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8 月第 42 卷第 4 期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 21 •

【引文格式】王宝霞.基于 Folksonomy 的用户参与式图书馆信息组织模式研究[J].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2018,42(4):2124.

基于 Folksonomy 的用户参与式图书馆
信息组织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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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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G Bao-xia
(Wenxi County Library, Yuncheng 0438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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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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网民不仅成为了网络内容的浏览者，更成

标签，针对获取不同形式的资源分类保存，让具有

为了互联网信息的创造者。随着 Web2.0 时代的到

相似特征的文献资源借助标签自动组织在一起，形

来，信息网络使普通用户以自由选择、自由参与的

成某一特定类别的资源数据库，创造出新的数据

方式参与到互联网体系建设中，给图书馆信息资源

集。值得关注的是，当用户都以这种标签分类方法

服务带来了新的启发。图书馆可因时制宜，选择和

参与到图书馆馆藏资源获取中，就能创造出新的网

引进 Folksonomy 方法，引导用户在信息服务平台中

络信息，进一步丰富图书馆馆藏资源的种类[3]。

构建个人信息资源集，为各类信息资源进行标识，

2.2 多维度信息共享
基于 Folksonomy 的用户参与式图书馆信息组织

实现价值性资源过滤和筛选，通过增加馆藏资源价
[1]

值吸引读者参与到图书馆信息组织模式构建中 。

模式以信息网络作为数据传输媒介，具有广泛性、

1

个体化的特点。在自由开放的网络环境中，用户可

Folksonomy 的含义
在信息化情景中，伴随着互联网越来越多的数

对获取的数据资源进行标记，根据标签功能对检索

据资源的产生，为了合理开发、利用这些数据资

到关联性数据资源进行自由选择。这种资源利用模

源，并尽可能让互联网资源与图书馆的线上服务平

式相对自由、开放，能借助线上服务系统、共享平

台、数据库进行交互，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图

台、移动终端等多渠道为用户提供参与途径，满足

书馆就必须基于资源种类、用户群的特点，为用户

用户数据资源集中利用、选择的需求。

进行资源自主化选择提供渠道。在这样的情景中，

2.3 高频度关键词推送
图书馆基于 Folksonomy 的用户参与式的信息组

基于 Folksonomy 的用户参与式图书馆信息组织模式
就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

织模式构建是通过标签方式让读者参与到信息服务

Folksonomy（群众自发定义的平面非等级标签

机制建设中，借助群体智慧重新定义网络资源，实

分类法）是由社会性书签服务最具特色的自定义标

现图书馆数据资源智能标记 [4] 。在这种智能数字标

签 （ Tag ） 功 能 衍 生 而 来 的 创 造 词 。 简 单 而 言 ，

记系统中，用户可以在线上服务系统中利用标签标

Folksonomy 就是网民自发为某种信息定义并进行标

记资源，还可以对标记过的数据资源利用标签智能

签描述，最终根据标签的索引、使用频次选用高频

保存、智能管理。用户在进入数字图书馆知识资源

使用标签作为该类网络资源的数据分类方法。在现

页面目录后，可看到根据电子文献的数据分布所排

代互联网情景中，图书馆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数据

列出的热门标签词汇，通过点击自己感兴趣的标签

资源，除了要对这些数据资源进行分类、长期存储

词汇进入到资源数据库中，直接浏览书目信息。当

之外，还要增加资源的价值性，为用户提供更便捷

然，用户在登录图书馆线上服务系统后也可使用标

的检索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图书馆基于

签所显示出的高频度搜索词直接搜索文献信息，利

Folksonomy 的标签分类方法构建的信息组织模式就

用标签直接收藏，实现长期保存。

是要引导用户参与到资源分类和信息服务中，通过

2.4 个人信息模块

让用户自主获取、自主参与、自主创建，使馆藏资

基于 Folksonomy 的用户参与形成的图书馆信息

源分类标签尽可能与用户群体的自主选择倾向、自

组织模式实质上是一种以用户、读者为中心的信息

[2]

