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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网时代的规范控制
*

刘 炜 张春景 夏翠娟

摘 要 图书馆书目控制的理想是“搜罗并整序人类所有知识”，“规范控制”是从图书馆编目工作中发展起

来的一项工作。然而规范控制从来没有很好地实现设计时的初衷，根本原因是思想太超前，而技术不成熟，

又低估了人为执行规则并保证其一致性的难度。当前的语义万维网技术为规范控制提供一种绝好的实现平

台，关联数据技术提供了概念与其表示完全独立的表达模型，可以基于书目信息中的所有属性特征，进行

规范的、基于概念的检索。许多大型机构都在利用新的技术开发和研究规范控制服务，例如美国国会图书

馆的 BIBFＲAME 书目框架格式草案、OCLC 的虚拟国际规范档，以及 Open Authority 项目和 Wikidata 项目等。

这些努力反映了一种发展趋势，图书馆行业数百年积累起来的书目控制经验，如果能充分利用好现代信息

技术所提供的强大工具，不仅能实现过去没有实现的理想，而且能在更大范围内发扬光大。图 4。表 1。参考

文献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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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y Control for the Web

LIU Wei，ZHANG Chunjing ＆ XIA Cuijuan

ABSTＲACT
“Organizing and accessing all kinds of knowledge of mankind”is the ultimate goal for bibliographic con-
trol. Authority control as the major means for bibliographic control，evolved with library cataloguing at the
very beginning. The collection of authority records called authority file is one of MAＲC standard formats.
Authority files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traditional library catalog system. It refers to the preferred value of
headings，and determines the precision ratio of retrieval，and provides an authoritative reference for the fu-
ture cataloging. In order to implement authority control，there must be two elements: a set of cataloguing
rules and a set of authority records which are very essential. So the traditional authority control contains a
set of rules and records to regulate the title，creator and keywords and so on.
Ma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IFLA and national libraries have made great efforts in bib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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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 control for decades and invested enormous labors. A lot of large authority files including millions of
names and vocabularies have been published，which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organizing recorded knowl-
edge. However，authority control has never accomplished the original goal of“Organizing all the knowledge
for the mankind” . There have been different nations with different rules，and a lot of major attributes
without authority controlled values. The defect of manual work and the imperfection of catalogue rules are
the main enemies. But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flaws is that the technology at that time can not provide
the adequate support for the purpose of authority control. The difficulties to achieve a strict consistency in
implementing the cataloging rules have been greatly underestimated.
The nature of authority control is to keep the consistency of bibliographic records. The“description”in-

cluding two procedures: the first is to understand，abstract and conceptualize the properties featured in bib-
liographic objects; the second is to represent the properties with semiotic system such as a kind of written lan-
guage. So the nature of authority control is to construct a relation between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the repre-
sentation. Bibliographic system should provide a authority control mechanism to strictly conform to the consis-
tency of concept representation，and make it independent of people，time or other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 emerging semantic web technology has just provided an excellent platform for authority control. The

Linked Data technology offers an abstract model to separate the concept from its representation. It provides
a capability to search all the attribute fields in bibliographic records as controlled values. Authority files can
be encoded with ＲDF，SKOS or OWL schema. Thus，all cataloguing rules and specific rules ( ＲDA/
AACＲ2) can be encoded with semantic statements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process of authority control.
Ma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re implementing and providing authority control services with semantic

technologies，for example，BIBFＲAME of Library of Congress，VIAF project of OCLC，Open Authority
project，Wikidata project，etc. . These projects reflect a trend that the knowledge organization experiences
of traditional libraries are still valuable for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the internet era. The merits of
bibliographic control in librarianship have contributed a lot to our society in history，and it will be still en-
lightening our civilization with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foster our career to the utmost. 4 figs. 1
tab. 22 refs.
KEY WOＲDS
Authority control. Bibliographic control. Semantic web. Linked data.

