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2
0

年
第6

期

利用开源平台ArchivesSpace进行

大型特藏深度揭示与服务研究

□李彦霖　王乐∗

　　摘要　大型文献规模大、金额高,但因与其他书刊采用同一标引系统,难于深度揭示其内容,
从而影响了文献的利用,这是目前图书馆普遍面临的问题.而 CASHL大型特藏作为大型文献

的一种独特类型,因各馆联合建设,面临的深度揭示困难更为棘手.文章以图书馆大型文献的深

度揭示与服务为目标,以CASHL大型特藏为例,阐述了实现深度、系统标引,丰富检索信息、建

立交叉索引,整合分散资源、提高工作效率的需求.随后,引入国外特藏常用的开源平台 ArＧ
chivesSpace(简称 AS),并针对大型特藏的需求,对 AS系统内核及特征进行分析.最后,为验证

AS的适用性,文章以CASHL大型特藏之一的«希腊铭文集成»为例,进行实际应用后得出结论:
应用 AS系统可以有效拓展各馆对大型特藏 MARC描述的细节和深度,树型结构更切合大型特

藏的结构需求,输出的通用格式EAD更方便进行数据交流,其开源属性更方便部署和协作使用.
文章进一步指出,AS系统还可以普遍应用到一般类别大型文献的深度揭示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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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业界对大型文献尚无通用定义.一般来

说,大型文献是指聚焦某一专题、出版规模大、码洋

高的系列图书/资料,也被称作大型丛书、大型图书.
近年来,大型文献始终保持较高的出版量.由于大

型文献多为学术研究型或参考资料性出版物,各图

书馆特别是学术性图书馆均会购置一定类别、数量

的大型文献.但由于体系庞大,大型文献在入藏编

目时通常以卷、册为单位,对诸多细节信息无法深入

揭示,从而影响了大型文献的应用.
“大型特藏”与上述普遍意义上的“大型文献”类

似,是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hinaAcaＧ
demic SocialSciencesand Humanities Library,

CASHL)提出的概念,除了具有规模大、价格高的特

点之外,根据 CASHL对大型特藏的定义:“大型特

藏,是文专图书的标志性收藏,具有①学科集中,有
相对完整的专题;在国内(至少是高校范围内)具备

相对唯一性;②系统性和完整性,需要在一个地方收

藏,无法拆分;③平时经费很难采购;④能够成为文

专图书建设的标志性收藏;⑤能够揭示、报道并为全

国服务;⑥由学者实名荐购的特点”[１].大型特藏的

载体类型有大型图书、期刊合订本、缩微资料、图片

资料等[２].由此可见,大型特藏具有载体形式丰富,
不限于书本甚至出版物的特点;每个专题拥有数量

可观的卷册数且需要集中收藏和揭示才能充分体现

其研究价值;大型特藏的组织常常是跨丛编的,是对

文献资源的一次有机重组,需要树形的揭示体系才

能有效体现这种重组的意义.
本文将聚焦 CASHL大型特藏,从大型特藏所

面临 的 困 境 出 发,厘 清 需 求,以 开 源 平 台 ArＧ
chivesSpace深度标引«希腊铭文集成»为例,寻求解

决方案.这一方案不仅适用于 CASHL大型特藏,
对于图书馆采购的具有共同需求的大型文献也具有

普遍适用性.

１　大型特藏的建设现状与服务困境

自２００８年以来,CASHL经费共支持１０余家大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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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图书馆引进了２３６套大型特藏,涉及历史考古、哲
学马列、文学艺术、政治军事、社会学、法学、教育学

