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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ashup 技术的数字图书馆
馆藏资源共享系统的建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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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安徽 合肥 230011
摘要：基于 Mashup 技术的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共享，有利于信息聚合增值、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及
提高用户的参与度。该系统构建使用多主体数据协同的整合方式及共享接口的糅合方式。在分析了基于
Mashup 技术的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共享系统应用的基础上，提出了该系统的构建策略，即多站点搭
建、使用 API 接口及选择适当的资源糅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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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Strategies for Collection Resource Sharing System of Digital Libraries Based on Mashup
Technology
PENG Wen-hu
(Library of Anhui Broadcasting Movie and Television College, Hefei 230011, China)
Absrtact: The sharing of collection resources of digital libraries based on Mashup technology is conducive
to information aggregation and value sharing, information resource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and user
participation. The system builds a mixing mode of multi-agent data collaboration and a shared interfa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collection resource sharing system of digital libraries based on Mashup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proposed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for the system, which was multi-site construction,
using API interface and selecting appropriate resource matching methods.
Key words: Mashup technology; digital libraries; resource sharing system; mixing mode; API interface
Mashup 技术与数字图书馆相结合是新的网络时

中，是指将不同的独立的 API 接口与数字资源整合

代数据库整合的发展趋势。Mashup 技术日益普及，合

到一个接口上，数字图书馆可以利用多个数据源形

[1]

并成本较低，很多网络公司为此提供开放的接口 ，

成全新的信息服务门户，并在单独的图形界面中显

应用程序（API）接口无需进行大幅度更改，促进了

示。Mashup 技术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不仅需要

网络环境的进一步开放，推动了数据资源的流通。

开放数据源的支持，还需要通过 API 接口接入等方

数字图书馆采用 Mashup 技术对馆藏资源进行共享

式访问数据库，实现数据的无障碍聚合与挖掘，可

系统建设，可以解决图书馆异构系统整合、资源共

以深化资源的整合与聚类，有利于信息增值，同时

享等难题，提供聚合馆藏资源、读者信息的集成式

有利于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提高读者参与度。

服务界面，进而更好地为读者提供服务。

1.1 有利于信息聚合增值

1 基于 Mashup 技术的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共享优势

Mashup 技术的核心在于聚合，因此，能够根据

Mashup 原意指混合、糅合，应用在网络领域

读者的阅读需求将分散的、孤立的馆藏资源进行有
中心的聚合，并对聚合资源加以开发利用，形成特

第一作者：彭文虎，E-mail: dsae45678@163.com

定主题的信息资源聚集站。这一行为不仅实现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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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聚合，也在聚合过程中挖掘出资源的价值，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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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限地获取目标资源。此外，Mashup 技术对信息

到 1＋1＞2 的效果 。基于 Mashup 技术的聚合信息

的管理方式是集中式的，针对某一主题或任务建立

数据库能够为读者提供集中的有联系的资源，提高

起的信息集合，在规模上来说，是对原有数据资源

了信息资源的质量与利用效率。

体系的重新排序，无形中扩大了资源库和服务平台

1.2 有利于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的规模，形成了大型的社会服务平台，深化了平台

基于 Mashup 技术的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共享
体系是无中介的，是通过网络联合直接实现信息分

内资源的开发。
2.3 聚合方式

享的流程，数据价值直接被传递、共建和共享。为了

数字图书馆利用 Mashup 技术构建开放式的资

适应读者用户日趋多元化的信息需求，数字图书馆

源共建共享系统，其实现方式建立在跨界融合、跨

开始突破传统的封闭式的馆藏资源构建，创新共享

资源库融合的基础上，参与进来的机构应该同意公

的分布式构建方式，融合网络上其他的数字资源

布自己的接口应用程序，实现服务共享，统一数据

库，充分发挥开放性网络平台的优势，丰富数据库内

资源库的糅合方式。这就需要机构之间进行有效地

[3]

容与覆盖面，进而达到资源共建共享的目的 。

协商与沟通，避免一方机构保密而另一方机构开放

1.3 有利于提高用户参与度

的情况出现。Mashup 技术以互动交流性强为特点，

Mashup 技术以聚合为核心，以较强的交互性为

如果共享接口的糅合方式无法实现，那对于数字图

特点，其应用基础是开放的互联网络环境，这就决

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系统的建设来说将会是一个

定了资源库之间是可以整合的。同样，也决定了资

瓶颈，实际上，共建共享带来的益处远比弊端要多，

源的输出并非单向的，双向互动为读者的反馈提供

打破信息壁垒、共享应用程序接口能够高效地促进

了渠道，读者的资源获取不再是被动的个体行为，

信息融合，充分发挥数据资源库的优势与价值[5]。

而是允许读者与图书馆交流、读者与读者间交流的

3

[4]

Mashup 技术在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共享系统中

全新模式，即思维间的互联 。由此，基于 Mashup

的应用

技术的数字图书馆的延伸服务，就能够激发读者的

3.1

参与积极性，提高读者参与度，读者的积极参与反

系统设计

作用于馆藏资源的建设，推动资源共建共享进程。
2

基于 Mashup 技术的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共享系

基于 Mashup 技术的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共享
Mashup 技术是从分散的站点获取信息资源组成