1 传统规范控制的困境

规范控制是因图书馆编目而发展起来的一

项工作，是图书馆“书目控制”思想的具体实践

和重要内容，有时也与“书目控制”概念混用，旨

在保障书目系统中重要属性描述的一致性，满

足准确查找、辨识、归类和判定的要求。规范控

制所涉及的书目属性通常有: 人名、机构名、会

议名、连 续 出 版 物 名、图 书 题 名 以 及 主 题 词

等［1］。图书馆在长期的编目实践中对规范控制

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规则和做法，并规定了用来

提供规范控制依据的特殊的 MAＲC 数据，称为

规范记录，大量的规范记录汇集在一起，称为规

范档。高质量的规范控制通过对同名异形进行

归一，对异名同形进行区分，并对词间关系进行

导引指示，为高质量的书目系统提供了必要的

保障。规范控制可以说是图书馆学对知识组织

最为独特的贡献。

然而，长期以来，图书馆界对规范控制的认

023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四十一卷 第二一七期 Vol. 41. No. 217

识基本上是工具、现象层面的，这种认识上的缺

陷，正在成为规范控制利用最新信息技术，并应

用到更广泛相关领域的障碍。从业界对规范控

制的定义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局限，例如

以下定义。

规范控制是指图书馆编目或书目记录中所

使用的保持标目( 个人或团体名称、文献或丛编

题名和主题) 一致性的程序。该程序将规范文

档应用于新增文献并将其加入馆藏［2］。

权威控制是通过使用权威词表 ( 称为权威

档) ，对图书馆目录中或书目记录文件中标目的

一致性( 包括名称、统一题名、连续出版物名和主

题) 进行维护，应用于新记录加入馆藏的过程［3］。

规范控制是为确保标目在检索款目及书目

系统中的唯一性和稳定性而建立、维护、使用规

范款目和规范文档的工作过程［4］。

这些定义是图书馆界非常典型的认识，所描

述的都是为达到检索一致性的目的，在一定历史

条件和技术条件下，通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方

法和手段，其中还沿用了 MAＲC 所代表的磁带数

据文件时代甚至卡片目录时代的许多概念。这

样虽然也确实解释了规范控制，但与具体的技术

紧密结合起来，用具体做法代替了定义，没有说

明为什么，没有抽象出规范控制的实质。

如果仅仅根据上述定义来认识规范控制，

则规范控制就深深打上了 MAＲC 时代的烙印，

越来越陷入人工处理高成本的泥潭中无法自

拔。另外，在规范控制的效率、一致性效果以及

影响面和影响范围等方面不仅无法突围，甚至

难达初衷。尤其是，规范控制无法利用技术进

步带来的全面网络化、智能化、社群化的优势，

更无法应用到图书情报之外的广阔天地。传统

的规范控制不能随当前信息技术进步取得相应

进展，是规范控制面临的最大困境。

那么，规范控制的本质是什么? 如何在各种

技术条件下( 尤其是万维网环境下) 达到一定程

度的一致性? 规范控制的功能需求是什么? 万

维网环境下是否还有可能进行规范控制? 是否

应该有一个“度”? 这是本文将要探讨的内容。

2 规范控制的本质

规范控制的本质是实现基于概念的描述和

匹配。解释这个问题首先要从传统目录发挥功

能的机制说起。

图书馆目录是馆藏的缩影和指代物，是读

者与馆藏资源之间的桥梁。图书馆对馆藏的有

序组织主要体现在其目录体系中。传统图书馆

把卡片目录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创造性地采用

“标目”方式( 即将该属性置于端首) 组织目录体

系( 排序) ，这样一套馆藏可以有多套目录与其

对应，从而提供了针对不同属性( 著者、题名、主
题、分类、机构、会议名、期刊名等) 的不同检索

途径，只需将这个属性作为标目即可。清账造

册是大多数涉及仓储管理的行业都有的技术，

然而只有图书馆的卡片目录，以上述这种方式，

突破了财产清单或查检式目录在排序、互见、多
对多对应方面的局限，非常灵活，这成为图书馆

行业独有的创造。

所有的书目记录都包含三个要素: 标目( 即

检索点) 、书目描述和位置信息。检索点引导读

者找到其所需要的书目记录，书目描述信息让

读者判断是否是其所需要的资源，如果需要则

位置信息提供了获取方式。这是编目工作所需

满足的基本功能需求。

由此可见，“标目”是编目工作中最为重要

的一项工作，直接关系到能否充分、准确揭示馆

藏，能否建立起不同馆藏属性标目之间的关联

关系等，也即关系到目录系统的质量，是一项

“技术活”。规范控制即是对标目的一致性进行

规范工作的总称，主要有两方面的工作。①规

范记录( 规范档) 的编制和维护工作。其中要详

细记录异名同义、同形异义或概念名称之间的

关系等需要规范的信息，最好能与编目系统以

及读者查询系统建立连接，才能更好地发挥规

范数据在编目和查询方面的功能。②编目人员

应用规范档 确 定 正 确 标 目 形 式 的 工 作。原 则

上，理想状态下，这样做之后，应该能够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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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目录体系中，或读者检索时，将同一个作者

