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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体系构建的层次与结构，围绕知识组织系统的构建与管理、知识组织系统的互操

作、知识组织系统的存储与管理、语义元数据的生成系统４个组成部分，选取相关的开源软件，对每一结构在数字图
书馆知识组织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进行说明，并对数字图书馆的知识组织体系的构建提出最佳实践和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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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体系

　　从目前数字图书馆的现状来看，通常关注两个焦点：数字化馆藏（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与服务设施（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用户（Ｕｓ
ｅｒｓ）与使用（Ｕｓｅｓ）。然而普遍忽视了一组重要的结构—知识组织系统，即用于对知识结构进行系统化描述、解释
和说明，支持数字图书馆馆藏发展实现有序化、知识化的组织和管理的过程，进而实现知识抽取、知识发现、知识

发掘、知识建模与可视化等应用［１］。从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来看，随着人类信息环境向网络平台的迁移，需要相应

的语义工具实施对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实现对网络资源的深度挖掘和智能利用，构建一个数据交换与集成、知

识化利用与管理的基础环境，需要新的信息组织机制的支持［２］。因此，如何在数字图书馆结构中融入知识组织系

统，是数字图书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命题。ＶｉｐｕｌＫａｓｈｙａｐ在 Ｔｈ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Ｗｅｂ：ＴｈｅＮｅｘ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
ｙ？［３］中图示了数字图书馆中知识组织系统的过程，如图１所示。数字图书馆中的知识组织与管理，是围绕知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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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系统，包括传统知识组织工具和网络知识组织系统

来实现的，其中包括两大层面：知识组织系统本身的构

建、组织、管理和维护；基于知识组织系统，描述数字资

源内容的语义元数据的生成。在构建和实现上应包括

几个方面：知识组织系统的构建与管理、知识组织系统

的互操作、语义元数据的生成及知识组织系统的存储

与管理。

图１　数字图书馆的知识组织［３］

　　本文将围绕以上４个结构，通过相关开源软件的
介绍，对每一结构在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过程中的功

能和作用进行说明，拟对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体系的

构建提出最佳实践和应用说明。

２　知识组织系统的构建与管理

２．１　受控词表构建与管理系统
　　受控词表的构建与管理系统，也称为词表管理系
统，其功能和任务主要包括：传统知识组织工具的构建

和管理，如分类法、主题词表、叙词表、标题表等的创

建、编辑、查询、更新、维护等；知识组织工具的交换与

共享，如标准化的输入和输出等。早期的词表软件注

重词表结构的构建和编辑功能的完善，随着网络和数

字图书馆的发展，词表管理软件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

注重不同知识组织工具间的交互和互操作的支持，以

从不同的层次实现信息的一致性和有序化控制；强调

软件架构的开放性与集成能力，以扩展和强化知识组

织工具在数字图书馆中的作用［４，５］。

　　ＴｅｍａＴｒｅｓ是一款开源的、基于 ＰＨＰ和 ＭｙＳＱＬ的
Ｗｅｂ词表管理软件。从词表结构的定义能力来看，Ｔｅ
ｍａＴｒｅｓ构建款目数量、等级层次和交替款目的数量都
没有限制，提供了款目词的范围注释、历史沿革注释和

使用注释；从一致性控制能力来看，支持多种词间关系

的构建，包括：等级关系（ＮＴ／ＢＴ），等同关系（ＵＦ）和相
关关系（ＲＴ），并具有去重控制功能；在词表的显示方
面，支持等级层次显示和字顺列表显示，并可在一屏中

显示多级等级层次，具有款目词的全文检索功能和等

级浏览功能；ＴｅｍａＴｒｅｓ的数据输出能力比较突出，可以
多种格式导出整个词表，包括：基于 ＸＭＬ的 Ｚｔｈｅｓ，基
于ＲＤＦ的ＳＫＯＳ－ＣＯＲＥ，基于 ＴｏｐｉｃＭａｐ的 ＸＴＭ１．０，
支持的元数据格式包括 ＤｕｂｌｉｎＣｏｒｅ和 ＭＯＤＳ；Ｔｅｍ
ａＴｒｅｓ支持多语种界面，包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
萄牙语、德语等。ＴｅｍａＴｒｅｓ还开始注重不同词表互操
作方面的支持，最新版本增加了对不同词表映射方面

