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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于 RDA 技术的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知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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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源描述与检索（RDA）为新时期资源著录与检索领域提供了全新的标准和指向，图书馆有
必要利用 RDA 技术对数字资源进行组织，使检索流程更加简化。文章在详细分析 RDA 的概念及特点的基
础上，从三维立体信息空间构建、知识关联与聚类、图书馆 OPAC 系统等方面论述 RDA 技术在图书馆数
字资源知识组织上的应用方式，最后从资源、技术、服务等角度提出基于 RDA 技术的数字资源组织的优
化策略，旨在为用户提供便捷、高效的数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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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Knowledge Organization of Library Collection Digital Resources Based on RDA Technology
LI Wei1, WANG Heng-jun1, WANG Shuang2, QU Yang1
(1. Library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1, China; 2. Library of Jilin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18, China)
Abstract: 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 (RDA) provides a new standard and direction for the 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for libraries to use RDA technology to organize digital
resources and simplify the search process. Based on a detailed analysis on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DA,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application methods of RDA technology in knowledge organization of library
digital resources from construction of three-dimension information space, knowledge association and clustering,
and library OPAC system.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sources, technologies services, etc.,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digital resource organization based on RDA technology was proposed to provide users
with convenient and efficient digital services.
Key words: 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 (RDA); libraries; digital resources; knowledge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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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A 是 《 英 美 编 目 条 例 （ 第 2 版 ）》（ Anglo-

字资源的著录与检索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为了满足

American Cataloging Rules, Second edition, 简 称

这一时代的发展要求，2009 年英国、美国、加拿大

AACR2）的升级产品，体现了基于用户导向的编目

与澳大利亚联合编制并出台资源描述与检索

理念，得到国内外图书馆的青睐。2012 年，我国国

（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 RDA），作为数

家图书馆也引入 RDA，尝试将其用于外文电子资源

字环境下全新的文献检索与书目著录标准，体现了

编目著录中。

文献著录工作的不断进步。美国国会图书馆也开展

1

[1]

了 RDA 测试，并于 2010 年底正式投入使用 。

1.1

RDA 概述
RDA 组成
RDA 由附录、词汇与索引 3 部分组成，其著录

第一作者：李薇，E-mail: wsndxn1@126.com

内容主要包括 7 个版块（见表 1）。

2018 年 8 月第 42 卷第 4 期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 19 •

编目原则，适用于当前在线的图书馆网络环境，对

1.2 特点
RDA 标准的特点主要有 3 个方面：⑴对于描述

于馆藏数字资源及电子数据资源载体也十分适用。

和检索标准的简化，促使各种元数据都将 RDA 作为

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是将本地区或具有学科特色的

唯一的标准进行资源描述与检索，并且兼容更多的标

各种类型资源以数字格式存储，是现代信息社会下

准，并在此基础上将这一标准的应用延展至全世界。

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图书馆未

⑵将 AACR2 依照文献类型制定各自通用的著录规

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的知识组

则，使资源著录置于通用规则下，RDA 加强了各规

织与编目工作本质上都是以一定的原则为标准，对

则之间的协调一致，使规则之间相互连贯，更加简

图书馆馆藏进行描述和整合，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

洁实用。⑶RDA 是以 FRAD（规范数据的功能需

优质的信息知识服务，而数字资源的知识组织则是

求）模型为基础框架的，在检索点的选取上控制功

将信息资源以数字化的方式提供给用户。由此看

能更为明确，对规范控制提出了新的指导原则，并能

来，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的知识组织与 RDA 编目工

[3]

够更好地阐释规范控制的理论原则和功能目标 。
表 1 RDA 著录内容分析
著录标题
资源著录通用规则

内容分析

作是具有互通性的，是其工作的深入与延展。
3 RDA 技术在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知识组织中的应用
3.1 RDA“实体-关系”模式架构三维立体信息空间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互联网时代下的读者和用

