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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联数据模型是图书馆关联书目数据项目实施的关键。图书馆领域的一些典型的关联书
目数据项目在具体实施中采用了不同的关联数据模型。本文选取5个典型的图书馆关联数据项目，

从内容描述规则、本体模型及词表、数据模型及格式和数据消费方式4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比较

研究。

关键词  书目数据 关联数据 本体模型

DOI: 10.13663/j.cnki.lj.2015.05.012

Comparative Study of Linked Bibliographic Data Models in 
Libraries
Wu Beibei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Xia Cuijuan  (Shanghai Library)

Abstract Linked data model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linked bibliographic data projects. 
There are different linked data models adopted in the library circle. This article makes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study on 5 typical linked data projects from 4 perspectives: content description rules, ontology model and 
vocabularies, data model and format, and data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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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联数据与图书馆
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资源的聚集地，在管

理文献资源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原生数据，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书目数据和规范数据，但在

网络环境下并未得到广泛深入的利用。书目数

据的交换已经存在并发展了很多年，仍然需要

通过 Z39.50 等协议获取，各个书目记录之间彼

此独立没有关联，基于网络资源的规范控制更

是没有得到普遍实施。[1] 自数字图书馆概念出

现以来，如何在分布式异构信息环境中使用户

能够全面准确地获取信息和知识，如何实现不

同的图书馆系统间实现数据集的无缝链接，如

何揭示不同知识单元间的各种相关关系逐渐成

为图书馆从业人员关注的焦点。[2] 伴随着互联

网的发展，基于传统信息组织和服务方式的

图书馆，逐渐被隔离在网络世界之外，图书馆

中大量的人类文化遗产和知识没有能在网络世

界上发挥应有的功能，其价值也被淹没在海量

而快速更新的互联网资源之中。图书馆界需要

一种新的技术手段解决上述问题。Tim Berners 

Lee 于 2006 年提出关联数据的概念，网络从文

档之间的相互关联，发展到数据之间的相互关

联，海量相互关联的数据构成 Tim Berners Lee

所设想的数据网络。[3] 随着 W3C 等标准化组织

的推波助澜，图书馆界成为关联数据应用的积

极支持者和身先士卒者，大量的关联书目数据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W3C的RDB2RDF

标准规范在关联数据服务构建中的应用”(项目编

号 :13CTQ008) 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基于

书目控制的网络信息资源的规范控制方法”(批准

号 :2009JG502-BTQ040) 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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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实践表明，关联数据不仅为解决数字图

书馆互操作遗留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能，同时也

为图书馆资源融入互联网世界，并发挥应用的

功能、产生新的价值提供了新的契机。

2 关联书目数据发展现状
图书馆将书目数据和规范数据以关联数据

的形式发布，与网络中的其他资源发生关联并

相互利用，是当前图书馆应用关联数据的主要

模式。[4]2008 年起，瑞典国家图书馆将瑞典联

合 目 录（Swedish Union Catalogue, 即 LIBRIS）

整体发布为关联数据，是图书馆界第一次在关

联数据领域的尝试。瑞典联合目录在发布为

关联数据的过程中，使用的词汇不仅仅局限

于图书馆领域，同时借鉴了 SKOS、FOAF 和

BIBO 本体等词汇表，为图书馆数据与广阔的

语义网的融合打开了新的局面。[5]2009 年，美

国国会图书馆开始尝试将国会图书馆主题词表

（LCSH）发布为关联数据，至今美国国会图书

馆已经发布了包括“名称规范档”、“分类法”