的作品归并，将同一个作品的不同版本归并，将

同名的不同作者的作品区分开，将同一主题及

其上下位主题归并在一起，等等，其他属性也以

此类推，从而实现规范控制的“汇集、区分、导

引”的基本功能。

情报检索理论中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任

何语词都是概念的表征。当人们看到狗这种动

物时，在大脑中就建立起狗这个概念，然后通过

“狗”这一文字符号进行表征，这时“狗”就成了

概念的文字标签，即规范词，表示的是概念本

身，而不再是一个自由词。这样就用规范的语

词或符号构造了一个概念空间，在其中所有的

检索都可以认为是概念检索，即知识检索。

规范控制实际上就是这个理论的 一 个 应

用。通过编目人员所编制的规范档 ( 记载了概

念与概念表达———即语词或符号———之间的关

系) 来建立规范的概念空间: 相同的概念有相同

的表达，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表达，关系密切的

概念应该能够用一定的表达明确地描述出它们

的相关关系。传统的规范控制方法希望通过一

整套规则、方法和规范档，建立一种人为的规范

控制机制，应用于编目和检索系统中。如图 1 所

示，当编目人员建立了人名规范档之后，书目系

统就会自动将鲁迅、茅盾、巴金与他们的本名和

其他众多笔名联系起来，这样就能使读者更准

确、全面地检索到想要的文献。

图 1 规范控制的作用机制

3 传统的规范控制为什么不可能成功?

图书馆几乎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搜罗并整

序人类所有知识”为己任，这可以追溯到亚历山

大图书馆。图书馆人经过长期的努力发现，可

以通过编制全球统一书目而达到掌握人类所有

知识的目的。虽然只是目录，但未必不能观照

某一历史时期的全球知识，这是一个可行的权

宜之计。这就是图书馆书目控制的理想。195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对书

目控制的定义是: 从书目的目的出发，控制人类

已出版的全部文献［5］。
从各类编目规则对于编目对象“文献类型”

( GMD) 的定义可以看出这个雄心: 在以印刷资

料为主要知识载体的工业化社会，图书馆的编

目对象几乎是所有的知识产品。GMD 包括的内

容如表 1 所示。

表 1 ISBD 推荐的 GMD［6］

文献类型 英文 GMD 标识 中文 GMD 标识

专著出版物 printed text 印刷文本

古籍( 善本) printed text 印刷文本

连续出版物 printed text 印刷文本

测绘制图资料 cartographic material 测绘资料

乐谱 printed music 印刷乐谱

电子资源 electronic resource 电子资源

图卡 graphic 图卡

全息照片 hologram 全息照片

缩微制品 microform 缩微制品

电影制品 motion picture 电影制品

模型制品 object 模型制品

录音制品 sound recording 录音制品

录像制品 videorecording 录像制品

投影制品 visual projection 投影制品

配套资料 kit 配套资料

多载体 multimedia 多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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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控制有两个层次的基本职能: 了解世

界上总共有多少知识产品; 了解某个图书馆具

体有哪些馆藏，以及如何获得这些馆藏。前者

是宏观上的需求，图书馆的国际性联盟组织( 如

国际图联) 长期致力于此，通过各种“书目控制”

