６、１２９、１３１、１３６、１４０和１４１个.对于同一份

并同一种类型数据库的各续订采购方案,则视为一

份数据库采购方案;若资源类型不同且采购方案也

不同时,则按不同数据库 采 购 方 案 对 待.例 如,

KARGER医学电子资源集团方案中,期刊和图书采

用不同的采购方案.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在 DRAA
网站上发布的在有效期内的数字资源采购方案共有

１３７份.这１３７份方案分布在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其中,

２０１４年１份、２０１５年６２份、２０１６年９２份、２０１７年１３７
份、２０１８年８３份、２０１９年３３份、２０２０年９份.

２２　DRAA 引进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与利用的形式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是保证数字比特流可长期维

护和其内容可长期获取的必要管理活动[５],其目的

是为了资源的长期、有效利用.数字资源长期保存

权利是指资源保存方对特定数字资源进行收集、保
存、管理,并在一定条件下提供服务的权利,包括存

档权、处理权和服务权[６].相关调查显示,对于已采

购的数字资源,在调查的１７家机构中,所有的机构

都表示超过９０％的内容直接通过访问资源供应商

服务站点获取,只有不足１０％的内容通过建立镜像

提供访问或获取本地数据内容后自建服务系统来提

供[７].由此可见,对图书馆而言,获取永久使用权已

成为实现数字资源长期利用的一种重要形式,即当

许可使用合约终止后,图书馆仍然拥有与合约期限

内相同的数字资源使用权利.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

和永久使用权利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前者强调的是

过程和程序,旨在采用这些过程与程序确保本地保

存的数字资源在未来仍处于可被使用的状态;后者

强调已订购数字资源始终处于可获得状态,无论是

否继续订购,这些资源由数据库商或者数据库商委

托第三方进行保存.尽管如此,二者都是以资源的

长期使用为目的,特别在数据库商不提供长期保存

权利的情况下,永久使用权对于数字资源的长期利

用尤为重要.因此,图书馆与数据库商协商数字资

源长期保存权利时,也将永久使用权力作为争取的

权利之一[８].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CALIS颁布的«CALIS引进资

源工作规范»对引进资源的长期使用和存档问题有

着明确规定:(１)存档与永久使用:一般情况下,所购

买数据库应有存档权,存档可采取CALIS公共存档

或成员馆自行存档的方式;(２)成员馆可以通过以下

两种方式或其中的一种方式永久使用所购数据库:
方式一:访问CALIS公共存档或者成员馆自己存档

的数据;方式二:数据库商提供永久访问的权限;
(３)对于准备采购和续订的资源,建议将“存档与永

久使用”作为一个指标进行评估;(４)数据库商应提

供数据库产品的存档和长期使用的解决方案,在合

同中应对产品的备份存档和长期使用权进行明确说

明[９].DRAA成立后,将“长期保存与永久使用”作
为集团采购的基本原则,在２０１８年新修订的«高校

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工作规范»(简称“«工作规

范»”)中,明确规定“所购买数据库应有长期保存权,
长期保存可采取国家保存、联盟公共保存或成员馆

自行保存的方式.此外,成员馆可以通过以下一种

或两种方式永久使用所购数据库:(１)访问联盟长期

保存或者成员馆自行保存的数据;(２)数据库商提供

永久访问的权限”[１０].因此,文章从长期保存权和

永久使用权两个方面对上述１３７份集团采购方案进

行调查,其中,长期保存权重点考察存档权.

２３　DRAA 引进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与利用现状

在１３７份方案中,提供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或者

永久 使 用 权 的 方 案 数 量 是 ８３ 份,占 总 方 案 的

６０１％;根据订购模式,确定是否有存档权或者永久

使用权的方案数量是４份,占总方案的２９％;明确

不提供存档权和永久使用权的方案数量是３４份,占
总方案的２４８％,未提及存档权和永久使用权的方

案数量是１６份,占总方案的１１７％.在明确提供

权利的８３份方案中,３６份仅提供存档权,２５份仅提

供永久使用权,２２份同时提供存档权和永久使用权

(见表１).