的功能。

图２　ＤＯＴＥＩＮＥ项目的生物学词表管理［６］

　　ＴｅｍａＴｒｅｓ具有词表管理软件的基本功能，简单易
用，加之出色的数据输出和多语言能力，促进了其应用

的推广。西班牙 ＤＯＴＥＩＮＥ项目［６］采用和整合了四个

词表，包括生物、语言文学、法律和内容分析词表，全部

利用ＴｅｍａＴｒｅｓ对上述词表进行构建和管理，以支持项
目内容中的标引、检索和组织等功能，图２所示为其中
的生物学词表的部分展示，类目间的关系包括等级、等

同和相关关系。英国哥伦比亚医学和环境教育研究中

心、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纸本和图像部、英国ＵＫＡＴ项目
等都利用该软件进行相关词表的构建和管理。

２．２　本体的构建管理系统
　　Ｐｒｏｔéｇé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开发的本体编辑器，
也是基于知识的编辑器，是基于 Ｊａｖａ开发的一个开源
项目，知名度很高，应用非常广泛［７］；ＫＡＯＮ是德国卡
尔斯鲁厄大学开发的本体构建工具，也是基于 Ｊａｖａ的
开源软件，它们都用于本体的创建、编辑、浏览和检索。

由于Ｐｒｏｔéｇé的相关介绍文献非常多，文献［８］专门比
较Ｐｒｏｔéｇé与ＫＡＯＮ的功能，本文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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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受控词表的互操作

　　词表互操作是指不同类型、结构和语种词表之间
的集成、整合和兼容。不同的词表在显示概念关系的

强弱和对自然语言的控制程度方面各不相同，其应用

和作用的范围也不同，因此在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体

系的构建过程中，往往采用不同类型、结构、语种和跨

领域的多种词表，需要利用相应的软件工具来消除不

同词表在语法、结构和语义方面的异构特性。目前受

控词表互操作软件主要通过不同词表概念之间关联及

关联关系的确定，来实现不同词表之间的集成和兼容。

　　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ｒ是一款基于 Ｊａｖａ的开源软件，它首先
是一款词表管理软件，可管理、维护基于 ＳＫＯＳ格式的
词表，它在互操作方面有突出性能，本文将其归类为互

操作软件进行介绍。

　　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ｒ具有实现不同词表间自动关联的构建
功能，这种关联机制建立在２００５年Ｎｏｇｕｅｒａｓ和 Ｚａｒａｚａ
ｇａ所提出的方法之上，是一种不受人工监控，在不分析
语境的情况下运用的算法。它利用了一个启发式投票

算法来为词表中的每个概念选择概念核心中的语义最

匹配的词汇。在这个工具中，概念核心是 ＷｏｒｄＮｅｔ词
汇数据库。ＷｏｒｄＮｅｔ是一个大规模的英文数据库，划
分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为可认知的同义词，每一个

词表达一个不同的概念。这些同义词集通过语义概念

和词汇关系相关联。

　　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ｒ提供了一个独立功能模块，用于关联
词表概念，该功能在 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ｒ进行 ＳＫＯＳ词表导入
时执行，返回所导入的词表概念与概念核心的关联和

映射关系。ＳＫＯＳ映射主要基于以下几种关系类型：精
确匹配（ｍａｐ：ｅｘａｃｔＭａｔｃｈ）、大部分匹配（ｍａｐ：ｍａｊｏｒＭａ
ｔｃｈ）、小部分匹配（ｍａｐ：ｍｉｎｏｒＭａｔｃｈ），来表明两个概念
间的相关程度。相关关系程度为１００％时，映射为精
确匹配，假设关联算法不能确立映射程度是１００％，即
非精确匹配的情况下，只有大于和小于两种匹配属性

可用。这个算法为每个概念返回一系列可能的与词汇

数据库的映射相关程度，按相关程度的高低进行从高

到低的排列，相关度最高的为大部分匹配，其余的为小

部分匹配。为了存储可能的相关关系，在ＴＨＭａｎｇｅｒ的
存储管理中，ＳＫＯＳ映射需扩展增加一个空的节点用于
记录映射的计算结果即可靠度。此外，如想知道哪个

词表中的哪个概念与概念核心中的概念相等，可利用

互斥的两个关系：大部分匹配和小部分匹配。如图３
所示，ＧＥＭＥＴ词表中的第３４０个概念 ａｌｌｏｙ与 ＷｏｒｄＮｅｔ
的第 １３７５１４７４个概念 ａｌｌｏｙ，ｍｅｔａｌ的可靠度为
９１．０００７％，而同时不相关概念也可以找到，即可靠度
为８．９９２％［９］。