等诸多领域.仅最近３年就购入４９种,含图书８５６
卷/册、缩微胶卷３１８６卷、缩微胶片３５３８片,合计金

额约６００万元人民币.这些大型特藏除了在收藏馆

分散著录外,还在开世览文网站的大型特藏栏目予

以揭示[３].由于大型特藏类文献体量巨大(如复旦

大学图书馆所采购的１９个大型特藏专题中,最小的

一个专题也拥有１０卷册,最多的拥有２７１卷),用户

很难知晓其内容.为对这类文献进行深度揭示,

CASHL从２０１５年起启动“特藏＋＋”深度服务,不
仅将文献揭示到章节层次,而且提供部分章节的内

容服务.截止到目前,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１５家

图书馆已完成大型特藏深度服务项目１３个,在建项

目６个[４].但从当前“特藏＋＋”大型特藏深度服务

项目来看,还存在以下问题:(１)各成员馆的项目仍

处于各自探索阶段,没有统一的平台;(２)大部分项

目成果仅供校内访问,无法满足 CASHL服务全国

的需求;(３)平台基本为各自开发,难以推广,并欠缺

可持续性.上述问题导致了各馆的探索难以大范围

推广和普及.
考虑到大型特藏的分散状况,２０１６年 CASHL

设立项目,针对统一的“特藏＋＋平台调研与框架设

计”进行研究,希望将特藏资源重新整合,进行有序、
统一揭示,以利于读者检索使用,服务馆也可直接利

用此平台进行统一化、标准化的大型特藏文献的深

度揭示,免去各自选取元数据标准、设计平台等工

作,避免重复建设[５].项目提出了统一平台的构想,
并进行了功能和框架设计,但目前仅从研究角度进

行探讨,还未付诸实践.

２　大型特藏深入揭示的需求分析

CASHL大型特藏采购和入藏后,通常采用分

散和集中揭示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由各馆分别在

各自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中进行编目,另一方面在开

世览文网站上集中予以揭示,力图提升大型特藏的

可发现度,方便读者利用.但 CASHL平台上对大

型特藏与其他普通书目的标引信息类似,其有别于

普通图书的特性和信息难以得到揭示,如要更好地

发挥大型特藏的作用,需要对其特征和需求进行深

入分析和讨论.

２．１　深度标引和系统标引的需求

在图书馆常规流程中,外文大型特藏一旦采购

成功,通常都会使用 MARC２１对大型特藏在图书馆

自动化系统中进行编目.但 MARC２１无法对特藏

进行有深度、有层次的描述[６],元数据无法深入到册

以下的层次,即使对于著录了完整目录的书目信息,
也无法提供章节甚至小节层面的检索点.

同时 MARC著录缺乏层级继承.受限于该标

准的局限性,使用 MARC著录特藏往往存在过于关

注单个馆藏的情况,而无法达到在特藏档案著录中

形成由馆藏组合成系列,由系列组合成专题,以凸显

其系统性和完整性的结构.读者通常很难在 OPAC
中获得整个专题的所有卷册目录,即使有图书馆员

的辅助,但结果是否令人满意也取决于编目时是否

对该专题的所有卷册著录了统一的标识.
因此,亟需一套能够满足层级(套—单册—目

次)著录需求,且无需定制开发即能方便应用的大型

特藏内容标引、管理和服务系统,以便让大型特藏最

大限度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２．２　丰富检索信息,建立交叉索引的需求

由于 MARC著录数据无法突出特藏的层级结

构,因而直接导致书目开放获取的便捷性受损,同时

也很难揭示多个专题的大型特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及

共同内涵.如复旦大学图书馆所采购的１９个专题

中,有８个是东方学方向,４个是古典学方向,目前

这些特藏的共通性无法通过 MARC记录得到揭示.
另外,大型特藏在提交CASHL采购前,需要做

大量调研工作,如国内收藏的重复性、专家学者的建

议等,其中,学者的荐购意见是非常重要的附加信

息.而 MARC记录中无法将荐购学者作为交叉索

引的检索点,自然也不能将学者的荐购意见作为专

题的介绍展示给潜在读者.例如,由某位学者荐购

的多部大型特藏,虽然在研究方向上并不完全一致,
但又因学者的研究范围具有共通性,也可以和荐购

人本身的著作建立交叉索引,这种揭示方式能大大

提高读者面较小的专题文献的利用率.

２．３　整合分散资源,提高工作效率的需求

就目前而言,为深入揭示资源信息,试点大型特

藏平台的诸多高校图书馆均根据自身情况为每一套

大型特藏定制了专用平台.但必须看到的是:(１)定
制平台无论在对于大型特藏的描述性上还是实用性

上都存在不足.数据条目的缺乏降低了特藏的开放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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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使用率;(２)定制平台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除制

作数据的工时以外,定制平台通常需要一定的平台

搭建时间,如果没有开发后台管理系统,那么所有数

据需要公司协助灌注,后期修改也需要公司配合,是
否可持续的不确定性就会明显增加;(３)单独开发平

台还会造成数据和其他资源无法互通.因此定制平

台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时间上效率都比较低.而大

型特藏既然是CASHL引进的重要保障性文献,需要

整合揭示的需求也难以通过各自开发平台得以满足.