的行业规定和技术手段力图实现这个目的; 后

者是微观上的要求，各国国家图书馆或地区、行
业、专业性的大型图书馆，对本国、本地区或本

领域的图书馆负有责任，这是图书馆保存性职

能的体现，也是图书馆职业的基本要求。要实

现书目控制，前提是要有统一的编目规则和数

据格式( 卡片也可以作为一种记录格式) ，同时

要有一套操作规程，规范控制就是实现书目控

制的必要手段和方法的总称，有时也被当作书

目控制的同义词。要实现规范控制，规则和规

范档是两个必不可少的要素。长期以来，各级

各类图书机构对书目控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

实践，尝试了很多技术，制订和维护了大量的原

则标准和规则规范。

国际图联等各类国际组织和各国的国家图

书馆数十年来在规范控制方面做出很大努力，

投入了巨大的人力成本，数百万条规范名称和

大量规范词表对于书目信息的有序组织起到了

重要作用，使得经过图书馆编目的数据明显比

其他来源的数据更具可信度。

然而规范控制的美好理想，从来没有不折

不扣地实现过，人工进行规范控制的这种业务

模式在信息社会已显得不合时宜。这主要表现

在世界范围内规范控制的标准远未统一且各国

参差不齐，规范控制的标目字段并未实现全覆

盖，规范数据的数量极其有限，质量差强人意，

等等，规范控制应用的一致性程度和深度都没

有达到人们所期望的规模和水平。随着信息爆

炸和知识载体类型的复杂化，规范控制的成本

越来越高，效果得不到体现，性价比不高，全面

实现规范控制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7］。以至于

美国国会图书馆在 2007 年末发布的《书目控制

未来报告》中几乎宣布要放弃承担书目控制的

责任［8］。

相对于图书馆的宏大梦想，图书馆所能支

配和掌握的资源及武器少得可怜。这种反差一

直伴随图书馆成百上千年的历史，直到今天。

起源于卡片目录时代的规范控制思想，大大超

前于卡片目录所能提供的技术手段，因为建立

规范档以及将其应用于编目和检索的复杂过

程，大都需要人工完成，而人是最不可靠的。由

人来制订规则、执行流程、操控机器，不仅效率

极低、成本巨大，而且根本无法保证一致性。在

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的时代，规范控制方

法还一味地模仿卡片目录时代的做法，也成为

其最大的桎梏。

可以总结的原因还有很多，如人们在当时

的认识存在局限，编目原则和编目规则本身有

瑕疵，各国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造成编目实

践的特异，以及执行中存在的大量细节无法详

细规定等。从总体上看，真正的原因其实只有

一个: 思想太超前，而技术尚不成熟，又低估了

人为执行规则并保证其一致性的难度。正是这

个原因造成规范控制在 MAＲC 时代成为“不可

能的任务”。卡片目录时代，图书馆对于知识组

织的领先优势，已经成为其后来跟不上技术进

步潮流的包袱和阻力。

总之，书目控制理论所提出的目标过于庞大

和理想，以卡片目录的管理为核心思想而发展起

来的一整套信息描述和知识组织技术以及工作

流程，远不足以支撑规范控制理想的乌托邦。

4 新技术带来新希望

根据摩尔定律，我们知道近半个多世纪以

来，成本不变的情况下，计算机芯片的集成度一

直呈指数增长，带来计算速度、存储能力和网络

带宽的飞速发展，使我们正来到一个万物互联、
“智慧”无所不在的崭新时代的入口。这个时代

带给图书馆的，将是重新审视如何完成历史赋

予的各项职能。例如，当知识以脱离载体的多

媒体形态四处游荡时，图书馆该如何捕获、处

理、保存、组织和提供它，并传之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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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产业技术革命解放了人类的 体 力 一