图３　ＳＫＯＳ映射［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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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语义元数据的生成

　　描述资源的元数据可分为形式性描述和内容描述
两种，其中描述资源内容的元数据，揭示了资源的学科

归属、主题特征等，是资源知识组织和发现的重要依

据，被称为语义元数据，语义元数据是数字图书馆按知

识属性和知识特征实现知识管理和知识发现的基石。

语义元数据的生成可以通过人工标引来实现，如对于

学术性文献，作者在出版时自行提供关键词来揭示其

内容特征；在图书馆通常由专业人员根据受控词表对

文献进行标引；对于数字资源，可通过所谓的内容标签

来实现对信息的语义获取。在数字图书馆环境下，面

对资源的迅猛发展，单纯的手工标引无法应对海量资

源的内容揭示，更无法实现及时、动态、准确地反映资

源的内在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两种技术解决路线：

一方面是利用机器实现自动或半自动抽取文献内容，

以提高标引效率，应对海量资源；另一方面，利用网络

协同、发挥大众力量的自助标引系统也从一定程度上

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法。

４．１　关键词自动标引软件－ＫＥＡ软件
　　ＫＥＡ为新西兰数字图书馆项目研制的开源软件，
用于对文献进行主题词自动标引，既可用于自由标引，

也可用于基于ＳＫＯＳ格式的受控词表的标引。其工作
流程如图４所示［１０］：

图４　ＫＥＡ的工作流程［１０］

　　（１）确认候选词。首先，对文本进行连续抽词和
语法处理，即过滤停用词，再根据词根工具进行分词，

将切分后的单词按字母进行排序，得到待验词组

（ＰｓｅｕｄｏＰｈｒａｓｅ）。例如“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ｈｅａｌ

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和 “ｔｈｅｓ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ａｒｅｖｅｒ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得到同一个待验词组 “ａｌ
ｇｏｒｉｔｈｍｅｆｆｉｃｉ”。其次进行语义方面的处理，将该词组
与受控词表进行匹配，如果受控词表定义了叙词和非

叙词之间的等同关系，则以叙词替代非叙词。

　　（２）计算候选词的权值，包括四个指标。“ＴＦ×
ＩＤＦ”用于对比候选词在特定文献中出现的频次与该词
的一般出现频次，以测算该词对文献主题的专指程度；

“首次出现位置”计算候选词在文献中出现位置与文

献总长的比例，出现在文献开始或结束部分的词相对

比较重要；“词长”用于计算组成候选词组的单词个

数，通过实验，一般选用的主题词长度为２个单词，而
农业方面的文献多为１个单词。“节点深度”对比候选
词在词表中与其它词语义关联的丰富程度以及与其它

候选词的关联程度，例如一个词有一个上位词和４个
相关词，则其关联深度为５，深度越高，被选为正式用
词的可能性越高。

　　（３）构建模型。将人工标引的文献主题词作为训
练集，将候选词与其进行比对，符合人工标引结果的作

为正集，不符合的作为反集，通过计算的候选词权值，

设计出相应的计算模型。

　　（４）对需标引的新文献按模型进行计算，得出标
引词；对用于训练的新文献进入训练集中用于计

算［１１］。

　　目前，ＫＥＡ软件已应用于基于农业叙词表（ＦＡＯ’ｓ
Ａｇｒｏｖｏｃ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医学主题词表（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ｅａｄｉｎｇｓ）和高能物理叙词表（ＨｉｇｈＥｎｅｒｇｙＰｈｙｓｉｃｓＴｈｅ
ｓａｕｒｕｓ）的自动标引［１２］。

４．２　元数据自动生成软件－ｌｉｂｉＶｉａＭｅｔａｄａｔａ软件
　　ｉＶｉａ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的 ＮＳＤＬ科学图
书馆项目研制的开源软件库，由一系列软件组成，其中