著录的目的、范围、标准，术语，必备元素，
使用语言等

户早已抛弃了传统的阅读与知识获取的方式，越来

资源识别

对最常用的及最易识别的资源的著录元素的关注

越多的人倾向于通过网络来寻找与获取自己需要的

特殊资源的著录

各资源载体类型、数量大小、材质等

信息，而不是以阅读纸质图书的方式。用户的思维

各类型资源的内容

资源内容的类型、范围、对象、摘要、涵盖的

也愈发具有跳跃性和延伸性，往往是通过图书馆的

著录

地理区域与时间及各类资源内容的著录

某一文章、网页或是图片而链接到另一本书的一个

资源获取与检索

获取与检索限制等方面的著录

片段或内容，而这种阅读习惯的改变使得图书馆也

与资源相关的其他

按实体分别指出与著作、内容表达、载体表

必须在针对馆藏数字资源的知识组织上转变新的方

对象

现、单件相关的个人、家族及团体的著录

相关资源

资源实体间的关系

式。图书馆需要在对数字资源的馆藏、服务与使用
上改变传统的公共目录方式，而转变为高度超链接

2 基于 RDA 的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知识组织的必要

的全息数据库方式，不断丰富网上信息数据库，

性及其互通性

RDA 的三维立体信息空间构建正好为图书馆带来了

2.1

新的引领。

RDA 对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知识组织的必要性
目前国内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的知识组织标准

RDA 是采用“实体-关系”模型来分析和定义

并不统一，所遵循的原则和规范也不尽相同，当图

数字资源的实体与之间的关系，其致力于从使用者

书馆数字资源需要被引入到资源数据库时，往往需

层面明确数字资源的实体并识别这些资源的属性，

要馆员将数字资源重新整理、标引、组织整合成与

更加强调对资源内容的揭示，通过记录资源间的结

数据库一致的标准格式之后才能为用户所使用，这

构关系从而建立各书目记录与著录对象之间的关系

使得数字资源的使用变得更加繁琐和不便，而 RDA

网络，由二维的平面资源信息模式转换到三维立体

做到了将图书馆馆藏资源与数据库标准的一致。与

式信息模式，这样可以确保数据的相互贯通和融

此同时，RDA 的兼容性对于实现数字资源的共建共

合，使得信息检索更为快捷，用户也可以更好地利

享也大有裨益。RDA 成为各类资源描述的唯一内容

用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5]。

标准，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可以兼容更多的元数据框

3.2

RDA 关联与聚类

架标准 。RDA 作为一部新的资源著录与检索标

RDA 是通过与互联网上已存在的数据集相关联

准，为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知识组织的科学化、数

并加入到开放数据云的数据集中，从而更好地适应

字化提供了更加全面、系统的管理服务和指导。

语义网时代的发展要求，而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的

2.2 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的知识组织与 RDA 编目工

聚合也更能有效地提升用户使用图书馆数字资源的

作的互通性

便捷度。RDA 是将资源以内容和技术 2 个方面进行

[4]

RDA 作为顺应数字环境发展而制定的最新国际

分类，从而标识为“内容类型”“媒介类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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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类型”[6]。RDA 通过传统的检索点或语义网

技术，构建科学数据组织框架。图书馆可以在数据

中的统一资源标识符（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集的创立、获取与访问方面设计数字资源描述框架

