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图书馆  上海  200031）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上海  200444）

刘    炜

刘圣婴

智慧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框架初探

[摘    要]    智慧图书馆是大数据时代智慧技术在图书馆行业的应用，是一系列图书馆新型服务的总和。智慧图书馆体系结构模型主要核

心由一系列智慧产品和智慧服务、图书馆业务管理系统和智能楼宇系统组成。梳理这样一个模型有助于厘清各类纷繁复杂的相关技术应

用对于智慧图书馆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智慧图书馆本身的组成和结构。基于该模型，参照《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的分类，智慧图书

馆标准规范体系框架将智慧图书馆相关的标准规范主要分为业务、数据、服务和产品4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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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mart library is the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in the library area. It is the integration of a series of innovation to provide

intelligent services to library users. The core of system architecture model for smart library is composed of intelligence products and

services, librarianship management system and smart building management system. Studying the model is significant to clear various

technologies's function on the smart library, and 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smart library. Based on the model and according

to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Standardization, a framework of standard and specification related to smart library applications regulates

its standard and specification in aspects of librarianship, data, service an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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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for the Smart Library

1    智慧图书馆概述

　　智慧图书馆是大数据时代图书馆服务的一种状态，即

可以认为提供智慧服务的图书馆就是智慧图书馆。与“智

慧地球”“智慧城市”一样，“智慧”是信息技术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一种自然属性，信息技术应用的高级形态就是智

能化，一个智能化的图书馆反映在服务上就是智慧图书馆。

　　图书馆的智慧服务通常是指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

点以合适的方式向读者提供其所需的资源或服务，整个过

程以一种自动的、人性化、个性化和交互式的方式提供，甚

至当读者还未提出服务请求时就能告知或推送信息，这一

般是通过对用户、资源和相应的服务进行聚类，结合历史

信息或其他方面的数据进行挖掘分析而实现。当然实现

“智慧服务”的前提是获取更多的用户隐私信息，感知用户

需求并提供相应服务涉及大量的用户隐私和体验问题，这

类服务应该在对用户完全透明并获得许可的情况下才能实

施，这方面还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图书馆行业必须从自

己的职业理念和道德操守出发，在行业规范中给予充分的

考虑和保护。

　　智慧图书馆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建立在当前数字图

书馆已经发展到从量变到质变、转型进入关键时期的复合

型图书馆基础之上，传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复合型图

书馆和智慧图书馆之间的关系如图1 所示。智慧图书馆的

所有“智慧”功能都是在当前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基础上

的一种延伸和拓展，需要与当前图书馆的运行系统无缝连

接平滑过渡。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了最严重的情况，当一

图 1    传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复合图书馆、

智慧图书馆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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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智慧图书馆的“智慧引擎”失效而“失智”时，图书馆