１７

DRAA引进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与利用研究/徐速,王金玲,王静芬

StudyontheLongＧtermPreservationandUsageofDRAAIntroducedDigitalResources/XuSu,WangJinling,WangJing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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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DRAA引进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与永久使用权利分布

类型 数量(份) 占总方案比例

提供存档权或

永久使用权

提供存档权,不提供永久使用权 ３６

提供永久使用权,不提供存档权 ２５

同时提供存档权和永久使用权 ２２

８３

４３４％

３０１％

２６５％

６０１％

根据订购模式,确定是否有存档权或者永久使用权 ４ ２９％

不提供存档权和永久使用权 ３４ ２４８％

未提及存档权和永久使用权 １６ １１７％

在资源类型上,DRAA 从文献揭示层次上将数

字资源划分为电子期刊、电子图书、文摘索引数据

库、全文数据库、事实和数值型数据库、其他(包括学

位论文、书目数据库、软件、多媒体数据库等)等六种

类型.具体考察所统计的１３７份数据库采购方案,
涉及上述类型数字资源的方案分别为４５份、１２份、

２５份、１７份、１９份和１９份,其中包含在８３份提供

长期保存或永久使用权利的方案中有４２份电子期

刊数据库方案、９份电子图书数据库方案、１７份文摘

索引数据库方案、８份全文数据库方案、６份事实和

数值型数据库方案、和５份其他类型方案,即表示图

书馆分别获得了对９３３％的电子期刊、７５％的电子

图书、６８％的文摘索引数据库、４７１％的全文数据

库、３３３％的事实和数值型数据库、２６３％其他类型

数据库的存档权或者永久使用权(见表２).可见,
目前图书馆获取电子期刊和电子图书的长期保存与

永久使用权较好,但获取“事实和数值型数据库”和
“其他类型”数据库的存档权与永久使用权的比例很

低,如图１所示.

表２　各类型数字资源获长期保存与永久使用权利的比例

资源类型
方案数量

(份)

获长期保存或

永久使用的方

案数量(份)

获长期保存或

永久使用的方

案占同资源类

型方案的比例

电子期刊数据库 ４５ ４２ ９３３０％

电子图书数据库 １２ ９ ７５％

文摘索引数据库 ２５ １７ ６８％

全文数据库 １７ ８ ４７１０％

事实和数值型数据库 １９ ６ ３３３０％

其他类型数据库 １９ ５ ２６３０％

图１　图书馆获得各类型数字资源长

期保存与永久使用权利的比例

３　DRAA引进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与永久使用权

利分析

３１　长期保存权利

关于长期保存权利的调研,文章重点考察存档

权,包括存档主体、存档方式、存档费用以及存档数

据使用条件四个方面.

３１１　存档主体

在５８份明确提供存档权的方案中,只有 ACM 数

据库(２０１７年)①和Emerald电子系列丛书(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２份方案以国际第三方的形式提供存档,其中

Emerald电子系列丛书(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还提供成员

馆存档方式,因此,采取集团或者成员馆存档方式仍

然有５７份.在这５７份方案中,集团存档方案２１
份,成员馆存档方案４３份,同时提供集团和成员馆

存档方案７份.由表３可见,成员馆作为保存主体

的方案居多,集团存档次之,较少方案允许集团和成

员馆共同存档.

２７

DRAA引进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与利用研究/徐速,王金玲,王静芬

　　StudyontheLongＧtermPreservationandUsageofDRAAIntroducedDigitalResources/XuSu,WangJinling,WangJingfen

① ACM数据库(２０１７)指 ACM 数据库集团采购方案的起止年份为

２０１７年,下文中“数据库名称(起止年代)”亦是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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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DRAA引进数字资源的存档主体分布

存档主体
数量

(份)

占存档

方案比例

占总

方案比例

提供集团存档,不提供成员馆存档 １４ ２４６％ １０２％

提供成员馆存档,不提供集团存档 ３６ ６３２％ ２６３％

同时提供集团存档和成员馆存档 ７ １２３％ ５１％

提供国际第三方存档 ２ ３７％ １５％

合计 ５８ １００％ ４２３％

在集团存档中,一是由 CALIS管理中心(挂靠

北京大学图书馆)负责存档,主要是建立 CALIS公

共存 档 库,存 档 Frontiers系 列 期 刊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IOP(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RSC(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

Nature(２０１７年)、PQDT全文(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等数

据库数据;二是由组团时的牵头图书馆负责存档,如

SIAM 电子期刊数据库(２０１７年)的存档数据提交给

CALIS工程中心即清华大学图书馆、EBSCO 环境 、
园艺、食品科学等数据库(２０１５９１—２０１８８３１)的
存档数据提交给 CALIS农学中心即中国农业大学

图书馆;三是由集团中心馆和省中心馆负责存档,比
如 EBSCO ASP、BSP、ASC、BSC (２０１５７１—

２０１８６３０)分别向集团中心馆和省中心馆提供数据

存档数据.CALIS 管理中心或者北京大学图书馆

已经建设了公共存档库,并有经费和技术支撑.相

比较而言,牵头图书馆负责保存,在保存系统的建设

与维护的经费、质量和技术等方面都面临复杂的

问题.

