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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编目工作
陈菁菁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高校图书馆编目工作的开展与网络环境的变化关系密切。本文以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为例，
探索高校图书馆自身变革的方向，以及对编目工作的内容和结构等方面进行创新的必要性，并揭示其社
会化发展新模式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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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ataloging Operations in Librarie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under Network Environment
CHEN Jing-jing
(Librar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 of network environment and cataloging
operations in librarie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he article set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direction of change in librarie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nd the necessity of
innovation of cataloging operations in contents and structures. At the same time, the trend of new patterns in
cataloging operations with social development was revealed.
Key words: network environment; cataloging operations; social innovation; librarie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高校图书馆是汇集人类文化的知识宝库，是全校

编目格式存在很多重复的现象，数据的制作成本也较

师生获取各类信息的主要来源。但随着网络信息技术

高，故有一定的局限性。

的不断革新，与以往传统的采编工作相比较，高校图

1.2 传统编目的文献信息不够深入

书馆的编目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具备了很多新特

传统高校图书馆的文献编目主要依托纸质文献，

点。高校图书馆编目工作社会化已经成为图书馆发展

我们目前一直在利用的 MARC 基本上还停留在只能对

的必然趋势。只有准确地把握这些特点，采取相应的

文献的简单描述和标引上。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对

措施才能促使高校图书馆更好地为师生读者服务。

高校图书馆的文献编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必

1 高校图书馆传统编目工作在网络环境下的劣势

须对文献进行更深入的、更有效的检索和利用。比如

1.1 传统编目主要描述方式的局限性

对文献的描述可以从简单的书名、责任者、主题等深

高校图书馆目前常用的机读编目格式标准
（machine-readable cataloging, MARC）是指用于

入到文献的目次、文献评价、知识单位等内容。
1.3 传统编目工作受到数字化技术冲击

描述、存储、交换、控制和检索的机读书目，主要

高校图书馆编目工作属于图书馆文献资源管理

针对印刷型书本进行描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

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在图书馆的特色数据库建设、书

一直都是书目数据描述领域的主流工具。随着互联

目数据质量控制等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随着数

网技术的日益普及，网络资源的检索重要性日益突

字化图书馆的出现和不断发展，读者不需要通过查询

出，同时文献资源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MARC

书目信息，甚至不用去图书馆就可以享受到图书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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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就显得力不从心 。而且用 MARC 编目复杂，

多项服务，并从中得到自己所需的各种信息。因此，
现在有不少人认为数字化图书馆终有一日将取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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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不仅仅是冲击，而是彻底消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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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络化的蓬勃发展，原始编目比例随之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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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编目人员自己做的工作越来越少了。据有关人

由于联机编目具有统一的著录格式标准和规范化标

士统计，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成员

引，同时可以避免工作人员大量的重复劳动，所以受

馆的编目数据绝大多数来源于下载数据，只要在馆藏

到各大高校图书馆的高度重视。而要实现编目工作的

字段中稍做修改即可作为本馆的馆藏数据。这种近乎

网络化，首先要实现标准化。书目数据只有做到了标

机械的抄录编目，使采编部门原有的工作内容正在逐

准化，才能实现资源共享 。调查表明，我馆已经开

渐简化，甚至已经被替代 。

[2]

始着手实施资源共享，利用网络环境的便捷，开拓视

2

野，以扩充自身资源储备。高校图书馆只有做到资源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编目工作的发展与社会化

[3]

共享，才能有助于实现其社会化发展。

创新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高校图书馆的编

2.3 重视读者至上原则，促进服务社会化发展

目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以南京中医药大

近年来，高校图书馆的工作重心一直在向读者服

学图书馆为对象，对图书馆采编部的编目工作进行调

务转移。在新形势下我馆尽可能压缩事务性工作，使

查分析。

馆员们能够从文献采编、加工、整理等日常繁琐的事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一味的保守和固步自封使编

务程序中解放出来，走向读者服务的第一线。通过与

目人员的工作停滞不前。虽然我馆编目人员利用网络

读者的直接沟通，发现工作的盲区与不足，找到工作

资源信息，树立了新的图书编目思想，并在已有工作

重点，从而更快捷、更全面地为读者服务。众所周知，

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中

图书馆的编目工作需要极其丰富的业务知识，编目人

医药特色文化熏陶下的图书馆，必须结合学校自身学

员不但要具备编目方面的基本知识，熟练掌握分类

科特点，深化编目工作的内涵，抓住其社会化的发展

法、著录规则、机读目录格式、文献标引等知识，还

趋势，树立社会化的编目理念，不断扩展传统编目工

应熟悉本馆的收藏范围和特点、藏书体系、藏书结构

作的范畴，才能更全面地为医药学类读者服务。

等；要深入了解本馆服务对象的层次及知识水平，才

2.1 转变编目观念，重新认识网络时代的编目工作

能为读者提供和推荐有用的文献，促使读者能够从多

首先，网络的迅猛发展使书目共享变得更加便

方面利用馆藏资源 ，只有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进而

[4]

捷，但并不能因此而减少编目的程序，更不能减少标

拓展自身业务能力，才能为读者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引内容和对文献的著录，而应该更加深入地对文献进

从而更好地促进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的社会化发展。

行描述。其次，随互联网发展应运而生的数字图书馆

3 小结

服务，由于版权等问题的限制，需要与传统高校图书
[1]

网络环境在为高校图书馆编目工作提供新的发

馆的各种服务相融合 。经调查表明，我馆编目人员

展空间的同时，也对编目人员的自身素质有了更新更

在中医药学科背景的基础上，对自身的发展策略进行

高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掌握、更新现代信

了适当调整，把工作重心放在相关学科领域的网络资

息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同时根据网络环境下编目工作

源上，从大量的网络资源中获取有效信息，使编目工

的特点和要求，调整专业知识结构，提高自身业务水

作更加快捷，工作效率明显提高。但是编目人员仍应

平。在编目工作中重视联机编目、注重网络信息资源，

当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结合中医药知识，对网

多角度实现资源共享，以加快高校图书馆社会化信息

络信息进行多项整合，使传统文献资源与网络资源互

服务的进程。

为补充，成为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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