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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储备书库开放获取建设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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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放获取 S 计划及其新政为图书馆储备书库建设拓展了新的模式和渠道，使图书馆储备书库
由传统的纸质文献书库建设模式和电子文献商业订购模式，向电子文献开放获取模式转变。文章从图书
馆储备书库基于开放获取 S 计划及其新政的建设模式、图书馆储备书库开放获取模式的建设内容与程
序、图书馆储备书库建设开放获取模式的图书期刊文献类型及其他文献资源类型等方面，对图书馆储备
书库开放获取建设模式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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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Open Access Construction Mode of Library Stack Room
LI Hui-fang
(Library of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208, China)
Abstract: The Open Access Plan S and its new policy have expanded the new mode and channe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stack room. It can make the construction mode of library stack room change from the
traditional paper literature stack construction mode and electronic literature commercial order mode to the open
access mode of electronic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studied the open access construction mode of library stack room
from the aspects of construction mode based on Open Access Plan S and its new policy, the construction
contents and procedures of open access mode of library stack room, the types of books, periodicals and other
documents in the open access mod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stack room.
Key words: library; stack room; open access; Open Access Plan S; construction mode
21 世纪初，电子文献资源的商业垄断催生了国

2018 年 S 计划和 2019 年 S 计划新政的出现，开放

际开放获取运动。经过 16 年的发展历程，开放获取

获取数字化文献资源，尤其是基于 S 计划新政背景

在 2018 年和 2019 年出现了更为助力的欧盟开放获

下的科学、全面、即时、立即开放获取文献资源的

取 S 计划（Open Access Plan S。简称“S 计划”）

加入，使商业性数字化文献资源订购模式受到了严

和 S 计划新政，将开放获取运动推向了新的历史发

重挑战，一种适应 S 计划的图书馆开放获取数字化

展阶段，不仅给图书馆各项工作带来了新的发展契

文献资源储备书库建设模式出现了 [1] 。该模式可以

机，也为图书馆储备书库（储存图书馆）的建设拓

与商业性文献资源建设模式一样，极大地减少和压

展了新的选择模式，即由传统的纸质文献书库建设

缩图书馆的纸质文献出版书库的存储空间，而且其

模式和电子文献商业订购模式，实现向电子文献开

更为核心的特点是在数字化文献资源的获取成本方

放获取模式的重要转变。

面呈现出零成本的突出特征。这一特征不仅可以极

1 基于开放获取 S 计划及其新政的图书馆储备书库

大地节省图书馆储备书库的建设成本，而且开放获

建设模式

取的 5 种模式，即完全开放获取模式、部分开放获

随着国际开放获取运动的出现和发展，尤其是

取模式、延迟开放获取模式、限定开放获取模式、
综合开放获取模式，全部适用于图书馆储备书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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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从而使图书馆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建设储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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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即建设基于 S 计划背景下的开放获取模式储备

源、设备资源、空间资源等；组织管理要做到以本

书库。不仅如此，在这种图书馆储备书库模式下，

馆为主，以借力图书馆联盟的协助为辅。⑵建设实

可以极大地扩展图书馆各文献资源类型的数字化储

施阶段需要调研和验证所要建设的文献资源来源；

存。如在纸质文献储备书库中无法实现存储的专利

从中选择本馆所要建设的文献资源；并将其建设到

文献资源、慕课文献资源等，都可以顺利实现其开

图书馆储备书库之中，使之从互联网上分散零散的

[2]

放获取模式的数字化存储 。不仅为图书馆数字化

开放获取文献资源转化为图书馆所需要的有序的开

文献资源建设提供了较为强大的助力，还可为图书

放获取文献资源。⑶效果测评阶段的检查审核，是

馆数字化文献资源的用户服务提供强大的文献资源

对建设的相关程序进行随时或定时的检查审核和监

基础。

督；对建设的效果采用科学的测评方法进行效果评

2 图书馆储备书库开放获取模式的建设内容与程序

估；根据效果评估的结果扬长避短，有针对性地加

2.1 建设内容

以改进和完善[4]。

基于 S 计划，可以极大地扩展图书馆储备书库
[3]