３１２　存档方式

在５８份提供存档权的方案中,明确存档方式的

方案有５３种,占存档方案的９１％.在存档数据类

型上,数据库商主要提供以下六种方式:镜像站点、
裸数据存档、裸数据以及检索系统存档、印刷版存

档、自行下载存档、国际第三方存档等(见表４).同

一个数据库可以提供多个存档方式,如PQDT全文

数据库(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的存档方式包括集团镜像

站点和成员馆自行下载PDF两种;Frontiers系列期

刊(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不仅提供 CALIS公共存档权,
也为 DRAA 成员馆免费提供方案有效期内出版的

期刊印刷本一份;Wiley电子期刊(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
在合约期内提供存档数据给 DRAA免费存档,同时

每年会提供给集团一套 DRAA 成员订购的核心期

刊的印刷版作为存档之用;Emerald电子系列丛书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ProjectMUSEEＧjournal数据库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都可通过FTP下载或者提供裸数

据光盘存档,其中 Emerald电子系列丛书(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年)也可以提供国际第三方存档.
通过建立本地镜像站点提供长期存档的方式以

数据库商对CALIS各中心的集团存档方式居多,如

Frontiers系列期刊(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IOP(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RSC(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Nature(２０１７年)都是在

CALIS管理中心建立了镜像站点、PQDT全文数据库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分别在CALIS管理中心、上海交通

大学图书馆以及中信所建立镜像站点、SIAM 电子期

刊库(２０１７年)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镜像站点、MiＧ
cromedex(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在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建

立镜像站点.由图２可见,在各种提供长期存档的方

式中,以提供裸数据最多.但是,同时提供裸数据和

检索系统的存档方式较少,仅有 EBSCOＧASC/BSC/

ASP/BSP(２０１５７１—２０１８６３０)、WebofScienceＧ
AHCI/SCI/SSCI(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BP/BCI(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CSCD(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等数据库,只涉及到

EBSCO和科睿唯安两家数据库商.提供印刷版存档

的数字资源有４家,如 Thieme电子图书(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向成员馆有偿提供全套纸本存档、ScienceOnline
(２０１７年)向集团提供一套印刷版存档、Wiley电子期

刊(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每年会提供给 DRAA 集团一套

DRAA成员订购的核心期刊的印刷版作为存档之

用、Frontiers期刊(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可为成员馆免费

提供方案有效期内出版的期刊印刷本一份.自行下

载也 是 一 种 存 档 方 式,如 WorldeBook Library
(２０１５４１—２０１８３３１)、InCites(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

Springer电子期刊(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PQDT 全文数

据库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Project MUSE EＧjournal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Emerald电子系列丛书(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年)等６个数据库允许成员馆自行下载存档.
在提供存档权的方案中,仍有部分方案在文字表述

上提供存档权,但并未详细说明存档方式,如Inspec
(２０１５４１—２０１８３３１)、BenthamScience(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ISPG(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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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DRAA引进数字资源的存档方式

存档类型 资源名称

镜像站点
Frontiers系列期刊(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IOP电子期刊(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及电子书(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RSC(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

Nature(２０１７年)、PQDT学位论文全文库(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SIAM电子期刊(２０１７年)、Micromedex(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

裸数据

OECD(２０１５１２１—２０１８１１３０)、IMF(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Emerald电子期刊(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电子图书(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WorldBank(２０１５１２１—２０１８１１３０)、IMechE(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SAGE(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ASCE(２０１７年)、

ASME(２０１７年)、ProQuestCSA(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ProQuestA/B学位论文文摘索引库(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EBSCO 环

境/园艺数据库(２０１５９１—２０１８８３１)、EBSCO 食品科学数据库(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OSA(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AGRIS
(２０１５１２１５—２０１８１２１４)、AGRICOLA (２０１５１２１５—２０１８１２１４)、CAB Abstracts database(２０１７６１—

２０２０５３１)、FSTA (２０１６１０１—２０１９９３０)、SPIE(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ChinaINFOBANK(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Project

MUSEEＧjournal(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APS(２０１７年)、PQDT全文数据库(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SIAM 电子期刊(２０１７年)、