样，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极大地拓展人类的脑力。

计算机首先解放了人脑的记忆功能，其次让人

的交流不再只依靠文字这种经过抽象的媒介，

还可以通过视频、音频甚至触觉、味觉 ( 通过各

类传感器) 等更加本源的方式进行。得益于各

类手持设备、可穿戴电脑和物联网，将来以视频

等原始信息进行交流的方式将越来越大行其

道。对图书馆而言，最大的变化是计算机已不

仅仅能够实现将图书先扫描为图片，图片识别

成文字，再对文字进行处理的模式，那样只能进

行字符匹配，实现全文检索，而且可以以语义标

注的方式直接对“知识”进行编码，这样就能进

行知识处理和检索了。这就是说计算机已经能

接管以往只有人类在大脑中才能建立的概念空

间，开始以知识为编码和处理对象，并辅之以逻

辑计算，进而向真正的智慧化挺进了。

现在看起来上述预测似乎还很遥远，但孕

育着这一切的技术有些已经蛰伏了近 20 年，对

于互联网技术而言，20 年已经跨代了。目前万

维网( World Wide Web) 作为互联网技术最成功

的应用，已成为人类从事信息活动的垄断性平

台，移动互联网也是其基本协议的延伸应用，所

有的新技术、新应用、新模式都必须“触网”才可

持续并被最多的人群了解。这其中包括以 ＲDF

和知识本体为代表的语义万维网技术，以社会

性网络、群众智能为代表的 Web 2. 0 技术，以及

大数据、云计算、商业智能技术等。这些技术经

过学术界和产业界的不断打磨，在软硬件和网

络环境的合谋之下，现在终于到达了一个爆发

临界点。在这种背景下，前述规范控制所面临

的技术短板可望得到根本性的克服，MAＲC 时代

的不可能任务有望变成可能。

综上所述，传统编目工作中的规范控制过

程可抽象为从符号体系到概念体系的映射过程

( 见图 2) 。书目系统的建立过程就是应用概念

体系规范符号体系的过程，规范档的建立则是

把符号体系抽象为概念体系的过程［9］，而读者

的检索过程就是在后台用概念体系匹配符号体

系，然后把匹配结果提供给读者的过程。只有

将这一系列过程充分去除人工因素，实现流程

化、自动化，才能保证高效、低成本和准确性，才

能使规范控制可持续并得到拓展。万维网协会

( W3C) 十多年来不断完善语义万维网架构和众

多的标准规范，尤其是用以表达语义的 ＲDF 模

式和它们的 扩 展 ( 如 SKOS、OWL 等 ) ，以 及 以

ＲDF 数据模型为基础的“关联数据”技术等，其

目的正是构建概念化的知识空间，这与规范控制

图 2 规范控制模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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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需求有着完美的契合，如果我们能结合

当前日渐成熟的社会性网络，充分利用众包和

群众智慧提供的信息自我完善机制，并把整个

知识生产的流程纳入元数据语义获取和模型化

的过程中来，规范控制的前景将一片光明。

5 关联数据如何满足规范控制的功能需求?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国际图联为顺应书

目控制应用环境的变化，对图书馆书目数据的

功能需求进行了重新审视，采用计算机领域流

行的实体—属性分析方法，提出了一个颠覆以

往的概念模型，并先后推出了三个功能需求报

告，分别是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 ( FＲBＲ) 、规范

数据的功能需求 ( FＲAD) 和主题规范数据的功

能需 求 ( FＲSAD) ，后 两 个 报 告 直 接 针 对 规 范

控制。

实体—关系分析是构造模型的常用方法。

计算机模拟现实世界必须首先建立模型，对同

一事物，基于不同目的，可以用不同的观察角度

和方法得到不同的模型，也就能解释不同的现

象和因果关系。国际图联的这三个功能需求报

告，都是围绕着第一个 FＲBＲ 报告中提出的书目

数据模型展开的，该模型将与书目数据相关的

实体分为三类，详细分析了这些实体的相关属

性和关系。这三类实体分别是: 第一类书目实

体，有作品、内容表达、载体表现和单件( WEMI)

四种类型，第二类代理 ( agent) 实体，有个人、家

庭和团体三种，第三类为主题实体，包括概念、

实物、事件、地点四个方面。报告提出书目记录

的功能需求( 用户任务) 为查找 ( find) 、辨识 ( i-
dentify) 、选择( select) 和获取( obtain) ，规范数据

( authority data) 的功能需求是查找 ( find) 、辨识

( identify) 、提供情境( contextualize) 和证明 ( jus-
tify) ，而主题规范记录 ( subject authority data) 的