定义模式趋向一致 。

服务机制，突破了图书馆传统服务模式的限制，让

2

用户群体自由参与到图书馆服务平台、资源数据集

基于 Folksonomy 的用户参与式图书馆信息组织

模式的特点

建设中，借助群体智慧重新定义资源种类，实现关

2.1 协同创建网络信息

键词标记。这种信息组织方法有利于用户自发的创

基于 Folksonomy 的用户参与式图书馆信息组织

建标记体系，构建个性化信息数据模块，实现自定

模式是以用户为核心，与传统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

义资源分类，组成个人资源数据集，实现文献资源

不同的是，这种情景中的用户不仅仅是被服务者、

长期保存、协调管理。

馆藏资源的使用者，也是网络信息资源的创建者和

3

组织者，与其他信息主体一起创建网络资源。在开

模式的功能优势

放性的应用平台中，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兴趣自主选

3.1 文献信息精确搜索

择不同种类的文献资源获取和利用，可自定义文献

基于 Folksonomy 的用户参与式图书馆信息组织

基于 Folksonomy 的用户参与构建的图书馆信息

2018 年 8 月第 42 卷第 4 期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 23 •

组织模式突破了传统图书馆的资源管理局限，让用

台时要进行注册，根据系统提示完成个人信息登

户成为了数据资源的创造主体，依托信息网络对图

记。注册信息主要包括专业背景、学历、年龄、职

书馆的数据资源进行标记。这种基于数据标签的具

业等。建立用户个人信息档案的目的是方便系统对

有标记性功能的资源获取机制让具有相似特征的数

用户的阅读兴趣、资源选择方式做出评价，构建符

据资源高度链接，用户通过标签可对关联性数据资

合用户个性化特征的个人资源数据库。这种系统模

源直接检索，实现关联性资源定位获取。与普通数

型可根据用户的专业信息对用户在馆藏资源数据库

字图书馆资源获取机制不同的是，通过标签标记所

中标注的权值进行评估，并选择有较高权值的标签

进行的文献检索有着更高的识别率，用户借助数字

进行保留，以提高资源分类的准确性。值得注意的

图书馆开放平台能实现资源精确检索。

是，基于用户群构建的注册登录平台是用户进入图

3.2 形成个人资源数据集

书馆资源数据库的入口，除了必要的用户注册流程

图书馆是文献资源高度聚合的资源库和数据

外，还应详细考虑到用户的资源获取倾向、阅读选

站，有着海量的文献数据，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

择倾向、个人兴趣等因素，针对用户资源获取的影

及，图书馆为了有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知识检索

响因素进行科学评估，根据评测结果预测用户的资

速度，将 Folksonomy 用户参与式信息组织理念融入

源选择方式，方便系统及时获取关联性资源标签为

到了资源获取管理机制中，借助群体智慧实现数据

用户的文献选择提供参考。

资源深度加工和分类。其中为了加强馆藏资源的用

4.2 依托资源集设置标签搜索对象

户粘性，图书馆以用户为主体，引导用户积极参与

在用户的参与下，图书馆要依托资源数据集设

到馆藏资源的利用开发中，实现用户群与资源群的

置标签系统。标签系统主要由阅览、标签提交、用

匹配对接。用户作为主体，可根据个人兴趣对馆藏

户分类显示三个功能模型组成。阅读模型是为了方

资源实施标签索引，建立以个体为中心的个人资源

便用户在服务平台中进行电子资源阅读构建的，通

数据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过在标签索引中设置信息采集机制，将采集到的用

3.3 标签搜索功能

户信息提供给个人数据库。

信息网络视域下，图书馆基于 Folksonomy 的用

标签提交模型是在用户进行资源标记时，采集

户参与式构建的信息组织模式是一种开放、自由、

用户的文献标注方法及行为数据，利用嵌入式技术

信息主体与接受方协同参与的服务机制，借助用户

在系统后台实现数据交互，降低因数据采集给用户

自定义标签实现馆藏资源分类，根据用户自定义标

带来的影响。

签关键词的搜索频次，选择热门关键词直接提供给

用户信息显示主要使用户直观看到文献资源的

用户。用户可根据个人兴趣，选择不同定义方式的

分布状态和数据的检索趋势，实现用户自定义标签

标签资源直接使用。这种功能的形成有助于图书馆

与服务器同步通讯，构建完整的标签系统，提高信

在信息组织中不断调整资源组织策略，协同社会群

息分类速度。

体，借助群体智慧构建个性化信息组织模式，满足

4.3 根据用户需求创建检索机制

用户的兴趣化资源获取需求。应注意的是，标签搜

图书馆根据需求体构建的信息检索机制实质上

索功能是用户获取馆藏资源的方式，图书馆需从用

是基于 Folksonomy 创建的检索系统。该系统模型将

户自定义角度出发，选择“热门关键词”为用户提

评价机制应用于检索结果测定，鼓励用户对检索结

供服务导航，帮助用户及时、快速、准确找到文献

果做量化评估。系统模型尽量减少操作步骤，将用

[5]

数据 。

户对检索结果的评测数据反映到数据库中，方便用

4

户后期做出对比。这种检索机制是以用户兴趣为支

基于 Folksonomy 的用户参与式图书馆信息组织

模式的实践渠道

撑实现的搜索引擎，通过在操作中对显示中的每条

4.1 基于用户群构建注册登录平台

数据点击次数记录，实现权值估分。记录用户每次

图书馆基于 Folksonomy 用户参与式信息组织模

电子资源使用情况，对用户个人数据库进行权重分

式的构建首先要根据用户群建立用户注册登录平

配。用户个人数据库权值的大小直接影响着标签关

台，根据用户年龄、职业、阅读习惯建立个人信息

键词的搜索频次和文献资源的使用效率。因此，详

档案。这也就决定了用户在第一次登录资源开放平

细记录用户电子资源使用次数可确定出不同类别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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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的搜索频次，让系统为用户提供标签索引，便于

Folksonomy 将在图书馆信息化建设中得到广泛应

用户及时评价。

用，推动图书馆与社会群体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

4.4 借助信息工具开发资源数据库

科学利用馆藏资源。

图书馆在确定 Folksonomy 标签检索模型后，使
用语义网技术、网络爬虫工具和开源算法构建资源
数据库对信息资源分类存储。可根据读者群自发形
成的标签索引系统科学标注信息资源，赋予标签索
引工具特定算法，使其能根据用户兴趣、馆藏资源
使用频率，搜集热点信息、高价值资源，构建符合
用户阅览习惯的数据库模块，以此为基础实现数据
库资源智能分类，使智能系统与用户良好互动。
5 结语
Folksonomy 是 Web2.0 时代的一种新的信息组
织方式，在实践过程中还需要不断改进和调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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