ｌｉｂｉＶｉａＭｅｔａｄａｔａ软件用于 ＨＴＭＬ、ＰＤＦ等格式文献的描
述性元数据自动抽取，该软件应用了大量的文本自动

抽取和分类聚类技术，目前可自动生成以下元数据：题

名、作者、出版者、载体类型、语种、关键词、分类（美国

国会分类法、ＩＮＦＯＭＩＮＥ分类法）、文摘等。本文对其
中语义元数据的生成进行介绍。

　　关键词自动分配算法从两个数据源中合并数据，
生成最终的关键词，返回的关键词数量由配置文件设

定。假设返回数为Ｎ＝１０：

ＤＬＩＢ＆ＯＳＳ２００９论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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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从 ＨＴＭＬ标签中提取名称为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ｂｊｅｃｔ，ｄｃ：

ｓｕｂｊｅｃｔ或上述这些词复数形式的数据；

　　②利用 Ｋｅｉｔｈ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ｓ’关键词识别和抽取算法

ＰｈｒａｓｅＲａｔｅ算法从文献中抽取Ｐ＝２Ｎ个关键词；

　　③对上述两个数据源进行格式化处理如一致字符集、压

缩空格、去除停用词等；

　　④对每个词组进行打分，出现在 ＭＥＴＡ标签中，加１．０

分；出现在ＰｈｒａｓｅＲａｔｅ算法输出中的关键词，加（Ｐ＋１－Ｒ）／

（Ｐ＋１）分，Ｒ为ＰｈｒａｓｅＲａｔｅ算法结果中的排序；关键词字母

数为Ｌ，加Ｌ／１００００００分，按得分从高到低排列；

　　⑤选取得分最高的Ｎ个关键词。

　　这种算法确保两个数据源中都出现的关键词得分
最高，其次是仅出现在ＭＥＴＡ中的关键词，最后是仅出
现在ＰｈｒａｓｅＲａｔｅ中的关键词。
　　自动分类算法利用一个两元分类器依据分类法确
定属于或不属于某一个类，包括两大步骤：训练和分

类。训练处理程序每周自动进行一次，分类处理程序

则由任务要求动态调用。训练过程主要是构建一个类

目分类器的训练集，每一个分类标识是一个两元标识，

确定属于某一个类或不属于某一个类。训练数据来自

ＩＮＦＯＭＩＮＥ描述Ｗｅｂ页全文数据的记录。每一个类分
别构建自己的训练集，每一个必须有至少１０００正集
和负集训练例子，否则类目将被忽略，如最小的类目

“文化多样性”经常会被忽略。一旦训练集建立完成，

分类器就可按训练数据进行训练，得出计算模型，对新

文献进行自动分类［１３］。

４．３　大众标注软件－ＦｒｅｅＴＡＧ
　　大众标注（Ｆｌｏｋｓｏｎｏｍｙ）是一种使用用户自由选择
的关键词对网站、网页、ＷｅｂＢｌｏｇ等数字资源的内容，
通过协同方式，进行分类和内容标识的行为，这些关键

词一般称为标签（Ｔａｇ）。该方法是大众自发的用标签
对网络信息标识和共享的过程，在数字图书馆环境下，

是应对海量数字资源及其迅猛增长，有效生产语义元

数据的重要解决方案。与大众标注相关的开源项目非

常多，如 Ｃｏｎｎｏｔｅａ、Ｄｅｌ．ｉｒｉｏ．ｕｓ、ＦｒｅｅＴＡＧ、Ｓｅｒｅｎｄｉｐｉｔｙ、
Ｐｌｉｇｇ、Ｓｃｕｔｔｌｅ等。
　　ＦｒｅｅＴＡＧ是一个简单的标注和大众分类软件，可
内嵌于基于ＭｙＳＱＬ＋ＰＨＰ的应用系统中。它允许在已
知的数据库模式中创建标签，通过强壮的 ＡＰＩ接口获
取和管理这些标签。除了创建和管理标签的基本功能

之外，ＦｒｅｅＴＡＧ还具有一些高级功能，例如检索最新被

标注的对象；检索指定标签的相似标签；检索指定被标

注对象的相似对象。这个软件的执行非常简单、透明，

能适应各种平台，可作为聚类、语义挖掘等应用的前端

工作程序。

　　大众标注的准确率一直被认为远远逊色于人工标
引或基于受控词表的标引，表 １为 ＰｕｂＭｅｄ文献运用
ＦｒｅｅＴＡＧ、分词技术和 ｒｏｄＮｅｔ不同技术方法，利用相同
标签进行同一集合文献检索的返回文献数量（Ｒｅｃａｌｌ）
对比。事实上，在专业文献领域，大众标注的检索命中