在内的 40 余个规范档。此后，英国、法国、

德国等国家相继将本国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发布

为关联数据。作为全球最大的书目数据生产、

维护和服务机构，OCLC 也于 2012 年 6 月开始

将被图书馆广泛收藏的书目数据发布为关联数

据。根据 datahub[6] 中的记录并结合 OCLC 关联

数据研究 [7]。表 1 对各个国家图书馆关联数据

项目进行了梳理，总结出目前 14 个国家级图

书馆发布的关联数据集，内容涉及书目数据和

规范数据两部分，同时指出与其相关联的主要

数据集。除了这些国家级图书馆的关联数据项

目，还有一些跨机构跨领域的复杂关联数据项

目，如欧洲数字图书馆 Europeana 等，这些项

目构建了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本体模型，来

整合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机构的资源，

以实现资源之间的关联、重用与共享。综上所

述，西方国家图书馆界在关联数据领域进行了

很多实践，致力于将图书馆数据从孤岛中抽离

出来推向网络环境。但是在图书馆关联数据资

源中，中文书目数据几乎空白。国内仅有上海

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以及中国科

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对关联数据的理念进行追踪

和研究，并没有公开以关联数据的形式发布书

目数据和规范数据。

3 典型的关联书目数据模型
一个关联的开放数据系统涉及很多方面的

内容，其基础和核心包括领域本体模型、数据

模型等。本文选取 5 个典型的图书馆关联数据

项目：英国国家书目、OCLC 的 WorldCat、美

国国会图书馆的 BIBFRAME 项目、欧洲数字

图书馆 Europeana 项目、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

DPLA 项目，从内容描述规则、本体模型及词

表、数据模型及格式和数据消费方式四个方面

进行比较分析 [8]，研究它们的特点，从而为中

文书目数据发布为关联数据提供借鉴和参考。

其中，内容描述规则指的是对资源的种类和特

征进行描述的规则，如 AARC2 或 RDA；本体

模型及词表指的是领域的概念模型及描述概念

所用的术语词表，如 FRBR；数据模型及格式

指的是数据的抽象模型和编码格式，如 RDF

及其序列化格式 RDF/XML 等；数据消费方式

指的是以何种方式向外界提供数据服务，如

SPARQL 端点或 API 等。

3.1 大英图书馆：英国国家书目数据模型

（BL Data Model）

2011 年 7 月，大英图书馆提出要将英国国

家书目（British National Bibliography，以下简称

为 BNB）数据从 MARC21 格式转换为关联数据

的 RDF/XML 格式，并发布为关联数据。目前

已经发布为关联数据的资源包括已出版的图书

和连续出版物，并将扩展到期刊、报纸以及电

子资源等。[9]

BNB 只是将现有的 MARC 书目记录直接转

化为 RDF 格式，因而在本质上其内容描述规则

仍然是传统的 AACR2。BNB 也没有完全从零开

始设计独立的本体模型和词表，而是尽可能利

用现有的本体词汇，但没有采用 FRBR 模型，

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时间的原因，从 MARC 记

录中标识出 FRBR 实体是一件非常耗时的工

作，二是当时的开发者认为 FRBR 是一个过于

复杂的模型。BNB 也没有完全采用图书馆界

的本体模型和词表，比如 ISBD 的很多元素对

取值范围约束较少，也没有足够的类来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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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国国家级图书馆关联数据项目统计

机  构 发布时间 书目数据 规范数据 关联的主要数据集

瑞典国家

图书馆
2008 年 LIBRIS LIBRIS

Wikipedia、DBPedia、VIAF、

LC Authorities 

美国国会

图书馆

Library of Congress Name 

Authority File (NAF)、Li-

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

DBPedia、Geonames、Stitch、

Marc Codes List

英国国家

图书馆
2010 年

British National Bibli-

ography (BNB)

VIAF、LCSH、Lexvo、GeoN-

ames、MARC country、MARC 

language、DDC、 RDF Book 

Mashup

匈牙利国

家图书馆
2010 年

Hungarian National 

Library (NSZL) catalog
DBPedia、VIAF

意大利众

议院图书

馆

2011 年

Bibliography of  the 

Italian Parliament and 

electoral studies（BPR)

VIAF

法国国家

图书馆
2011 年

data.bnf.fr — Bibliothè 

quenationale de France

RAMEAU subject head-

ings

Agrovoc、Geonames、Dbpedia、

Wikipedia、VIAF、DDC、LCSH

德国国家

图书馆
2012 年

Deutsche Nationalbib-

liografie (DNB)、20th 

Century Press Archives

GemeinsameNormdatei 

(GND)