建设的数字化文献资源类型 。一方面可以由传统

3 图书馆储备书库建设开放获取模式的文献类型
3.1 电子图书文献资源类型

的图书文献资源类型，扩大到期刊文献资源类型、

图书类型是图书馆首选且必不可少的文献类

专利文献资源类型，以至于扩大到包括报纸、学位

型，其中也包括古籍文献资源类型[5]。基于 S 计划

论文、会议文献、标准文献、慕课文献、视频文献

的图书馆开放获取储备书库建设应用实例，如“E

等更多的数字化文献资源类型。另一方面，可以进

书联盟”（https://www.book118.com/index.html），

一步扩大某种文献类型中的不同分类类型，如除了

其图书分类为社会科学、哲学宗教、政治、法律、

常用的图文型电子图书类型文献资源以外，可以扩

文化科教、语言文字、医学、管理资源、艺术资

大建设有声图书资源和多媒体电子图书资源；电子

料、数理化天文地球、专业技术、教育资源、建筑

期刊则除了常用的以篇为单位阅读和下载获取的类

房地产等。共采用了 5 种电子图书格式：文本文件

型外，可以扩大建设以期为单位的整本电子期刊文

（TXT）；便携式文档格式（PDF），如《比尔盖茨

献资源；电子地图文献类型在常用的图文地图资源

在哈佛大学毕业演讲》；文本文档格式（DOC ），

基础上，可以扩大建设卫星地图、全景地图、3D 虚

如《浙江各地暴雨强度公式》；演示文稿格式

拟现实地图文献资源；视频文献资源除常用的类型

（PPT），如《环境影响评价与管理》；富文本格

外，可以扩大建设摄像头在线直播视频资源，以及

式（RTF），如《珠江某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截

综合性开放获取文献资源（如“大学数字图书馆国

止到 2020 年 2 月 17 日，可用于图书馆电子图书储

际合作计划”）。总之，基于 S 计划的开放获取模

备书库建设的部分开放获取平台数据详见表 1。

式储备书库的建设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3.2 电子期刊文献资源类型

在扩展文献资源类型的同时，可以进一步扩展图书

期刊文献类型是图书馆仅次于图书的文献类

馆开放获取数字化文献资源的语种类型、载体类

型，是图书馆储备书库建设的重要文献类型 [6] 。电

型、地区文献类型、文献收藏单位类型等多种文献

子期刊开放获取储备书库既包括用于开放获取下载

存储元素类型。

建设的整本电子期刊资源文献库，也包括直接利用

2.2 建设程序

互联网上的开放获取电子期刊文献资源网站建设的

图书馆储备书库开放获取模式的建设程序分为

期刊文献储备库。可利用收录国内整本电子期刊资

3 个阶段 9 个步骤，即理论指导阶段的确定原则、

源的“若蓝格”“PDF 之家”等网站，以及收录国

制订方案、组织管理，建设实施阶段的资源调研、

外整本电子期刊资源的“云杂志”“谷博杂志馆”

分析选择、落实实施，效果测评阶段的检查审核、

等网站，由图书馆下载期刊资源，建成本馆整本电

效果评估、改进完善。⑴理论指导阶段的确定原则

子期刊文献储备库。后者可充分利用大型开放获取

有文献建设量力而行原则、文献类型选择合理原

期刊资源建成，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国家

则、文献数量全面够用原则、文献资源方便易用原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 2 118 种期

则；制订方案需要因馆制宜，科学合理地分配和利

刊；“刊参考网”收录 2 673 种期刊，提供 HTML

用各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技术资源、文献资

格式的单篇文章复制粘贴下载获取；“超星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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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 7 273 种期刊；“维普数据库”的“开放获取

数提供文献传递下载，少数提供直接下载。可用于

期刊”，收录 1 567 种期刊，可直接下载；“全国

图书馆电子期刊储备书库建设的部分开放获取平台

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收录 7 400 余种期刊，大多

数据见表 2。

表 1 开放获取电子图书文献资源平台（2020 年 2 月 17 日）
序号

平台名称

数量/部

1

世界数字图书馆

2

书格（古籍）

3

台湾大学图书馆公开取用电子书

4

有声听书吧（有声读物）

5

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6

云海电子图书馆

7

E 书联盟

格式

开放获取方式

开放获取模式

19 147

PDF

下载、在线

完全开放

2 295

PDF

下载

完全开放

EPUB、HTML

下载、在线

完全开放

21 882

MP3

在线收听、下载

完全开放

1 806 644

PDF

在线、下载、网上借阅

免费注册

EPUB、PDF

下载

完全开放

TXT、PDF、DOC、PPT、RTF

下载

完全开放

244 996

2 276

注：PDF：便携式文档格式；EPUB：电子出版；HTML：超文本标记语言；MP3：能播放音乐文件的播放器；TXT：文本文件；DOC：文本文档格
式；PPT：演示文稿格式；RTF：富文本格式
表 2 开放获取电子期刊文献资源平台（2020 年 12 月 31 日）
序号

平台名称

数量/种

1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2 118

2

刊参考网

3

开放获取方式

开放获取模式

PDF、FLASH

下载、在线

免费注册

2 673

HTML、JPEG

在线、下载

完全开放

超星期刊

7 273

PDF

下载、传递

部分开放

4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1 567

PDF

下载

免费注册

5

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

7 400

PDF、JPEG

传递、下载

免费注册

6

汉斯国际中文开源期刊

PDF

下载

完全开放

157

格式

注：PDF：便携式文档格式；FLASH：二维动画软件；HTML：超文本标记语言；JPEG：图像文件格式

3.3 其他文献资源类型

技报告文献资源、科技成果文献资源、学术会议文

除了图书和期刊文献类型外，图书馆储备书库

献资源、慕课文献资源、地图文献资源、照片文献

建设还可以根据各馆的实际需要增加其他类型的开

资源、3D 虚拟现实文献资源、摄像头在线直播视频

[7]

放获取文献资源 ，包括报纸文献资源、专利文献

文献资源等。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资源平台数据

资源、技术标准文献资源、科学数据文献资源、科

见表 3。

表 3 其他开放获取文献资源平台
序号

平台名称

文献类型

格式

获取方式

开放获取模式

1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文献

PDF

在线、下载

完全开放

2

电子报大全

报纸

PDF、JPEG

在线、下载

完全开放

3

历史图库

图片、照片

JPEG

在线、下载

完全开放

4

国家标准网

标准文献

PDF

下载

完全开放

5

天际线

摄像头在线直播视频

PDF、JPEG

在线

完全开放

6

超星慕课

慕课

FLASH

在线

完全开放

7

中国学术会议在线

学术会议

HTML

在线

完全开放

注：PDF：便携式文档格式；JPEG：图像文件格式；FLASH：二维动画软件；HTML：超文本标记语言

4 小结

书库建设模式和电子文献商业订购建设模式的基础

图书馆储备书库开放获取建设新模式，不仅突出

上，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具有文献资源零成本获取

体现了国内外开放获取 S 计划及其新政的科学成果，

特征的图书馆电子文献储备书库建设模式。该模式

以及通过互联网免费全文普惠传播和流通的科学理

成为图书馆数字化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替代性建设

念和学术思想，而且在图书馆传统的纸质文献储备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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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振兴发展、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更好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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