量虽略低于其它方法，但仍能够达到比较高的准确

率［１４，１５］。

表１　不同技术方法检索结果对比［１４］

标签
返回资源数量

ＦｒｅｅＴＡＧ Ｓｔｅｍｍｉｎｇ ＷｏｒｄＮｅｔ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４２０ ４２０ ４６８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５１６ ５１６ ９８７
ＤＮＡ ４５２ ４５５ １０２３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１１８７ １４３９ １６１７
Ｈ５Ｎ１ ９３７ ９３８ ９５８
ＨＩＶ １５０７ １５０７ １８４５

５　知识组织系统的存储与管理

　　知识组织系统的存储与管理通常有多种模式，以
传统知识组织工具来说，主要有文件系统存储管理模

式，如上述提到 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ｒ软件可对基于 ＳＫＯＳ格式
的词表文件进行管理，以及数据库存储管理模式，如上

述介绍的ＴｅｍａＴｒｅｓ使用 ＭｙＳＱＬ数据库进行存储和管
理。但对于本体等高级知识组织系统，文件系统模式

效率低，很难适应数据量较大的情况，只适用规模比较

小的本体。使用数据库模式也有相应的问题，例如，如

果使用基于类的建表模式，为本体中的每个类都创建

一张单独的表，表名为类名，表中的列为类的属性，每

张表就是一个类，该模式结构清晰，而且最大的优点是

能够高效的查询一个或一组实例的属性值。但是很难

适应本体动态变化的情况，随着本体中类或者属性的

变化，表结构都要随着变化；如果使用基于属性的建表

模式，为本体中的每个属性创建一张单独的表，表名为

属性名，每张表都只包含两个列，分别代表 ＲＤＦ三元
组中的Ｓｕｂｊｅｃｔ和Ｏｂｊｅｃｔ。该模式能够高效处理简单查
询，原因是每个查询需要搜索的表的规模都比较小，但

对于需要涉及很多属性的复杂查询，需要做很多表连

接操作，效率较低。而且，在该模式中查询类的隐含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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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时，需要对所有表进行扫描，查询代价非常高。

　　数字图书馆对高级语义工具，如本体等的存储和
管理，应支持不同的描述语言如 ＲＤＦ（Ｓ）、ＤＡＭＬ＋
ＯＩＬ、ＯＷＬ等，支持本体的查询语言如 ＲＱＬ、ＳｑｕｉｓｈＱＬ、
ＲＤＦＱＬ、ＲＤＦＰａｔｈ、ＯＷＬ－ＱＬ等［１６］。

　　Ｊｅｎａ是由 ＨＰ实验室开发的综合系统，针对 ＲＤＦ
数据管理提出的一个通用的系统框架，它包括了一个

易于面向对象使用操作 ＲＤＦ的 ＡＰＩ，一个 ＡＰＲＲＤＦ／
ＸＭＬ解析器，一个ＲＤＦ／ＸＭＬ输入器，可以使用 ＲＤＱＬ
查询语言，支持 ＤＡＭＬ，有持久稳定的存储能力。Ｊｅｎａ
的存储功能包含有ＡＰＩ的三种执行方式：
　　（１）存储它的数据在主要的存储器中；
　　（２）把数据存储到关系数据库中；
　　（３）用Ｓｌｅｅｐｙｃａｔ软件的开源的植入式数据库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ＤＢ。
　　Ｊｅｎａ框架主要包括：
　　（１）以ＲＤＦ／ＸＭＬ、三元组形式读写ＲＤＦ；
　　（２）支持 ＲＤＦＳ，ＯＷＬ，ＤＡＭＬ＋ＯＩＬ等本体的操
作，Ｊｅｎａ框架包含一个本体子系统（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Ｓｕｂｓｙｓ
ｔｅｍ），它提供的ＡＰＩ允许处理基于ＲＤＦ的本体数据；
　　（３）利用数据库保存数据，Ｊｅｎａ允许将数据存储
到硬盘中，或者是ＯＷＬ文件，或者是关系数据库中；
　　（４）Ｊｅｎａ提供了 ＡＲＱ查询引擎，它实现 ＳＰＡＲＱＬ
查询语言和ＲＤＱＬ，从而支持对模型的查询。另外，查
询引擎与关系数据库相关联，这使得查询存储在关系