３　ArchivesSpace平台与大型特藏

“档案空间”(ArchivesSpace,以下简称 AS)是
“档案馆员工具包”(Archivists’Toolkit,以下简称

AT)和“执政官”(Archon)两种用于制作机读馆藏

指南的工具所整合的开源档案管理平台.AT 和

“执政官”原本只应用于开发机构内部自用,后随着

时间推移,被越来越多的机构所使用,其功能不足也

逐渐显现,技术也明显落后.于是,２００９年提出将

两个工具加以整合,设计成一个稳定、可拓展的“次
世代”Archive① 管理系统,即 AS[７].与普通的开源

软 件 不 同,AS 项 目 与 专 业 IT 公 司 “抒 情 ”
(LYRASIS)合作开发[８].目前AS的持续更新维护

主要依靠社区成员馆的年费.由于 AS是开源软

件,即便不加入社区成为正式成员,也可以自由下载

部署和进行二次开发.
根据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９日AS官方网站显示,当前

加入 AS社区的成员机构共有４２７家,其中包括:研
究型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特藏部和隶属于高校的专

题图书馆共２７４家;公共图书馆及公共图书馆特藏

部２４家;档案馆和各学科学会、研究所和基金会、专
题图书馆、宗教组织和企业共９５家;博物馆、画廊、
剧院等艺术类机构共３７家;非成员用户机构无法统

计[９].从大部分成员机构多少带有特藏的性质可以

看出,AS平台非常适合用于特藏的揭示和管理.
经过１０余年的完善和优化,AS平台已经成为

一套比较成熟的资源管理系统,功能相对于其他同

类平台更加完善.对标 CASHL大型特藏的需求,

AS具有较好的吻合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１０]:
(１)AS中资源的组织为树形多层级结构的馆藏指南

形式,适用于大型特藏的需求;(２)AS提供表单式填

写界面,操作更便捷,解决了在国内推广 EAD时遇

到的技术门栏问题;(３)平台本身提供读者界面,有

简易的请求功能、自动生成引用功能等常规功能,也
提供EAD文件导出功能(数据丰富性有所牺牲)可
用于在其他自有网站发布,提供导出 RDA 标准的

MARCXML和大量接口供导入本地图书馆自有系

统或跨图书馆发现平台(如CASHL);(４)为满足美

国以外国家用户以及前 EAD时代的纸本馆藏指南

数据化需求,以及数字人文数据加工需求,对字段和

属性有很多扩展,允许用户自定义大多数属性表;
(５)支持跨机构、多用户使用,具有细致的权限管理

机制,可灵活设定不同用户权限;(６)AS是在海外得

到广泛应用的开源软件,虽然是开源软件但实际有

稳定的技术团队不定期更新升级,可持续性有保障.

３．１　更立体的揭示体系———“馆藏指南”(FindingAid)
常规 出 版 物 所 具 有 的 元 数 据 (MARC２１ 和

DublinCore)往往是非常格式化的,２００２年特南特

(TennantR)就认为 MARC的著录形式已经跟不上

读者日益增长的资源发现需求,并发起“MARC必

须消亡(MARC MustDie)”的倡议[１１],虽然最终因

全世界已存在的 MARC记录和其他相关的辅助设

施数量极为庞大而没能真正做到取缔 MARC,但他

的观点在当时就得到了图书情报界的广泛认同[１２].
在档案馆、特藏馆及博物馆中藏品往往具备专题

(Collection)比单件(Item)价值高数倍的情况,馆藏

指南这种最早为揭示档案类资料中 MARC２１无法

描述的多件馆藏之间的历史关联、层级关系的文件

形式逐渐被档案以外的领域所利用.在美国大学图

书馆中,档案和特藏常常属于同一个部门,这些部门

中又以档案为主导的占大多数,很自然的,馆藏指南

的形式也就经常被应用在了美国图书馆的珍本特藏

揭示中(多见于成规模的档案资料中含有少量书籍

或其他本册如日记的情况)[１３].
通过多年的使用和改善,馆藏指南作为国外档

案和特藏收藏机构常用的揭示体系,其成熟以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亨森(HensenSL)的著作«档案,个人文