的基本功能应该仍然具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智慧图书

馆只是一种锦上添花，但当整个社会进入“智慧时代”，用

户已经习惯了智慧服务时，智慧服务绝对是不可或缺的，

而是图书馆行业的立身之本和发展之源。

　　“智慧图书馆”虽然已经提出多年，但目前依然是图书

馆学研究的热点领域，它不应停留于纸上谈兵的理论研

究，而应加快各类智慧服务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其中核心

问题是厘清智慧图书馆的概念和体系结构，当务之急是制

订一套相应的标准规范，尤其需要从技术角度提出一套标

准规范框架，以指导应用实践。

2    智慧图书馆的“智慧”来自哪里？

　　从信息技术角度看，智慧图书馆可以看成一系列新型

图书馆服务的集成，当这些服务应用了数据分析、语义网

和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之后，具有自动适应环境、自我学

习、感知用户需求等能力，能够帮助甚至替代图书馆员从

事某些特定的工作，在服务效率和质量方面甚至能超过图

书馆员，这样就可以认为实现了图书馆的智慧服务。

　　智慧图书馆的智慧来自于各类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

综合应用，从RFID 这类早已成熟的物联网技术，到自动

问答机器人、个性化内容推送等较为“高级”的人工智能

技术，特别是应用了大数据分析技术之后，能够实现用户

需求的感知，并提供馆藏优化、服务优化和精准推送服务

等智慧服务，这些都是智慧技术的应用。但并不是应用了

这类技术的图书馆一定是智慧图书馆，它需要结合一定的

应用场景、进行精心的服务设计，其基础是图书馆业务的

自动化和管理的智能化，没有好的传统图书馆和数字图书

馆的业务基础，也不可能提供好的智慧服务。总体来说，智

慧图书馆一定是图书馆的具体需求与当前的智慧技术相结

合的创新成果，如果没有采用任何智能技术，而采用的都

是传统的信息技术，很难被认为是智慧图书馆，当前学界

有不少研讨智慧图书馆的文章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点。

　　智慧图书馆技术通常包括感知传导、分析判断和服务

提供3 方面，构成一个完整的图书馆服务链，其中大量采

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最终达到的效果是让读者无

法（也无需）区分哪些服务是图书馆员提供的，哪些服务

是系统自动提供的，也就是说，可以粗略地用“图灵测试”

作为智慧图书馆服务系统是否达到一定“智慧”水平的简

单评判方法。

　　智慧图书馆也不仅仅是智能技术的产物，它是硬件、

算法的进步和数据的大规模积累3 方面所造就，技术的进

步只是提供了实现智慧的可能性，数据作为新的“石油”或

“电力”，甚至是更重要的因素。没有互联网的发展就没有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也就没有这一轮人工智能的复苏和爆

发，也就没有智慧时代的到来。对于图书馆来说，除了海

量的数字资源作为基本的数据来源，还有海量的读者数

据，以及读者活动的数据，这些都是图书馆的财富，也是

智慧的最重要来源。

　　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图书馆服务正走在智慧化的道路

上。例如，很多已经投入运行的“无人图书馆”（24 小时

自助图书馆等）、图书馆机器人、自动用户感知和个性化推

送等。然而“智慧”从来就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人工智

能界有一个说法：机器一旦学会，便不再是智慧，意思是

说机器智能的标准一直在不断提高。但这并不妨碍图书馆

界对“智慧”提出一个基本标准，即适应本行业特点、满

足本行业当前需求、具有操作性的一整套技术规范。

3    智慧图书馆体系结构参考模型

　　对用户来说，智慧图书馆（Smart Library）主要由一

系列智慧产品（SL产品）和智慧服务（SL服务）组成，智

慧产品是指各种装备于图书馆的智慧型设备设施，如自助

图书馆、参考咨询机器人等；智慧服务则体现在新一代图

书馆服务系统中，除了提供馆藏资源的智慧服务之外，智

能化的空间服务也越来越重要，已成为智慧图书馆服务的

创新内容。在这些服务背后有两类无名英雄的支持，分别

是图书馆业务管理系统和智能楼宇系统。上述4 个方面共

同构成智慧图书馆的核心部分（见图2）。

　　管理的智能化、业务的自动化和服务的智慧化是智慧

图书馆3 个不可或缺、相互依赖的子系统，对应智慧图书

馆的3 类关键应用：楼宇、业务和服务。任何智慧功能的

实现都需要在它们之间产生密切的数据交换，因此要有一

定的数据和业务接口保障它们之间通畅稳定的连接。

　　该参考模型采用分层体系来描述智慧图书馆的宏观结

构，最上层平台层，主要包括直接面向用户的产品和服务;