功能需 求 是 查 找 ( find ) 、辨 识 ( identify ) 、选 择

( select) 和探索( explore) ［10］。

国际图联的系列报告把图书馆书目控制带

入了一个新时代，从此人们看待目录的方式与

以往有了很大不同。FＲBＲ 在属性揭示的基础

上纳入立体化的实体—关系分析，厘清了许多

书目属性的隶属关系，更接近真实世界，同时更

易于采用最新的计算机及网络技术进行模拟。

这些功能需求报告所提出的理论很快被业界接

受和采用，体现在许多标准规范中，如作为编目

规则的 ＲDA 和作为 MAＲC 数据格式替代者的

BIBFＲAME( 书目框架) 等。虽然，能否借此成功

将图书馆书目数据带入网络世界尚未可知，但

已经 有 了 很 多 有 益 的 尝 试，OCLC 已 经 将 其

WorldCat 书目数据 FＲBＲ 化，并开发了支持关联

数据服务的 VIAF 规范档系统［11］，美国国会图

书馆也宣布将停用 MAＲC 并启用 BIBFＲAME，

并已把大量的规范词表以关联数据形式发布到

网上［12］。

不论上述系列报告中所提出的具体功能需

求是否精当，或者是否还应该包括更多的需求，

其满足需求的程度直接取决于规范控制的质

量，具体来说，即检索点选择、名称控制、规范记

录的丰富性以及参照引用是否充分及方便快捷

等，而这些方面关联数据技术提供了天然的解

决方案，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 1) 关联数据技术提供了概念独立于其表

示形式的表达模型。可以 UＲI 标识概念，以标

签或名称属性表示各种语言或符号的表达，从

而使“标目”问题得到完美解决，即不需要选择

任何一种优先形式 ( 如鲁迅) 作为标目，标目就

是代表概念的 UＲI，任何同义词符号都可以作为

显示标签而被检索到，系统后台直接进行同一

性处理。当然，为了与传统的规范记录在格式

上兼容，也可以保留首选词( preferred name) 。
( 2) 任何属性都可以作为“检索点”，也都可

以进行规范 控 制。书 目 信 息 中 的 所 有 属 性 特

征，只要有需求，都可以作为“标目”或检索点，

提供规范的、基于概念的检索。当然也可以不

进行词汇控制，采用一般的全文检索、字符匹配

的方式。
( 3) 规范记录( 规范档) 不再是含混不清的

MAＲC 格式，而是可以用清晰记录语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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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DFS 及 其 扩 展 ( 如 SKOS、OWL ) 等 编 码 模 式

( schema) 。例 如，美 国 国 会 图 书 馆 推 出 BIB-
FＲAME，专 设 一 种“规 范 数 据”格 式，就 是 以

ＲDFS 形式表达规范数据，所涉及的概念术语及

各种属性关系、约束关系及取值范围等，均能以

机器可读的方式代码化，包括各类功能需求模

型 ( 如 FＲBＲ/FＲAD/FＲSAD 等) 所规定的各种

关系。
( 4) 万维网的全球一体化环境为分布式规

范控制的自动更新和同步机制提供了很好的平

台。通过 Web 服务，各类参照关系可以跨域整

合和自动服务，实现包括编目和检索过程的各

类功能需求。国际组织和各国的国家图书馆通

力协作，还可以引入社会化众包模式进行规范

档的更新纠错维护，利用大数据分析进行自动

的规范术语获取和推荐等。这些都是 MAＲC 时

代根本无法做到的。

只有这种依靠最新计算机网络技术实现自

动化的管理，才能将各类编目原则和具体规则

( 如 ＲDA/AACＲ2 等) 代码化、语义化，应用并融

合到规范控制的整个过程中去，才有可能克服

人工流程的各种不一致情况，实现规范控制的

最大诉求。

6 万维网规范控制

万维网时代是一个信息严重过剩，而知识

十分稀缺的时代，掌控人类所有知识的书目控

制理想虽然越来越遥不可及，但也绝非应该被

抛弃，反而更加彰显价值，在科研、教育、生产等

领域更应得到重视。

对于历史上已经出版的文献，已有 OCLC 这

类国际机构以及世界各国的国家图书馆实现了

基本的书目控制。当前最大的任务，是将这些

书目信息向万维网迁移，使之成为人们随时可

用的参考，这就需要为书目数据制订新的、适应

互联网时代的格式和交换标准。目前，OCLC 针

对 WorldCat 这一全球联合的书目数据库研发出

符合 Schema. org 规范的书目数据扩展格式，能

够将书目信息以 ＲDF 形式嵌入到网页中，从而

能被搜索引擎所收割和识别。OCLC 还联合美

国国会图书馆等机构，研发了规范档的关联数

据服务虚拟国际规范档( Virtual International Au-
thority File，VIAF) 。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也开

发了符合关联数据规范的 BIBFＲAME 书目数据

格式，其中规范数据是其四种数据类型之一。

此外，还有大英图书馆、德国国家图书馆等一大

批国家图书馆都将自己的国家书目发布成了关

联数据。这些新的数据规范一方面充分考虑与

过去的 MAＲC 数据兼容，保证书目数据的语义

内容能够迁移到新的系统中，另一方面也为未

来的书目控制探索了可行的技术方案。

对于万维网时代“原生”的“文献”如何进行

“书目控制”，除了国际图联的一些报告，或学者

的论文之外，并无系统的研究。万维网时代“文

献”的概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按照“文献是记录

有知识的一切载体”［13］的经典定义，它在数字时

代可以以任何形式和媒体形态呈现，其负载的内

容和载体可以完全分离，甚至“碎片”化、“数据”

化了，它还可以同时呈现于用户的任何终端设备

上。“书目”的含义也随之发生改变，可以是对任

何知识单元的描述，并且不局限于图书馆行业，

至少包括博物馆、美术馆、档案馆等在内的所有

“记忆机构”都有类似的“书目控制”需求。

这些变化一方面使得“书目控制”的数量有

了很大增长，内容类型也大大超出以前的范围;