件和手稿»(Archives,PersonalPapers,andManuＧ
scripts)的出版为标志.目前海外诸多名校均已采

用该体系作为 MARC数据的补充[１４].馆藏指南不

单单描述馆藏题名、作者、日期、位置等常规编目数

据,还描述馆藏档案的品相、流传历史和大型馆藏之

间的层级关系等信息来帮助潜在用户了解和分析特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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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 Archive并不对应中文“档案”一词,泛指馆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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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档案的内容,可以有效解决缺乏层级的著录导致

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１５].

AS记录主要呈现为数据化的馆藏指南形式.
其最重要的部分是对一组档案的树形结构的描述,
从图１、图２可以看出,大型特藏所需的组织结构与

其基本一致.

图１　馆藏指南揭示结构示例

图２　大型特藏揭示结构示例

３．２　更灵活的标引框架———EAD
根据«国际档案———档案著录规则»(ISAD(G))

制定的用于数据化馆藏指南的 XMLschema:EAD
(EncodedArchivalDescription)格式推出后,美国

馆藏 指 南 的 制 作 一 般 根 据 美 国 档 案 馆 员 协 会

(SocietyofAmericanArchivists,SAA)出版的DeＧ
scribing Archives:A Content Standard,简 称

DACS[１６].根据 DACS中的著录建议编写的 EAD
文件又极易与 RDA(ResourceDescriptionandAcＧ
cess)相互映射[１７].

XML作为EAD使用的语言基础,非常便于在

网络不同平台或应用间的结构化数据的描述和交

换.同时,XML也赋予EAD一定的灵活性,不同国

家不同机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加著录标签,以最

大化馆藏被发现的可能性.这也正是该标准目前不

但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葡萄牙、荷兰等国

家能够推行的基础,也是EAD能够在中国顺利进行

本土化的保证[１８].
同时,相较于传统针对内容和形式进行著录的标

准,EAD在保持对于内容关注的同时,添加了藏品背景

信息标签的著录.多级著录是 EAD的另一个特点.

EAD著录是自上而下的,通过母层标签向子、孙层继

承,避免重复著录,增加检索点,提高了检索效率[１９].
目前,虽然EAD在我国档案学界已有不少的研

究,普遍认为 EAD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但应用较

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内研究者认为EAD
的应用要求很高的技术[２０].AS的出现为 EAD 在

国内的推广清除了障碍,同时也启发了国内机构

EAD不仅仅适用于档案,更适合研究型图书馆.事

实上,在２０１２年的一项调研中,被调查的全世界９０
个使 用 EAD 的 机 构 中,大 学 占 ６１ 家,比 例 为

６７７８％,可以认为是EAD的核心使用群体[２１].
通过使用AS可以在大型特藏的揭示中以EAD

文件为媒介用于数据的交流和重组,可以部分解决

数据无法服务全国用户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图书馆

自行开发的平台缺乏可持续性的痛点问题.

４　利用ArchivesSpace进行大型特藏深度标引———
以«希腊铭文集成»为例

«希腊铭文集成»是复旦大学图书馆在 CASHL
经费支持下购入的大型特藏.«希腊铭文集成»收罗

了几乎所有的古希腊铭文,是研究古希腊的重要参

考文献.该套特藏共３１卷,规模较大;码洋２万美

元,金额较高;编排上具有分册多层次的特征,具有

大型特藏的典型特征.为进一步验证应用 AS进行

大型特藏深度标引和服务的路径和可行性,本研究

以«希腊铭文集成»为例进行了尝试.