Micromedex(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Emerald电子系列丛书(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

裸数据和检索系统
EBSCOASC/BSC/ASP/BSP(２０１５７１—２０１８６３０)、WebofScienceＧAHCI/SCI/SSCI(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BP/BCI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CSCD(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

印刷版
Thieme电子图书(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ScienceOnline(２０１７年)、Wiley电子期刊(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Frontiers系列期刊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

自行下载
WorldeBookLibrary(２０１５４１—２０１８３３１)、InCites(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Springer电子期刊(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PQDT
全文数据库(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ProjectMUSEEＧjournal(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Emerald电子系列丛书(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

国际第三方 ACM(２０１７年)、Emerald电子系列丛书(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

无存档方式说明 Inspec(２０１５４１—２０１８３３１)、BenthamScience(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ISPG(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

图２　DRAA引进数字资源的存档方式

３１３　存档费用

数据库商对 DRAA 的集团存档,都是免费提供

存档数据;对成员馆存档有时需收取一定费用,目前

４３份许可成员馆存档的方案中,有３２份是表示免

费提供存档数据,１份方案根据订购时间决定是否

付费获取存档数据,１０份方案要求成员馆花费一定

的费用,或是存档数据费,如 ASME(２０１７年)、APS
(２０１５５１—２０１８４３０)和 Thieme 电 子 图 书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酶学方法(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或是

制作成本费及运输费,如 SIAM EＧjournals(２０１７
年)、Emerald期刊(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OSA(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年)、IMechEJournals(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SAGE
期刊(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存档数据的费用不等,最低

５０美元,最高达到６０００美元,也有部分方案没有说

明具体的费用.

３１４　存档数据使用条件

在５８份提供存档权的方案中,仅有４份方案对

存档数据的使用条件提出要求,分别是 Wiley电子

期刊(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RSC(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APS
(２０１７年)及 SPIE(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其中,Wiley
电子期刊明确其公共存档权仅为提供给 DRAA 存

档之用,不可以随意下载即分发给任何一个成员,在
提供此电子文档之前,WILEY 与 DRAA 需要另行

签署公共存存档使用条款,用于监管此电子文档;

RSC在北京大学本地服务器的存档文件仅限与

RSC签署有效协议的成员使用;APS和SPIE要求

用户对存档数据的适用也须遵守集团订购协议上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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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电子资源的使用规范.

３２　永久使用权利

在１３７份方案中,有４７份方案提供永久使用

权,占总方案的３４３％.数据库商提供的永久使用

权分为五种类型:一是免费提供成员馆永久使用,这
是永久使用方案的主要类型,占永久使用方案的

６３％;二是免费提供 CALIS管理中心永久使用,仅
有 ProQuestA/B 博 硕 士 论 文 文 摘 索 引 数 据 库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的备份光盘仅提供给 CALIS管理

中心永久使用;三是有偿提供成员馆永久使用,如

SD(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AIP(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等要求支

付平台费来永久使用订购资源,IEL(２０１６１１３０—

２０１９１１２９)要求支付退订前一年费用的５％来永

久使用订购资源,根据退订年限的增加,永久使用的

费用也有一定的涨幅;四是根据订购情况决定是否

免费永久使用,即如果继续订购该数据库商的其他

类型资源,将可以免费永久使用退订资源,否则需要

交纳平台维护费用,比如 SLCC(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

T&F(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Emerald电子期刊(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年)等都属于此种类型;五是以开放获取的方

式提供已订购资源的使用,如 Cell数据库(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年).
表５　DRAA引进数字资源的永久使用类型

永久使用类型
数量

(份)

占永久使用

权方案比例

占总方

案比例

免费提供成员馆永久使用 ２９ ６１７％ ２１２％

免费提供CALIS管理中心永久使用 ２ ４３％ １５％

有偿提供成员馆永久使用 ８ １７％ ５８％

根据订购情况决定 ７ １４９％ ５１％

以 OA的形式提供永久使用 １ ２１％ ０７％

４　DRAA引进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与利用存在的问题

４１　部分方案没有提及长期保存或永久使用权利

在本次调研中,仍有１６份方案及其评估报告中

没有提及存档或者永久使用政策,这些都不利于集

团方案的完整和规范,有悖于«工作规范»中 “合同

(含采购方案)中应对产品的长期保存和永久使用权

进行明确说明”条款[１１].因此,对于该部分方案,建
议在续订时,无论能否提供长期保存或者永久使用

权利,都应增加相应的条款进行说明.