DOI、DBPedia、VIAF、LCSH、

Geonames、Chronicling America

西班牙国

家图书馆
2012 年 datos.bne.es

DBPedia、LIBRIS、Lexvo、Su-

doc bibliographic data、VIAF

OCLC 2012 年 WorldCat FAST、VIAF、DDC FAST、VIAF、DDC

新加坡国

家图书馆

管理局

尚未完成

美国农业

部国家农

业图书馆

National Agricultural Li-

brary Thesaurus

日本国会

图书馆

National Diet Library of 

Japan subject headings、

Web NDL Authorities—

National Diet Library of 

Japan

LCSH

捷克国家

技术

图书馆

Polythematic Structured 

Subject Heading System
DBPedia、LCSH

芬兰国家

图书馆

Yleinensuomalainenasiasana-

sto — Y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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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 记录中的自由文本，于是选择了大量非

图书馆界的本体词表，如 W3C 的 Organization

本体和 Event 本体、FOAF、GeoNames 地理空

间本体等 , 同时也定义了自己的类和属性即大

英图书馆术语 (British Library Terms，BLT)，其

中有些类继承了或扩展了现有本体中的词汇。

利用这些本体和词汇，BNB 将书目数据中的

人、机构、地、时、事、主题等实体抽取出来

作为对象来标识和描述，明确地区分了现实

世界中的真实对象和文献记录本身，不仅实现

了书目数据中不同实体间的关联，还实现了与

Geonames、DDC、LCSH、VIAF 等外部数据集

的关联。[10]2-3

BNB 图书和连续出版物采用了不同的数据

模型，包含了不同的类和属性，在功能上也有

一定的区别。如图 1 图书数据模型所示，BNB

使用了以下词表中的类和属性来描述图书资

源：BIBO、DC、FOAF、Event、SKOS、OWL、

RDF Schema、Organization、ISBD、书目信息词

表 Bio、GeoNames 等。 

BNB 提供批量下载 RDF/XML 的格式的书

目数据包获得，还分别提供了针对人和机器使

用的 SPARQL 检索服务。

3.2 OCLC: Schema.org书目扩展（Schema-

BibEX）

OCLC 早在 2009 年开始将自家产品杜威

十进制分类法（DDC）发布为关联数据，作为

“术语服务”，使 DDC 成为了关联数据云中的

一员，将 DDC 的应用扩展到其他领域。[11]2012

年，OCLC 开始将 WorldCat 中的一批核心书目

数据发布为关联数据，标志着 OCLC 正式将其

丰富的书目数据推向网络环境，到 2014 年 4

月，OCLC 已发布了书目数据 1.97 亿条。

OCLC 将 WorldCat 书目记录发布为关联数

据的初衷是使其书目数据能够在网络环境中被

搜索引擎发现，以得到更多的利用。为了实

现这个目标，采用 Schema.org 作为本体模型和

词 汇 来 源。[12]Schema.org 是 2011 年 由 Google、

Yahoo!、Yandex 等三个搜索引擎巨头发起并设

计的，为网络资源的语义描述和标记提供了一

个核心词表，以帮助搜索引擎更好地发现并利

用隐含的数据。Schema.org 为书目资源的描述

图 1 BNB 图书关联数据模型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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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基本的类和属性，目前主要的资源类型

有论文、图书、创作作品、事件、人、地图、

音乐记录、组织、地点、评论、列举、事物

等 12 个，每一类下都有各自的属性。Schema.

