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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在图书馆馆藏资源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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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图书馆，广东 广州 510623
摘要：图书馆资源管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区块链技术为其提供了强大推力。本文从区块链技术
含义及其技术架构 2 个方面简析了区块链技术的内涵。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图书馆馆藏资源管理，具有提
高用户参与度、甄选高质量馆藏资源管理方、打造特色的馆藏资源管理方式 3 个方面的优势。明晰了区
块链技术在图书馆馆藏资源管理中应用的特点，即去中心化、开放性、自治性、匿名性，并从图书馆馆
藏资源存取视角论述了区块链技术在图书馆馆藏资源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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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pplication of Block Chain Technology in Library Collec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HUANG Ying
(Guangzhou Library, Guangzhou 510623, China)
Abstract: Library resource management has a broad prospect of development, and block chain technology
provides a powerful thrust for it.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 of block chain technology from two
aspects of the meaning of block chain technology and its technical architecture. The application of block chain
technology to library collec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has three advantages of improving user participation,
selecting management party with high-quality collection resources, and creating distinctive collec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method. This article also clarifi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pplication of block chain technology to
library collec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namely, decentralization, openness, autonomy and anonymity. Finally,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block chain technology to library collec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was expound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brary collection resource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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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馆藏资源的质量影响着图书馆服务水平

块链技术在图书馆馆藏管理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实

的优劣，图书馆服务的前提即为馆藏资源的建设与

际意义与深远的理论意义。

管理。一般来说，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管理可以分

1 区块链技术内涵简析

为两大方面：纸质文献资源与数字文献资源，其

1.1 区块链技术的含义

中，数字文献资源随着网络环境的普及越来越受到

区块链技术的产生最早要追溯到 2009 年[1]，它

重视。新阶段的图书馆馆藏资源管理重心已从重视

是指一种集合了分布式数据存储、加密算法、共识

资源数量转变为重视资源质量，图书馆馆藏资源管

机制的数据处理模式，实际上就是对区块链系统中

理迎来了更高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区块链技术以

的数据建立起信任的算法关系，由此可见，区块链

其去中心化、开放性、自治性等特点可以与图书馆

技术是计算机领域的概念，被应用在计算机相关行

馆藏资源管理进行有机结合，为图书馆馆藏资源管

业，具有颠覆性的核心技术。区块链技术的核心理

理提供技术、经验与理论上的支持。因此，探讨区

念在于开放性，能够使每个用户都可以主动参与到
数据记录中。如果把区块链技术下的数据库比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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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笔记本，那么每个用户都可以在笔记本上进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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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和书写，而区块链技术就是要把在笔记本上写的

藏资源类型与数量，从数据库层面丰富馆藏资源，

最好最快的人挑选出来，让他承担以后的记录工

完善区块链技术的基础层，但由于开放了权限，那

[1]

作，以保证笔记本记录工作效率的最优化 。

么专业素养较低的读者个人或机构上传的数据资源

1.2 区块链技术基础架构

难免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这种情况增加就会拉低

一般来说，区块链技术基础架构模型由应用

馆藏资源管理的整体水平 [3] 。因此，发挥区块链技

层、合约层、激励层、共识层、网络层、数据层组

术的竞选机制，从广泛的馆藏资源管理方中甄选出

成。其中，数据层是区块链技术系统的基础，包括

高质量的个人或机构，其中，包括位于馆藏资源管

数据块区、链式结构、哈希函数、非对称加密等技

理上游的出版方，也包括信誉较好的馆藏资源供给

术；网络层则指 P2P 网络（对等网络）、传播机

方，还包括位于馆藏资源管理下游的文献使用方

制、验证机制等；共识层主要是包括了网络节点的

等。总之，区块链技术强化数据层的初衷是好的，

几种常用算法，如 POW（工作量证明）、POS（权

甄选高质量的馆藏资源管理方，则能够更好地保障

益证明）、DPOS（授权股权证明）等等；激励层主

图书馆馆藏资源管理水平。

要是将经济因素纳入到了区块链技术体系中，融合

2.3 共识机制，打造特色的馆藏资源管理方式

了发行机制和分配机制，刺激了区块链技术框架的

区块链技术的创新点在于可编程的合约层与应

活力与竞争力；合约层主要是包括了各类数据计算

用了各类数据节点算法的共识层，其中，共识机制

的脚本和算法，以及智能合约，可以说，合约层是

可以辅助图书馆打造特色化的馆藏资源管理方式，

区块链技术构架模型中的可编程部分，是编程计算

对原有的数据计算进行更新，应用 POW、POS 等算

的基础；应用层是指可编程货币、可编程金融、可

法，融合经济因素，产生一种奖励机制，鼓励图书

[2]

编程社会三项内容，是基于合约层的编程实施 。

馆馆藏资源管理的良性发展。例如，图书馆可以根

从区块链技术基础架构中可以看出，区块链技术具

据馆藏资源管理方提供的数据质量和数量，制定一

有一定的灵活性，尤其是可编程的合约层，更是构

个发布“利息”的制度，这个“利息”并非现实意

成了区块链技术的创新点，这也是区块链技术能够

义上的金钱，而可以是虚拟的金币、信誉值、权限

应用于图书馆馆藏资源管理的优势所在。

等等，在保持图书馆公益属性的基础上，有针对性

2 区块链技术在图书馆馆藏资源管理中应用的优势

地学习区块链技术中利息的要素，打造一个更有活

2.1 开放机制，提高用户参与度

力、有制约力度的馆藏资源管理方式。

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图书馆馆藏资源管理，可以
凭借其自身的开放机制，提高读者用户关于资源管