４．１　工作和使用流程

秉承“MPLP”(MoreProduct,LessProcess)理念

设计,即“尽可能简化发布前的工作流程,从而最大化

可供读者使用的资源总量”的工作流程规划理念[２２]:
在基本章节元数据制作完毕后就可以发布上线服务,
最小化从采购到数据上线和实体上架的时间;其后的

数字化和数据深化(内容标引、小节目录等)则可以此

后逐步进行,在更多考虑性价比或人手不足等情况

下,也可以视每个部分被读者需求的程度进行优先加

工.当然,同时需要考虑知识产权许可.图书馆员工

作流程和读者使用流程如图３、图４所示.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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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图书馆员处理大型特藏的工作流程

图４　读者使用大型特藏的流程

４．２　大型特藏目次数据深度标引

(１)建立特藏专题,并加以描述.包括«希腊铭

文集成»(InscriptionesGraeccae)专题(Collection)
所有卷册的出版时间总结出的时间段、总卷册数、整
个专题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所属类目,另外备注

学者荐购报告中的推荐语于“范围和内容”(Scope
andContents)字段,备注荐购人于“代表—来源”
(AgentＧSource)字段,为读者提供整个专题的总览.

(２)手动导出、导入数据,形成树形结构.手动导

出用于实验的«希腊铭文集成»相关书目 MarcXML文

件,通过后台导入功能或插件导入AS,并根据书籍的

丛编构成初步整理出层级,初步形成树形结构:每个

单册视为一个单件(Item),每个丛编视为一个系列

(Series),有更细化的丛编结构的也可以利用次系列

(SubＧSeries)等层级来体现,而一个大型特藏专题视

为一个专题(Collection).在单册层面及以上大部

分编目规则都可以直接套用自 DACS,以揭示档案

的思维和工作方式为大型特藏书目编录丰富而有深

度的元数据.AS中字段 EAD及 MARC２１中常用

字段的映射如表１所示.
表１　EAD与 MARC２１常用字段映射

MARC２１ 子字段/指示符号 AS字段 EAD

０２０国际标准书号 ＄aISBN/＄c定价 N/A N/A

１００人名

１１０机构名

１１１会议名

Agent
(Role:Creator)

＜origination＞＜persname＞
＜origination＞＜famname＞
＜origination＞＜corpname＞

２４５题名 ＄a正题名/＄c责任者说明 Title ＜unittitle＞

２６０出版发行项
＄b出版发行者名称/＄c出版、
发行日期

Dates
(Label:Publication) ＜unitdate＞

３００载体形态
＄a内容/
＄c尺寸

Extents
(PhysicalDetails/Dimensions)

＜physdesc＞
＜dimensions＞

８５２馆藏位置
＄a收藏机构或个人/＄h分类号
/＄i书次号

Instances
(TopContainer)

＜repository＞
＜physloc＞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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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选择可扩展的描述字段,实现深度标引.AS
系统中,专题以下层级均提供相同字段,用户可以相

对自由地根据需要进行深度标引,而得益于树形的结

构,所有条目也都会继承上级条目的描述从而减小深

度标引的工作量.AS中,每个层级都提供丰富且不限

数量、不限控制词表来源的检索点字段和不限数量、属
性丰富的支持使用标记语言(MarkdownLanguage)的
备注字段,从而实现深层次的描述,包括责任/作为主

题的人物或团体(AgentLinks)、主题(Subjects)、备注

(Notes)、外部文件如电子版链接/译文链接等(External
Documents)、版权等权利声明(RightsStatements),可以

更好地满足不同大型特藏的个性化揭示需要.
总体而言,检索点衍生到章节后可以实现跨系

列的章节层面的检索/对比等高效查询和利用;系统

内置并强制用户使用的控制档 (通用格式 EACＧ
CPF)[２３],可以加大跨专题的交叉检索的便利性;另
外,可以使用类别(Classification)字段建立用户本

地定义的分类树来加强多个大型特藏或其他自有资

源专题之间的关联性.其他功能还包括:(１)备注、
外部文件和版权等权利声明字段都可以单独选择是

否发布;(２)提供丰富属性供选择使用或自定义;(３)
数据化时字段内部支持使用标记语言标签排版,且
提供更多用于系统内部关联的标签;虽然无法直接

输出为 TEI文件,但可以达到近似效果,用户可以

根据需求应用于各种描述、备注场景.这一特性尤

其适用于出于版权原因只能提供全文检索,但不便

提供全文查看的大型特藏,而且可以进一步为文本

分析服务(如词频分析、情感分析等)提供素材.除

后端标引功能外,AS还自带前端展示界面,提供基

本的用户查询、浏览功能,元数据展示界面如图５
所示.