数据库中的本体时能够达到更高的效率；

　　（５）Ｊｅｎａ支持基于规则的简单推理，其推理机制
支持将推理器（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ｅａｓｏｎｅｒｓ）导入 Ｊｅｎａ，创建模
型时将推理器与模型关联以实现推理。

　　Ｊｅｎａ提供的接口本质上都是Ｊａｖａ程序，也就是Ｊａ
ｖａ文件经过 Ｊａｖａｃ之后生成的．ｃｌａｓｓ文件。显然，ｃｌａｓｓ
文件并不能提示本体创建使用的语言。为了区别于其

他的表示方法，每种本体语言都有一个自己的框架

（Ｐｒｏｆｉｌｅ），它列出了这种语言使用的类（概念）和属性
的构建方式和 ＵＲＩ。在 Ｊｅｎａ中，框架通过参数的设置
在创建时与本体模型（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Ｍｏｄｅｌ）绑定在一起。
本体模型继承自 Ｊｅｎａ中的 Ｍｏｄｅｌ类。Ｍｏｄｅｌ允许访问
ＲＤＦ数据集合中的陈述（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Ｍｏｄｅｌ对此进
行了扩展，以便支持本体中的各种数据对象：类（Ｃｌａｓ
ｓｅｓ）、属性（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实例（个体，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１７］。

　　开源项目 Ｓｅｓａｍｅ① 针对 ＲＤＦ数据管理提出一个
通用的系统框架，提供了非常开放的ＡＰＩ接口，可以很
方便地集成不同的存储系统，推理引擎以及查询引擎

等。德国 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大学的开源项目 ＫＡＯＮ②（Ｔｈｅ
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Ｗｅｂ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为语
义Ｗｅｂ提供所需的基础本体系统和相关工具，针对基
于本体的上层商业应用需求提供了一个本体的存储、

创建和标识的开放平台。

６　结　语

　　开源软件的开发、共享和利用已成为全球数字图
书馆研究与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活动和实践内容，一些

出色的开源软件，ＤＳｐａｃｅ，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Ｍｙ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ＰＴ
等成为数字图书馆构建的重要工具。如本文开篇所

述，目前研究和关注的重点多为资源和服务、用户与使

用，相比之下，数字图书馆的知识组织与管理的开源工

具和软件还值得大力研究、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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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校图书馆馆员协会推出新网站

　　美国学校图书馆馆员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ＡＡＳＬ）推出一个新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ａｓｌ．ｏｒｇ），用来

展示他们开发的各种优秀的工具和资源，以供学校图书馆媒体专家使用。

　　网站的新特色体现在两个部分，即“标准指南”和“研究统计”，包含了 ＡＡＳＬ最受欢迎的两个资源，分别是“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

ｔｈｅ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Ｌｅａｒｎｅｒ”和“Ｓｃｈｏｏｌ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Ｃｏｕｎｔ！”项目的纵向调查结果。ＡＡＳＬ的高级读者可以通过主页上的快速链接找

到想要的信息，这些高级读者包括会员、家长、学校管理人员和即将成为学校图书馆媒体专家的学生。每一个网页的右边都

有相应的指示引导读者找到ＡＡＳＬＷｅｂＳｉｔｅ中的关键信息，同时主页中也突出显示了ＡＡＳＬ的重要信息和事件。

　　读者还可以在网页中找到其他很多相关信息，如ＡＡＳＬ即将举行的会议和开展的活动、学校图书馆媒体项目工具箱等推

广工具、由各种许可机构提供的重要的专业发展机会，以及ＡＡＳＬ的各种出版物，包括“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Ｌｅａｒｎｅｒ

ｉｎＡｃｔｉｏｎ．”

　　许多经常访问ＡＡＳＬ网站的读者发现他们旧书签有可能会失效，ＡＡＳＬ建议读者利用网页中的搜索功能找到相关信息来

更新这些旧书签，并鼓励他们在碰到意外状况时，通过邮箱 ｍｊａｃｏｂｓｅｎ＠ａｌａ．ｏｒｇ与通信领域专家 ＭｅｌｉｓｓａＪａｃｏｂｓｅｎ先生取得

联系。

　　（相关信息请访问：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ｌａ．ｏｒｇ／ａｌａ／ｎｅｗｓｐｒｅｓｓｃｅｎｔｅｒ／ｎｅｗｓ／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２００９／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９／ａａｓｌｗｅｂｓｉｔｅ．ｃｆｍ。）

（本刊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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