3 区块链技术在图书馆馆藏资源管理中应用的特点
3.1 去中心化

理的参与度。馆藏资源可以分为纸质资源与数字化

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图书馆馆藏资源管理中最突

资源，图书馆可以开放读者的资源建设权限，允许

出的特点是去中心化，由于区块链技术算法是采用

读者以个人身份进行馆藏资源建设。诚然，在这种

分布式的，突破了以往集中式的中心硬件，呈现出

机制下，读者用户的参与更适用于数字资源的建设

不存在中心管理机构的特征，读者用户和相关机构

与管理，由于数字化资源上传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

是有权限参与到馆藏资源管理过程中的。换言之，

制，赋予了读者一定的自由。总之，依托区块链技

传统的资源管理需要图书馆专门设置一个部门进行

术开放性的机制，图书馆馆藏资源管理有能力调动

集中管理，而区块链技术将馆藏资源管理工作分解

读者用户的强大力量，使有能力的读者个人或机构

化，摊派给读者用户与社会机构，而相关馆藏资源

积极参与到馆藏资源建设与管理当中，扩展了图书

管理方也受到权利与义务之间均等关系的制约。去

馆馆藏资源管理范围，在一定层面上来说，增强了

中心化拓展了图书馆馆藏资源管理工作的范围，同

图书馆馆藏资源管理的效率。

时通过这种方式，维系着馆藏资源管理应用各个节

2.2 竞选机制，甄选高质量馆藏资源管理方

点，保持区块链体系的均衡与稳定。

读者用户广泛参与的开放性的图书馆馆藏资源

3.2 开放性

建设与管理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同时也会带来一些

应用区块链技术的图书馆馆藏资源管理具有开

问题，例如专业素养较强的读者个人或机构能够为

放性。一方面，图书馆馆藏资源管理系统是开放

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与管理锦上添花，可以丰富馆

的，区块链系统里的数据层对读者用户公开，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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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不受网络归属、时间空间等客观因素限制

名性的特点，基于区块链技术架构打造的信任环

接入图书馆馆藏资源管理系统，进行数据资源的查

境，因此，省去了以往资源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繁琐

询和文献的获取，应用区块链技术的图书馆馆藏资

步骤。例如，传统的图书馆资源管理过程中，购买

源管理透明度非常高；另一方面，这种开放性不是

了网络资源，为读者用户提供资源的源数据和链

绝对的，例如涉及到交易方面的加密信息，是不对

接，当这些数据是由某一个个体上传，那么下载时

外开放的，同时图书馆也有责任保护读者用户、出

是需要提取密码的，否则无法顺利获取资源，由此

版商、社会机构等馆藏资源管理方的私人数据，避

可知，图书馆充当了一个资源引导的平台角色，而

[4]

免隐私的泄露 。

非资源提供者，区块链技术则突破了这种模式，将

3.3 自治性

网络资源也进行了深度整合，使其成为图书馆馆藏

从区块链应用于金融行业的现状来看，区块链

自配资源，在数据交换自由信任的空间下，稳定了

技术采用的是公开透明的数据节点算法，在计算过

馆藏资源的获取与管理。

程中产生了利息制度，给予用户一定的利益获取。

4.3 开放馆藏资源管理

受制于经济因素，系统间的个体或组织遵循协商一

区块链技术为馆藏资源管理输入了新的理念和

致的原则与体制，构成了相对信任和自由的环境，

技术方式，使传统的具有封闭特性的资源管理向开

自治的特点也就在这种环境中衍生了。结合图书馆

放式转化，更多读者用户和社会机构能够参与其

馆藏资源管理工作，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会沿袭自治

中，产生责任感和黏着度。从馆藏资源管理的角度

性的特点，为图书馆馆藏资源管理打造相对自由安

看，能够集思广益、拓展范围；从整个图书馆的服

全的数据交换空间，使管理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务来看，是一次创新和改革，也可以引领图书馆宏

自治与独立，不受馆内其他工作的干预。

观上的服务观念进行开放式的转变。

3.4 匿名性

5 小结

区块链技术共识层采用了 POW、POS、DPOS

区块链技术是一种集合了分布式数据存储、加

等节点间固定的数据交换算法，这种算法模式决定

密算法、共识机制的数据处理模式，区块链技术应

了数据交流过程中双方无需经过二次验证，双方的

用于图书馆馆藏资源管理既是一项创新，又是未来

[5]

信任基础已然形成，而且信任关系不受干预 ，是

的发展趋势。由于区块链技术具有不可篡改、多中

基于区块链技术模型天然存在的。由于区块链技术

心、开放自由等特点，能够有效解决传统图书馆馆

本身可以按照规则评价数据交换活动是否有效，就

藏资源管理中存在的痛点，此外，区块链技术与大

为图书馆馆藏资源管理节省了二次验证、信息公开

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可以使图书馆馆藏资

等繁琐的步骤，交易双方（在图书馆馆藏资源管理

源管理适应更为丰富和复杂的服务场景，未来的区

工作中也可以理解为图书馆数据库与管理方双方）

块链技术应用于图书馆馆藏资源管理应用研究将具

在进行馆藏资源管理过程中凸显了匿名性的特点，

有更多的建设性。

也有利于保持馆藏资源管理工作的高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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