org 不是特定针对图书馆资源而设计，因此在

描述资源的时候无法全面深入地反映图书馆的

书目信息。为了弥补 Schema.org 的这一缺点，

OCLC 基于 Schema.org 开发了一个图书馆扩展

词汇集，即 SchemaBibEx，增加了 16 个资源

类型和其他反映馆藏等信息的属性，用来配合

Schema.org 使之能更好地满足图书馆的元数据

实践需求。

在实现方式上，采用在 HTML 网页中嵌

入 RDF 三元组的方式来实现关联书目数据的发

布，目前 WorldCat 上的每一个条目都被嵌入了

RDFa（RDF attribute）和 Mircodata 这两种数据

格式。

与大英图书馆的关联书目数据相比，OCLC

在本体模型和词汇来源、数据格式以及实施方

案及目标均有所不同。BNB 选择尽可能多的本

体词汇实现与更多图书馆相关数据集的链接，

而 OCLC 在将图书馆数据资源推向互联网世界

的方向上更进一步，目标也更为明确，主要基

于 Google 等产业界巨头所支持的 Schema.org 来

自行扩展适用于图书馆书目描述需求的词汇，

其目标是让 Google 等搜索引擎发现更多的图书

馆资源，让图书馆资源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

更大的价值。

表2 BNB和WorldCat 关联数据模型比较

比较内容 英国国家书目 BNB
OCLC  

WorldCat

本体词汇

来源

BIBO 本 体、FOAF、

I S B D、O r g、 OW L、

SKOS、RDA、Event 本

体、DC、BLT、Bio

Schema.org、

SchemaBibEx

关联的数

据集

VIAF、LCSH、Lexvo、

Geonames、MARC 国 家

代码、MARC 语言代码、

DDC、RDF Book Mashup

VIAF、

FAST、DDC

数据编码

格式
RDF/XML

RDFa、

Microdata

3.3 美国国会图书馆 : 书目框架 (BIBFRAME)

2008 年， 美 国 国 会 图 书 馆（Library of 

Congress，以下简称 LC）发布了关于未来书目

控制的报告，探讨新的书目数据格式标准，以

替代不能适应网络环境的 MARC，BIBFRAME

初次被提到。[13]2012 年，LC 联合 Zepheria 公司

共同设计了 BIBFRAME 模型，这一模型以网络

为基础构架，以关联数据为设计原则，试图构

建一个通用的描述框架并力图实现两个目标：

整合现有的书目资源，满足图书馆具体的编目

需求；创建一个新的书目环境，使图书馆融入

到更广泛的网络环境。[14]BIBFRAME 模型设计

了 4 个核心类来建构主要的概念模型框架：创

造 性 作 品（CreativeWork）、 实 例（Instance）、

规范（Authority）、注释（Annotation），如图 2

所示，四个核心类下有很多子类，每个类根据

资源描述的需要分别有多个属性。

在 内 容 规 则 方 面， 虽 然 BIBFRAME 试

图构建一个可以与多种编目规则相适应的模

型，但是模型的主要促成因素是新编目规

则 RDA 的 实 施。[15]BIBFRAME 模 型 对 RDA

所采用的 FRBR 模型进行了简化。如图 3 所

示，FRBR 中的“作品”和“内容表达”在

BIBFRAME 中简化成为“创作的作品”；“载

体表现”的内容在 Bibframe 中的“实例”中得

到表达；RDA 与馆藏信息有关的“单件”则

归并到 BIBFRAME 中的“注释”。[16] 通过对比

可以发现，BIBFRAME 模型弱化了内容表达这

一概念，原因是在 FRBR 的研究和实践中，现

存书目记录的信息不足以将作品清晰地划分为

不同的内容表达形式，而在网络环境中，对内

容表达形式的区分也变得不那么重要。[17] 除

了明确定义核心模型的四大类外，一些与四大

类相关的其他资源也被抽象为与这四类同级的

资源类，比如事件（Event）、关系（Related）、

题名项（Title）、标识符（Identifier）、语种项

（Language）等，都作为 bf:Resource 类的子类。

规范模型是 BIBFRAME 核心模型的重要组

成部分，BIBFRAME 的规范控制与以往的网络

规范控制方法并非竞争甚至替代的关系，而是

提供一个轻量级的抽象层、一个框架，定义规

范数据如何与作品和实例关联，以及如何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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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规范数据。[18] 规范类包含代理（人、机