４２　部分方案出现“开倒车”现象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笔者对当年正在组团的１３７份

数字资源采购方案的长期保存和永久使用政策进行

了梳理,其 中,６５ 份 方 案 提 供 存 档 权,占 总 方 案

４４５％;５２份方案提供永久使用权,占总方案３８％.
两次调查结果显示,DRAA 引进数字资源的存档权

和永久使用权上都有所下降.在２０１７年新的集团

方案中,大英百科全书数据库、ProQuestHealth &
MedicalComplete(２０１７１０１—２０２０９３０)、ProＧ
QuestResearchLibrary (２０１７４１—２０１９３３１)、

ProQuest ABI/INFORM Complete(２０１７４１—

２０１９３３１ ) 和 Oxford Journals Collection
(２０１７１１—２０１７１２３１)都由上一期方案的“提供

存档数据”更改为“不再提供存档数据”.

４３　存档方式需要改进

存档方式包含两方面问题,一是存档数据介质

问题,二是存档数据获取费用问题.目前,绝大多数

数据库都只能提供裸数据存档,如果数据库商不提

供检索/访问平台,那么裸数据的存档意义并不大.
对于同时提供裸数据和检索系统的存档方式,节省

了图书馆研发检索系统的成本,但如果不能同时给

图书馆提供通用格式的裸数据,也不便于图书馆对

不同数据库的存档数据进行整合.«工作规范»规定

“数据库商按照负责长期保存的机构要求,提供标准

格式的全文、图像、元数据等裸数据,确保数据的长

期可用性、真实性、完整性、可辨识性、持久生存、可
呈现和可理解性”[１２].在存档数据获取费用方面,
本次调查中仍有１０份方案要求图书馆购买存档数

据或支付制作费用或运费,有的费用相当高.

４４　政策表述尚未规范和清晰

数据库商在描述长期保存的政策方面,虽然大

部分具有共识的部分能够表述一致,比如“提供永久

使用权”.但是,仍有方案在长期保存权利上指出提

供存档权,而未明确提供长期存档的具体方式;或者

有的数据库商虽然提出了存档权的形式,但在实际

采购过程中未曾履行承诺.例如有的数据库商在方

案中提出可以为成员馆提供一套打印备份,有的承

诺为地区集团提供一套光盘备份,但并没有明确提

供的具体时间和具体内容,是在合同期结束后,还是

在集团解散后并未明确.在存档数据的使用方面,
也比较模糊.多数方案仅写着允许集团或者成员馆

存档,但对什么情况下图书馆可以向用户开放存档

数据,面向哪些用户开放数据以及如何服务用户并

没有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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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永久使用权”存在风险

目前集团方案中对“永久使用权”都做出了规

定,图书馆有权在与数据库商合同终止后对已购买

数据库资源继续进行访问和使用.但是“永久使用

权”不能替代“永久保存权”,当协议终止,且数据库

商遭遇经营不善等特殊情况,没有能力继续提供服

务时,图书馆继续访问已购数据库资源并没有切实

的保障.所以“永久使用权”实际上只是指在某一特

定时间范围内的使用权限,能否做到“永久”使用仍

存在一定的风险.

４６　明确提供元数据的方案数量少

元数据作为数据库产品的目录,是图书馆进行

资产管理的基础.在本次调查中,只有个别方案中

将提供元数据的条款包括在内.文章通过 DRAA
网站中资源百科信息查询,这１３７份方案对应的数

据库产品,仅有４２个产品明确提供元数据,占总方

案数量的３１％,数据格式以 MARC、XML、EXCEL、

PDF等为主.其中,在５４份不提供长期保存权利的

方案中,仅有１１份方案能够提供元数据,剩余４３份

方案既不提供长期保存权利,也不提供元数据,占到

总方案的３１４％,这部分资源对于图书馆的数字资

产管理带来了挑战.

５　对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建议

５１　DRAA 对引进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进 行 统

一、长远规划

DRAA作为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需
要发挥自身的优势,建立完善的集团保存机制,明确

保存权利、保存格式、存档数据使用条件等,并以统

一的规则代表各个成员馆与数据库商进行协商谈

判,为图书馆争取最大的利益.“长期保存”不仅仅

涉及存档权的许可问题,还包括存档数据的处理权、
服务权和合作保存权等许可问题,以及长期保存具

体实施过程中的流程管理等.因此,DRAA 还应对

引进资源长期保存进行长远规划.在新修订的«工
作规范»中,DRAA已经对集团存档的数据格式、成
员馆存档过程中数据库商和成员馆的权责都提出要

求.由此可见,DRAA 在为成员馆引进数字学术资

源、谋求最优价格和最佳服务的同时,也一直在为成

员馆争取更多的长期保存权利.