另一方面值得进行书目控制的内容在知识总产

出中所占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小，大量的知识产

出由于各种原因不需要或无法进行“控制”，图

书馆的书目控制距离涵盖所有知识载体类型的

梦想将会越来越远。不严格地说，搜索引擎才

是目前互联网信息的最大“控制”者，虽然目前

它只具备少量的规范控制功能，但语义万维网

技术正在使搜索引擎能够索引知识，谷歌的知

识图谱 ( Knowledge Graph) 、Wolfram Alpha［14］ 等

就预示着这个发展方向。

因此，未来的书目控制将只能存在于某些

特定的、有规范控制需求的领域，例如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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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工程管理、社会运行、产业经济、教育媒体

等，这些领域需要通过付出额外的人力和其他

成本来获取一定的有序性，要求越高，成本越

大。类似化学文摘社( CAS) 这样的基于知识的

规范控制，永远是有需要的，只是它主要由人工

来完成标引加工的业务模式会发生变化。将来

大多数的元数据加工和规范控制工作应该无需

专门的编目人员去做，规范信息将越来越多地

能够伴随知识的生产、流转等生命周期过程中，

由软件或系统自动生成和附加。

语义万维网技术为万维网时代的规范控制

提供了原生的解决方案，但如何做却主要不是

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管理和决策问题，不同的应

用领域有不同的需求，资源情况和业务流程也

不一样，因此也决定了不同的实施成本，这就带

来一个规范控制的“度”的问题，不是说越严格

的规范控制就越好，科研成果和文学作品的要

求肯定是不一样的，虽然双方都很关注责任者

的标注，但在内容揭示方面，对于前者显然希望

更准确 地 揭 示 ( 如 前 面 列 举 的 化 学 文 摘 的 例

子) ，而对于后者，如果我们希望把文学作品里

的双关、反讽、隐喻、幽默以及话里有话也标注

出来的话，显然失去了欣赏的意义。

从技术的角度，Burners － Lee 提出的关联数

据四原则和五星级标准［15］提供了规范控制严格

程度的参考; 从书目控制角度，规范档的丰富程

度也决定了规范控制的“高级”程度。然而，总

体上万维网环境下的规范控制只能追求合适，

无法追求完美。评价是否合适主要是以能否满

足需求为标准，即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规范控

制在特定领域的功能需求，如前述国际图联功

能需求研究报告中总结的查找、辨识、提供情

境、证明、选择和探索等，以及更多的本地需求。

需要选择哪些属性做规范 ( 即标目) ，以及是选

择控制词表的方式进行严格规范，还是仅仅定

义属性元素的定义域和值域，以及数据类型或

数据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可以由具体应用来决

定。这些其实就是 MAＲC 规范档中所记录的内

容，一旦决定，都可以以 ＲDFS 方式进行形式化

编码，使机器可读、可校验甚至可解析参考。

7 一些实例

把书目数据的揭示和服务迁移到互 联 网

上，是近 20 年来图书馆界探索得最多的主题，

其中以 美 国 国 会 图 书 馆 于 2012 年 底 推 出 的

BIBFＲAME 书目框架格式草案和 OCLC 虚拟国

际规范档的尝试最为著名，且影响深远。然而

仅多一种兼容过去的书目数据格式是没有意

义的。
( 1)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 BIBFＲAME Authority

规范数据格式

书目框架( BIBFＲAME) 是美国国会图书馆

于 2011 年启动的一项研究计划，它的目的是开

发一种“适 应 未 来 需 求”的 书 目 数 据 格 式，即

BIBFＲAME，逐步取代 MAＲC，使书目数据在万

维网上被方便地发布和共享。该格式应用了关

联数据技术，能够对图书馆及相似机构的各类

馆藏资 源 进 行 描 述 和 编 码，规 范 数 据 是 BIB-
FＲAME 四种数据类型之一( 其他三个分别是作

品、实例和注释) ［16］。

书目框架定义的规范数据格式并非要取代

其他的规范控制方法，而是作为一种容器，提供

一个轻型的抽象层，使规范控制在万维网环境

下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它既要实现传统规范

控制对作品、实例及其相关的作者 ( 人物及角

色) 、机构、主题、事件等要素的规范功能，兼容

传统的 MAＲC 规范档数据，又有许多新的网络

化特点，如支持向其他规范数据服务 ( 例如 VI-
AF 或 DBPedia) 的外链、支持规范档的编码描述

以及对数据的属性取值提供自动的链接解析校

验等。BIBFＲAME 的规范控制定义了四个子类:

代理( agent) 、地点( place) 、时间( temporal) 和主

题( topic) ，并对它们的编码做出了具体规定( 见

图 3) ，MAＲC 规范记录中的属性描述基本上都能

转换成书目框架的 ＲDF 陈述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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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BIBFＲAME 规范控制模型

( 2) OCLC 的虚拟国际规范档( VIAF)

VIAF 是美国国会图书馆 ( LoC) 、德国国家

图书馆( DNB) 和 OCLC 于 1998 年发起的一个规

范数据服务研究项目，2007 年法国国家图书馆

加入，2012 年成为 OCLC 的一项服务。VIAF 利

用了关联数据技术，将各国国家图书馆的规范

名称数据集成在一起，提供全球范围的规范数

据服务。至 2014 年 7 月，其成员已发展到 29 个

国家 34 个机构，包含了来自 30 个国家的 35 个

图书馆的数据，还在不断接收新的成员。

虽然分布式计算并不要求数据集中存储，

但 VIAF 这种将各成员馆规范数据整合在一起

的做法，无疑有利于项目实施和统一管理。互

联网环境下非常需要规范数据的统一服务，这

对于全球图书馆的数据加工，以及图书馆数据

面向整 个 互 联 网 的 开 放 存 取 都 有 巨 大 好 处。
OCLC 作为一个图书馆的联合体，其自身并无能

力生产数据，但是它可以通过前瞻性的研究开

发，将大家的数据整合起来提供更好的服务，

WorldCat 是这样，VIAF 也是这样。

作为开放关联数据的一员，VIAF 已能集成

其他关联数据( 如 DBpedia、Wikidata 等) 作为规

范数据( 见图 4) ，而且其所规范的内容也不仅仅

是人名、机构名、地名、统一题名、主题等，还有

许多其他名称或概念( 如虚构人物、动物、国王、

主教、圣徒、天使、总统、城市、湖泊、山川等) ，它

还考虑和采用了标准的名称标识，如 ISNI、OＲ-
CID 等，将来的服务也不局限于图书馆领域。截

至 2014 年 6 月，VIAF 已有 3 516 万人名数据，

543 万机构数据，388 万题名数据和 42 万地名

数据［17］。

康奈尔大学发起、多个研究机构参与的 VI-
VO 项目，看似一个科学家的社会性网络，但实

质上是科学家人名的规范控制，它不仅采用了

科学家个人、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 ( 如图书馆

员) 合作建立规范数据的模式，而且采用语义万

维网技 术 管 理 和 发 布 数 据，以 应 用 程 序 接 口

( API) 方式提供规范数据的参考引用服务［18］。

另外，近年来有一项由博物馆界发起的“开放规

范项目”( Open Authority) ［19］，尝试汇集图书馆

界与博物馆、美术馆等人类记忆机构的各类资

源，利用社会性网络，采用众包的方式，共同开

发规范控制服务。维基百科也在实施一个类似

的 Wikidata 项目［20］，采用维基百科的方式，将海

量的各类事物、概念的名称，以关联数据的方式

发布，并支持解析和引证。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

( Universidad de Granad) 基于 Drupal 开发的规范

控制 Authoris 系统［21］，支持 MAＲC 等格式或符合

FＲBＲ/FＲAD 模型的数据以关联数据形式发布，

并提供较为完善的编辑、引用和发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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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VIAF 中鲁迅的条目

8 结语

“在今天的环境下，书目控制不能再被看作

局限于图书馆目录。”
“书目控制未来将是合作的、去中心化的、

国际范围的、基于 WEB 的。”
“单一环境( 如图书馆目录) 中描述( 著录)

的一致性，与各种环境间进行连接的能力相比，

正变得不那么重要。”［22］

以上论断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 2007 年发布

的《书目控制未来报告》，该报告预言了一个新

时代的到来，虽然我们刚刚站在门口，但已看到

巨大的机会和挑战。上述基于万维网的规范控

制努力反映了一种发展趋势，即传统的图书馆

知识组织和整序工作，在互联网时代还是有价

值的，图书馆行业数百年积累起来的书目控制

经验，如果能充分利用好现代信息技术所提供

的强大工具，不仅能实现过去没有实现的理想，

而且能在更大范围内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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