构、家庭等）、地、时、主题等子类。

注释模型体现了BIBFRAME 的创新之处，

也是其开放性和灵活性的主要体现。它涵盖了诸

如关于作品的评论、关于出版者的介绍、关于作

者的传记信息、某本书的封面、某复本的馆藏信

息等，这些信息可来自于书目数据系统之外，如

关于作品的评论，可能位于SNS网站上，这样

就便于为书目数据建立更广泛的外部联系。[19]

图 2 BIBFRAME关联数据模型 [20]

图 3 RDA实体和 BIBFRAME类的对应关系 [16]

在本体词表的设计方面，BIBFRAME 没有

复用已有的词表，而是创建了自己的词表和命

名空间：http://bibframe.org.vocab/，前缀为 bf，

独立管理术语的定义和更新，目前共有 338 个

术语，其中类 63 个，属性 275 个。

BIBFRAME 作为一种关联数据模型，使用

RDF 来作为抽象的数据模型，利用 SPARQL 语

言作为 RDF 数据查询语言，并大量使用基于事

件驱动的网络触发器来提供主动的数据交互。

3.4 欧洲数字图书馆（Europeana）：欧洲数

据模型（EDM）

欧洲数字图书馆 ( 以下简称 Europeana) 项

目的目标是在一个通用的元数据方案之下，使

用一个通用的平台将全欧洲的图书馆馆藏聚合

起来。Europeana 包含来自 1500 个机构的超过

2 亿条记录和 1 千万个数字对象。[21] 欧洲数据

交换协议鼓励所有参与 Europeana 共享的元数

据都发布为 Creative Commons CC0 1.0，以便在

欧洲范围内能够无限制的复用这些元数据。

Europeana 以关联数据的形式提供数据集，

项目仓储由 2 千万条记录组成，使用欧洲数据

模型（Europeana Data Model，以下简称为 EDM）

组织数据，支持跨元数据提供商的复杂记录的

关联，同时这个元数据模型通过关注“对象”

及其生命周期中的“事件”来追踪资源。

Europeana 采用来自 OAI-ORE 规范的概念

和词表为资源描述提供了一个基础模型。OAI-

ORE 词表和数据结构能够描述元数据陈述中供

应商、对象和版本之间的复杂关系。EDM 为模

型中绝大多数的类和属性提供了编目纲要，《欧

洲数据模型映射纲要》中详细说明了 EDM 和其

他元数据方案的映射情况。EDM 数据集可以链

接到很多的外部词表，包括到 GeoNames 的地理

名称链接、到 DBpedia 的人名链接等，由于这

些关联的存在，EDM 中管理元数据的内容规则

更多的关注与这些链接相关的 RDF 句法。

如图 4 所示，EDM 的本体模型将资源划

分 为 3 个 核 心 类：edm：ProvidedCHO、edm：

WebResource、ore：Aggregation。 其 中 edm：

ProvidedCHO 指的是被描述的对象本身，可以

与 BIBFRAME 中 的 Work 层 和 Instance 层 相 对

应；edm：WebResource 是指 edm：ProvidedCHO

的数字表现形式；而 ore：Aggregation 则涉及

模型的聚合功能，它是对提供商所提供资源的

一个集合。EDM 的前两个核心类型将书目世

界划分成了两个层次：资源本身及它们的数字

表达。而 ore：Aggregation 类则遵循了 ORE 的

方法，将提供商提供的所有对象及它们的数字

表达聚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定义了 edm：

ProvidedCHO 和 edm：WebResource 之 间 的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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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这种资源划分类型既可以追踪资源对象本

身又可以记录资源的描述性元数据。图 4 展示

了一个 ORE 聚合和 EDM 编目资源之间的关系。

图 4 Europeana 关联数据模型 [22]