５２　高校图书馆积极表达长期保存权利的诉求

高校图书馆应当积极构建和完善自己的数字资

源许可政策,向数据库商提出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权

利的诉求.例如,２００９ 年９月,中国科学院与斯普

林格科学与商业媒体集团签订了“数字资源长期保

存协议”.协议中规定:斯普林格公司需按照约定方

式定期向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提供Springer
现刊数据库的长期保存数据,并将其转载到国家科

学图书馆的长期保存系统之中;国家科学图书馆有

责任采取必要措施对数据进行管理,避免数据被滥

用;当斯普林格公司不能延续服务时,国家科学图书

馆可以在保持数据的完整性且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前

提下向原图书馆用户提供数据服务[１３].因此,高校

图书馆在向数据库商争取长期保存权利的同时,也
应构建完善的资源许可政策,承担存档数据管理的

责任,规避数据滥用风险.

５３　积极推动数字资源的本土长期保存

２０１５年９月,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ational
ScienceandTechnologyLibrary,NSTL)联合国内

数百家图书馆签署的«数字文献资源长期保存共同

声明»指出,图书馆对所采购数字资源拥有长期保存

的权利.图书馆采购数字资源实质上是采购知识内

容为用户提供当前和未来服务,没有可靠的本土长

期保存,图书馆对所采购知识内容的利用权就是不

完整和不可靠的[１４].采购数字资源的图书馆,都有

义务推动所采购资源在中国本土实现长期保存,并
将所采购资源在中国本土获得长期保存作为采购的

重要条件,应该在资源采购谈判中主动主张和维护

所采购资源在中国本土长期保存的权利,要求资源

提供者在采购合同中明确承认采购方对所采购资源

的长期保存权利并明确说明资源提供者支持采购方

对所采购资源进行长期保存的义务[１５].２０１７年,

DRAA引进１３４个数据库,参团成员馆８７５４馆次.
高校图书馆作为数字资源的主要采购者,应将推动

数字资源的本土长期保存作为责任和义务.

５４　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国家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体

系的构建

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超越了任何一个单独机构

能够承担的能力,任何一个部门都不可能独立地解

决数字信息保存的问题,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２０１３年,科技部正式同意由 NSTL牵头组织国家科

技数字文献资源长期保存体系 (NationalDigital
PreservationProgram,NDPP).NDPP采用联合参

与的保存方式,其首要保存目标范围是自然科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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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技术领域、交叉领域的数字资源以及其他目标范

围,即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密切相关的管理、经济、
行业、市 场、金 融 等 领 域,现 已 完 成 IOP、RSC、

PNAS、OUP、Springer、IOP 等众多资源的长期保

存.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为第一批试点机构已经加入

NDPP,参加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活动,未来还会有更

多的机构加入.DRAA 应鼓励成员馆积极参与长

期保存活动,协调成员馆之间的合作、联合其他数字

资源长期保存机构,共同推动国家数字资源长期保

存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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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LongＧtermPreservationandUsageof
DRAAIntroducedDigitalResources

XuSu　WangJinling　WangJingfen

Abstract:ThroughthestudyonthelongＧtermpreservationandperpetualaccessrightofdigitalreＧ
sourcesintroducedbyDRAA,thepaperdiscussesthestatusquooflongＧtermpreservationorperpetualacＧ
cessofdigitalresourcesandtheabilitytoprovidelongＧterm “access”inacademiclibraries,bytaking１３７
DRAAalliancepurchasingplansastheresearchobject．Firstly,thepaperintroducesthecurrentsituation
ofthelongＧtermpreservationandperpetualaccessrights．Secondly,itanalyzesthearchivingsubject,arＧ
chivingmethod,archivingcost,archivingdatausageconditionandperpetualaccessright．Then,itpoints
outsomeproblems,includingarchivingmethod,policystatement,perpetualaccess,metadataandsoon．
Lastly,thepaperputsforwardsomesuggestionsonthelongＧtermpreservationofdigitalresourcesinacaＧ
demiclibraries．

Keywords:DigitalResources;LongＧtermPreservation;ArchivingRight;PerpetualAccessRight;AlＧ
liancePurchasing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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