URI）链接，实现各资源间的相互连接。而正是 RDA

模型。以某课题组可访问的数据集描述为例，该数据

对于内容、媒介和载体类型的标引和著录，使得用

集应包括数据集名称、题名、课题组名、访问权等。

户在检索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时可以将相同的题名

4.3 强化资源整合，实现多渠道资源一站式检索

及责任者的资源信息或与之相关的信息加以类聚，

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来源有多种渠道，导致资源

这种聚类呈现信息资源的方式给读者更全面、细致

类型和元数据格式的复杂多样，因此，图书馆必须

的服务，让其更加快捷地查找、识别和获取所需的

加强对多载体、多种类型的数字资源的整合，对图

信息资源，大幅提高图书馆服务的用户满意度。

书馆馆藏数字资源进行统一管理。一方面，必须确

3.3 基于 RDA 的图书馆 OPAC 系统

定核心元数据集、元数据的映射原则及元数据标识

RDA 通过对实体关系相互联系的揭示，对于增

符，便于数字资源间的相互整合与管理；另一方面，

强图书馆开放公共查询目录（Open Public Access

在元数据的知识组织结构中，图书馆应该更加关注

Catalogue, OPAC）的导航功能也是十分有利的。

数据资源间的关联和不同内容、不同载体间的数据

OPAC 是用户获取馆藏数字资源的重要入口，对

间的相互关系，保证数字资源在知识组织与管理过

OPAC 资源系统的整合是图书馆数字资源知识组织

程中的服务质量。与此同时，构建数字资源的一站

的最基本方式。OPAC 书目系统资源组织包括馆内

式检索界面也尤为重要。图书馆应该注重数字资源

和馆际间两种形式，核心资源的知识组织主要是指

的分类，根据用户需求为其提供多样化的信息文献

OPAC 书目信息与数字资源及视听资源的对应链

类型，统一用户入口，使用户在一次登录之后便可

接。基于 RDA 的 OPAC 导航系统使得用户只要通

以浏览和搜索不同类型、不同载体的信息资源 [9] 。

过一个 OPAC 系统界面便可以检索到相关图书馆的

在同一个检索页面上，用户可以进行馆藏资源的检

数字资源，用户可以通过对关键词的搜索获取到相

索并获得丰富的信息，而 RDA 所具有的兼容性正可

关内容，并附加馆藏地址与信息，为增强图书馆数

以为界面显示丰富的信息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7]

字资源在网络上的可见度提供了可行的新道路 。
4 基于 RDA 的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的知识组织的优

5 小结
充分利用 RDA 理念与原则优化图书馆馆藏数字

化策略

资源的知识组织方法，是当前及未来发展的大势所

4.1 关注用户利益，根据用户需求进行元数据标引

趋。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的知识组织管理是图书馆

图书馆必须以为用户提供便捷有效的服务为核

数字化与信息化的重要环节，RDA 作为全新的资源

心，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深切关注用户的实际需要

著录与检索标准，应用于这一工作环节之中，可以

和诉求，用户可以利用所获取的数字资源实现信息

方便图书馆建立独立于存储和传播的数据资源，明

的共享和创新，并且实现与其他人的沟通和合作。

确各种资源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将相关信息资源

因此，图书馆应该充分了解用户的行为和需求，了

网状化，构建三维立体信息空间及科学数据框架，

解用户获取信息的喜好和来源，并为其提供相应的

进一步为图书馆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现代化服务。

服务。RDA 在数字资源的利用上，必须以响应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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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近年来我国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图书馆有必要基于 Folksonomy（群众自发定义的平面
非等级标签分类法）构建用户参与式信息组织模式，以提高图书馆信息资源利用效率。文章在分析
Folksonomy 含义基础上，就其相关特点做出了分析，从用户协同创建网络信息、多维度信息共享、高
频度关键词推送、个人信息模块方面进行了论证，在总结图书馆信息资源精确搜索、个人资源数据集、
标签检索功能的基础上，归纳出图书馆基于群众自发定义资源组织模式的构建途径，以满足用户的个性
化需求，为用户提供高效、优质的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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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Mode of User Participation Libraries Based on Folks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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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it is necessary
for libraries to build an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mode of user participation based on Folksonom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utilization of librar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eaning of
Folksonomy,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lksonomy, and proved from user collaborative creation
of network information, multi-dimensional information sharing, high-frequency keyword pushing,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module.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accurate search of library information resources, personal
resource data collection, and tag retrieval functions, it also concluded the construction approaches of
organization mode of libraries based on Folksonomy, with a purpose to meet the individual needs of users and
provide users with efficient and high-quality information services.
Key words: Folksonomy; libraries;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mode; user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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