EDM 试图能够精确地获取资源提供商和元

数据的版本信息。这样的目标使得 EDM 需要

一个相对复杂的元数据方案，能够将关于资源

对象的元数据和这个资源的对象联系起来。为

此，EDM 增加了 ore:Proxy 类，这样尽管一个对

象拥有不同的数字表现形式，但是依然能够将

它们共有的描述信息集中在一起。

Europeana 项目提供 JSON 格式的数据下

载，有些数据集也可以通过 RDF/XML 和 RDF/

N-Triples 的形式获取。除了这两种形式，可

以通过 Europeana SPARQL 终端查询数据，以

RDF/XML、JSON、N3/Turtle 和 N-Triples 格 式

返回数据。

3.5 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DPLA）

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DPLA项目于2010年发

起，旨在将美国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资源

进行整合。2013年 4月，DPLA官方发起了一个

发现平台，提供由18个成员机构贡献的原始数据

集，包括3200个条目，超过200万条记录。[23]

DPLA 的数据模型基于 RDF 建模，但是也

采用了 RDF 驱动的序列化形式 JSON-LD，通

过 API 进行输出，数据收割方法采用了 OAI-

ORE 标准。在内容标准方面，DPLA 在本质上

是一个数据收集和共享服务，因此没有针对具

体的编目工作设计。数据模型中有一些针对特

定属性的内容及格式规则，但主要是吸收了其

他词表中的规则，例如 dpla:country 采用了 IOS 

3166-1 国家代码。DPLA 元数据模型基于欧

洲数据模型（简称为 EDM）建立，目前仍在

完善中。这个元数据模型以 RDF 为基础，使

用 DC、DCTERMS 和 EDM 属性收集描述性和

管理性的元数据。如图 5 所示，DPLA 元数据

模型共有 6 个类，分别是 dpla:SourceResource、

o r e : A g g r e g a t i o n、 e dm :W e bR e s o u r c e、

dcmitype:Collection、edm:TimeSpan、dpla:Place。

其中，最核心的类是 dpla:SourceResource，指各

种文化遗产对象，包括书目世界中的各种“创

作作品”，它类似于一个 ore:AggregatedResource

类 型， 因 此 DPLA 使 用 了 EDM 模 型 中 的

edm:aggregateCHO 属性与 ore:Aggregation 类发生

关联。DPLA 的数据使用 JSON-LD 进行编码，

以 RDF/XML 形式存储。

图 5 DPLA 关联数据模型 [24]

4 比较研究
表3将本文选取的5个关联数据项目从内容

描述规则、本体模型及词表、数据模型及格式和

数据消费方式4个方面进行集中总结和对比，存

在着相似性和差异性，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1）图书馆利用关联数据技术的本质目

的是将本地资源与外界资源联系起来，并将

图书馆的资源呈现到网络上，为更多的人利

用。BNB 和 OCLC 发布的主要是图书馆现存的

大量的 MARC 格式的书目数据，通过选择不

同的本体模型和转换路径将 MARC 数据转换

成 RDF/XML 或 Microdata 等格式，以关联数据

的形式发布，满足了图书馆资源外联和呈现于

网络的基本需求。BNB 使用了多个来自图书馆

领域或其他领域的本体词汇，实现了与多个外

部数据集的关联，大大扩展了 BNB 的资源内

容；OCLC 则通过使用搜索引擎认可的 Schema.

org 词汇让书目记录成为网络资源的一部分。而

BIBFRAME、Europeana 和 DPLA 则是构建了更

加宏观的模型，不拘泥于特定的内容规则，试

图容纳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资源，实现

数字资源的聚合。虽然 BIBFRAME 目前仍处

在书目数据的转换阶段，但模型构建的初衷是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图书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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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创建一个以“网络”为