新的网络聚合模式，它充分利用了外部条件，打破

统构建要素

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已有的格局，融合外部数据源

2.1 整合方式

检索内容，以创造新的资源共享数据库。基于

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共建共享的基础是信息的

Mashup 技术的数字图书馆资源共享的应用是建立在

多主体数据协同，Mashup 技术可以实现多处分散的

数据整合基础上，利用信息技术和相关应用软件，

数据资源的有效整合，其中，包括对规范的元数据

将离散分布的资源整合形成高效信息集成服务环境

整合、数字对象加工，以及接口规范、统一门户资

的过程，这与传统意义上的资源共享不同，不是单

源建设规范等。数字图书馆要对异构数据资源进行

一的资源交换或叠加的过程，而是围绕开放性接口

标准化处理，才能消除异构数据的共享障碍，提高

开展深度合作，是信息资源的有规律性重新组合与

数据共享的效率。为有效支持数字图书馆馆藏数据

排序。换言之，Mashup 技术可以使数字图书馆与任

资源的跨系统协同，还要采用标准的数据转换协议

何有合作意愿的机构或个人开展跨领域的合作，充

与存储体系。因此，数据整合是基于 Mashup 技术

分应用彼此的资源优势，完善目标主题下的资源链

的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共享系统构建的基础工作。

构建。

2.2 平台建设

3.2 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共享系统的合作主体

Mashup 技术在实现信息聚集的基础上，通过整

数字图书馆应用 Mashup 技术进行馆藏资源共

合资源库，形成服务广泛的资源共享网络平台，这

享系统建设，按照合作主体划分，可大致分为两大

就需要网络平台内的成员彼此配合、相互促进，即

类：第一类是与已有数据库进行合作，如超星电子

无论是数字图书馆自有的数据库，还是网络上的数

图书馆、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知

据库或商用数据库，需要允许对方通过接口进入，

网）、读秀学术检索网等，数字图书馆将接口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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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专业性强的数据库相互开放，即与其产生关联，

词条。即，读者在通过搜索引擎检索时，可以关联

那么读者在检索过程中，可以围绕检索关键词进行

到数字图书馆，获取数字图书馆的馆藏资源。

大范围的搜索，在此过程中生成了临时资源共享系

3.3

统，保证读者知识获取的全面性和有效性。简言

系统应用程序

基于 Mashup 技术的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共享

之，读者只需在数字图书馆检索页面进行关键词搜

Mashup 技术将来自 2 个或 2 个以上的数据源进

索，即可获得应用 Mashup 技术聚合起来的相关资

行重组糅合，创造出更加增值的信息服务，这又被

源。第二类则是数字图书馆应用 Mashup 技术集成

称为混搭价值。一般来说，这种混搭价值在跨机构

网络信息的合作，也就是合作主体并非已有数据

领域更加被凸显出来。通常来说，一个完整的

库，而是零散的网络资源，在读者进行检索时，搜

Mashup 技术应用程序由 3 个层级构成（见图 1），

索范围不局限于数据库中，也包括互联网上的相关

即用户层、应用层与数据层。

用

资源检索，资源下载，个性化资源推荐，

户

图书浏览，教学视频查询

层

应

检索窗口，检索方式，检索类型，

用

资源来源，资源类别，资源检索频次

层

资源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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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 Mashup 技术的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共享系统应用程序框架

本文主要探讨数据层的建设。基于 Mashup 技
术的数据层的特点表现为可随时调取外部信息系统

化与多样化阅读需求而主动采取的转变措施。
4.1 多站点搭建

提供的数据。通过图 1 可以看出，不同机构通过接

数字图书馆在进行馆藏资源共享系统建设过程

入共同的 API 接口，实现了开放资源获取的外部条

中，可以采用多站点搭建的方式，通过批量的数据

件，通过进一步的资源融合为图书馆的资源共享奠

导入、新建与收割聚合，将不同格式的馆藏数据分

定基础。读者在进行检索时，则根据资源类型、来

类保存到后台的数据库中，形成庞大的馆藏资源共

源等标准项进行排序，并最终输出成果，由读者阅

享系统。基于 Mashup 的数据糅合技术，也可以对

读或下载，形成完整的资源共享流程。

读者用户信息进行整合与共享，读者只需一次注

4

册，即可在任意站点进行登录和资源的检索操作，

基于 Mashup 技术的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共享系

统的构建策略

数字图书馆将读者的注册信息纳入 Mashup 系统库

基于 Mashup 技术的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共享

中，读者就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在共享数据系统中对

系统的建设是图书馆应对日新月异的信息化时代的

目标资源进行全面搜索，数字图书馆将检索结果以

积极变革，是以读者用户为中心、为满足读者个性

一定的格式发布出来。多站点搭建的策略提高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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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用户使用所有网站资源的便捷性，也促进了馆藏

数量确定可视化空间的大小与数据资源结构布局。

资源的流通。

总之，数字图书馆要充分应用 Mashup 技术将分布

4.2 使用 API 接口

在不同环境下的异构资源进行糅合，结合自身的技

Mashup 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

术优势和专业特点，并进一步根据读者用户的实际

资源共享系统成员同意对方接入应用接口，这就需

需求，选择合适的数据资源糅合方式，开发出全新

要各参与机构在接口方面也达成一致，允许自己的

的信息服务门户。

接口随时被他方调用，以保证资源的实时共享和互

5 小结

通。很多主要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已经提供了相关

数字图书馆只有抓住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机

API 接口，对外公开部分开放的数字资源。数字图

遇，开发出更灵活的信息资源服务方式，才能满足

书馆同样也可以使用 API 接口实现与其资源共享，

读者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虽然 Mashup 技术在数

以丰富自身馆藏数据，为 Mashup 技术混搭资源共

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共享系统构建中的应用还比较简

享系统提供丰富的数据来源。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

单，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这种方式必

共享系统可以利用自编的超级文本预处理语言 PHP

将与数据挖掘等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应用于更深层

程序调用与其接入的 API 接口，应用其权限挖掘网

次的数据开发工作中，促进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页信息，实现资源的自动下载与预览，将 Mashup

进一步为读者提供更加多元化的精准的信息服务。

技术资源糅合的优势有效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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