图５　复旦大学图书馆 AS自带前端中的元数据展示界面

５　结语

本研究致力于为大型特藏的揭示提供一个快

速、经济又优于仅使用 MARC 揭示的方案.所研

究、实践和推介的 AS平台只需下载部署后立刻可

用,用于对分散收藏在各成员图书馆中的 CASHL
大型特藏的集中揭示,可以大大节约时间和节省经

费,避免各馆开发平台和后续维护的不可控;同时,
其树型结构更能满足大型特藏深层次揭示的需求;
根据需求和知识产权情况,将标引和数字化等深度

揭示工作拆解,按需求情况调整优先级等,大大缓解

了图书馆人手不足和加工工期长等问题,缩短了资

源上线服务的时滞;此外,因采用通用的数据著录规

则,也更有利于与外部资源的交流和共享.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使用了 AS系统,MARC依

然是资源描述的基本形式,也并不能真正将特藏当

作档案来编目.AS系统或是 EAD 仅作为补充说

明,与 MARC同时使用,也不会造成数据冗余.从

这一点来看,AS系统或 EAD文件用于大型特藏的

揭示报道,可以实现对 MARC记录的有效补充,同
时可提供更科学的深度揭示,实现章节甚至更深层

次的元数据标引、展示和检索,更好地对大型特藏进

行系统和完整的展示.
从跨机构应用的可行性来看,由于 AS的开源

属性,无论是CASHL统一部署,还是各成员图书馆

分别部署,理论上完全可以实现实时数据互通,从而

对CASHL大型特藏的所有馆藏进行统一揭示.充

分利用 AS揭示的书目数据,完全可以满足数字人

文对数据深度、有序、相互连接的要求,并通过挖掘、
重组形成一个高质量的数字人文数据库,如法国高

校和研究型图书馆和机构联合档案著录平台“芦苇

笔”(CALAMES)①.
同时,我们也认为,AS因其著录信息的丰富性

和灵活性,也广泛适用于其他专题类特藏的揭示和

服务,特别是与 CASHL大型特藏具有共性的各类

大型文献,可以借助 AS进行深度标引,从而提高大

额经费购置的这类资源的可发现性,从而进一步提

高利用率.目前,AS作为复旦大学图书馆选定的非

书特藏资料、大型文献的专门揭示和服务平台,已经

开始探索本地化的相关工作,并已完成了多个专题

资料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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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uctingInＧdepthCatalogingandServicesonGrandSpecial
CollectionsUsingOpenSourcePlatformArchivesSpace

LiYanlin　WangLe

Abstract:Grandliteratureislargeinscaleandhighinvalue．Asitisusuallycatalogedasregularbooks
andperiodicals,itisdifficulttorevealitscontentinＧdepth．Thisisacommonproblemfacedbylibraries．As
auniquetypeofgrandliterature,theGrandSpecialCollectionsofCASHLismoredifficulttorevealdueto
thenatureofjointconstructionbymemberlibraries．ThisarticleexpoundstheneedofcataloginginＧdepth
andsystematically;enrichinginformationretrievingaswellasestablishingcrossＧreferences;integrating
distributedresources whileimproving work efficiency．Subsequently,theresearcherintroduced ArＧ
chivesSpace(AS),awidelyusedplatformincatalogingofspecialcollectionsgloballyafteranalyzingthe
coreandcharacteristicsofAS．ThearticlealsotookGreekInscriptionIntegratio,oneoftheGrandSpecial
CollectionsofCASHL,asanexampletoverifytheapplicabilityofAS．Theresearchercameupwiththe
followingconclusions:firstly,theapplicationoftheASwouldeffectivelyexpandthedetailsanddepthof
theMARCdescriptionsofGrandSpecialCollectionsbyeachlibrary．Secondly,thetreestructureprovided
byASismoresuitableforthestructuralneedsofGrandSpecialCollections．Moreover,thecommonformat
ofEADismoreconvenientfordataexchange．Finally,theopenＧsourcepropertiesofASmakeitmoreconＧ
venientfordeploymentandcollaborativeuse,withsuggestionsofthepotentialusagewidelyappliedtothe
inＧdepthdisclosureandserviceoflargeＧscaledocumentsingeneral．

Keywords:CASHL;ArchivesSpace;EAD;GrandSpecial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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