中心的书目环境，使内在关联成为普遍存在。

（2）在对书目世界的揭示方面，BNB、

OCLC 和 BIBFRAME 关联数据模型从本质上

是围绕图书馆书目资源展开的，将与文献相关

的一系列描述项目抽象成了上层概念，每一个

概念下都有深刻揭示与此概念相关的其他要

素，也就是详细的元数据描述。而 Europeana

和 DPLA 则更关注的是资源的聚合，使用

ore:Aggregation 核心类，将代表文化遗产的“作

品”与其数字表达集合起来。Europeana 和

DPLA 并没有专门针对图书馆文献资源给出具

体的元数据方案，而只有对资源的通用描述，

“作品”的数字表达大多来源于不同的提供者，

使用的元数据方案可能各不相同。

（3）在互操作层面上，DPLA 采用了简化

的 EDM 模型，在数据模型中使用了 EDM 的子

类，对比它们的元数据方案，可以发现它们共

用了很多相同的词表如 OAI-ORE、DC 等，这

些很好地支持了两个关联数据项目之间的互操

作。BIBFRAME 和 SchemaBibEx 则是都采用了

简化的 FRBR 模型，两者在一些实体如作品、

实例、组织和个人等的定义方面具有类似性。

二者均定义了“作品”类，均将 FRBR“内容

表达”作为类的属性，实际上是弱化了“内容

表达“这一概念。这些都为两个模型的映射

提供了基础，同时这种冗余反映这两个有着不

同动机和用户的项目之间的趋同性，实际上

OCLC 也提供了 SchemaBibEx 与 BIBFRAME 的

映射方案；而 BIBFRAME 作为专为图书馆及

其他文化继承机构设计的模型，在描述深度

上非常契合图书馆的需求，SchemaBibEx 由于

背靠适用于网络世界的 Schema.org，其对图书

馆资源的描述深度不如 BIBFRAME，描述广

度则非 BIBFRAME 所及，正体现了二者的互

补性。[25]

5 结语
关联数据不仅是一种技术手段，在具体服

务与图书馆相关的“人”与“机器”时，要根

据不同的应用目的，设计相应的总体架构和数

据模型。目前我国图书馆界对关联数据的研究

和利用还处在探索阶段，尚未将图书馆的书目

数据等资源广泛发布为关联数据，需要根据实

际情况借鉴国外先进的关联数据项目经验。如

果想在不改变内容描述规则的前提下将书目数

据发布为关联数据，可以参照 BNB 的数据模

型，复用已有的本体词表，将自己的书目数据

和规范数据发布为关联数据；如果想更多地融

入互联网、使流行的搜索引擎更易于发现自己

的资源，可借鉴 OCLC，背靠 Google 等业界巨

头，采用 Schema.org 数据模型；而如果要整合

表3 典型关联书目数据模型比较研究

比较内容 BNB OCLC WorldCat BIBFRAME Europeana DPLA

内容描述

规则
本质上是 AACR2 本质上是 AACR2

目 前 主 要 是 RDA，

但 BIBFRAME 设 计

意图为不局限于任何

内容规则

定义了资源之

间 的 各 种 关

系，没有特定

的内容规则

除了多面元数据

外，其他大多没有

定义内容规则

本体模型

及词表

尽可能利用外部本

体词汇，如 BIBO、

DC 等

Schema.org 和 Li-

brary 词汇扩展

主 要 是 BIBFRAME

词表

扩展使用外部

终端资源

是简化的 EDM 模

型，有 DPLA 特定

的元素

数据模型

及格式
RDF/XML RDFa 和 Microdata RDF/XML、JSON RDF/XML RDF/XML

数据消费

方式
SPARQL 基于 API

存在数据转换工具将

MARCXML 格式的数

据转换成 BIBFRAME

数据、支持 SPARQL

S P A R Q L 、

APIs
基于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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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文化资源，构建一

个统一的信息基础设施平台时，可更多地关

注 Europeana 和 DPLA 等资源聚合项目；作为

MARC 的替代者，以美国国会图书馆牵头、世

界各大图书馆参与设计和试验的 BIBFRAME 模

型，也值得关注和借鉴。在发布关联书目数据

的同时，既要深入研究资源中知识内容关联的

揭示以及信息组织深度序化等问题，又要考虑

到数据的消费与利用方式，如何更方便地为人

所用，如何更深入广泛地融入整个网络环境

中，成为网络的一部分，这都依赖于有一个科

学的、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够不断生长的数据

模型。本文对几个具有典型意义和行业影响的

关联书目数据项目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比较研

究，以期对国内关联书目数据的实施起到一定

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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