其下是应用类别层，基于“角色- 行为 - 目的”模型来定

义智慧图书馆的4 类应用和核心功能，如智能楼宇作为一

种角色，其通过侦测行为达到控制目的，智慧空间管理通

智慧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框架初探0 9 2

ISSN 1004-325X | CN23-1331/G2



过感知来处理用户需求，智慧数据的服务需要在获取信息

资源之后进行加工，智慧业务管理则通过对各类业务系统

进行集成，达成融合后才能实现协同；在这些核心功能之

下是关键技术层，包括使智慧得以实现的各类技术，其中

机器学习技术又是人工智能的基础技术；最后一层是作为

基础的网络和硬件设施，提供存储、传输和计算能力。

　　智慧图书馆是智慧技术的一个应用领域，梳理这样一

个框架体系有助于厘清各类纷繁复杂的相关技术应用对于

智慧图书馆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智慧图书馆本身的组成和

结构。有了这个框架我们才有可能讨论智慧图书馆所涉及

的各类技术标准、业务和服务规范。

4    智慧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框架

　　图书馆行业历来都有应用最新信息技术和各类标准规

范的传统，发端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书目数据机读格式

MARC 就是杰出的例子。标准化有利于新技术方法的推广

普及、创造开放平等的产业环境、带来规模效应、提高工

作效率并降低成本等。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两个分委会TC46 和 TC171

是专门的图书情报文献类标准规范的制定者，拥有220项

图书馆国际标准，涵盖资源建设、技术、服务和管理各个

方面[1]。国际图联（IFLA）同时也是行业性的国际标准组

织，具有十分完善的标准规范体系，制订并维护着100多

项行业标准[2]。美国国家信息标准化组织（NISO）也是一

个具有国际影响的图书情报信息化标准机构，制订并维护

着大量的行业性标准规范，近年来发布的许多有关新技术

应用的指南性文件颇具特色。我国历来对图书馆标准化工

作高度重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标准规范体系[3]。

　　智慧图书馆作为图书馆的最新发展涉及图书馆工作的

各个方面，其标准规范的内容也是全方位的，标准文本的

规范化要求也是不同的，除了较为严格的国际、国家标准

之外，还有很多行业性、地域性甚至联盟性的规范、手册、

指南、规程、术语词表、参考模型、最佳实践等，都是标

准规范大家族中的成员。

　　本文将智慧图书馆作为数字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因

此凡是不涉及新增“智慧”功能的标准规范均不属于本文

论述的范围。近20年来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已经非常

成熟和完善，主要从数字资源生命周期管理的角度提出一

系列的技术规范[4]，其中部分规范也提供了智慧图书馆建

设的基础，它们在内容上会有所交叉。

　　按照目前图书馆行业标准的分类方式，不可能有智慧

图书馆标准规范的专门类属，有关资源、技术、管理、服

务的各项标准规范应该分散在各个部分，而且是成熟一个

制订并颁布一个，目前的标准中已经有不少可以归入智慧

图书馆类别，如有关无线射频RFID 技术的应用、统一资

源标识符以及元数据互操作等方面的多项标准。

　　从智慧技术在图书馆应用的角度出发，根据前一节所

述的参考模型，可以对所涉及的相关标准规范提出如下体

系框架（见下页图3）。

　　该体系框架将智慧图书馆相关的标准规范主要分为业

务、数据、服务和产品4 个方面，参考了刚刚发布的《人

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5]的分类。作为一个智能技术的应用

领域，有一些通用的基础规范和关键技术规范与智慧图书

馆直接相关，但无需另行制定，可以遵从目前相关产业的

已有标准为基本原则，如有关术语、安全、测试、伦理等

方面的基础规范，以及涉及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生

物信息识别、计算机视觉等方面的技术规范等，图书馆行

业可根据应用需要进行一定的本地化，如增加必要的领域

术语、本地化解释以及应用案例或场景，或制订一定的领

域应用指南，以指导应用实践并提供培训。需要说明的是，

本系统框架只提供大致结构，每个类目下均为例举，并未

穷尽所有可能的智慧图书馆相关标准规范。

图 2    智慧图书馆体系结构参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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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智慧图书馆的各类概念、术语的列表和解释

智慧图书馆各类应用系统的用户隐私保护原则、政策、方式方法和最佳实践

图书馆在与各有关机构合作时需要遵守的基本规定

智慧图书馆各类系统中可能应用机器学习的规范

各类绿色环保建筑标准在图书馆的应用

对包括作为门户和平台的网站、web App以及移动App 应用的各类用户交互

体验设计和可视化进行建议和规范。

提出业界能够基本公认的智慧图书馆体系结构框架模型

规范图书馆空间、座位及设备设施的预约、签到、分配、管理、统计等

对新兴起的图书馆仓储式密集智能书库，按不同需求和应用特点进行推荐和

规范

对数字图书馆提供开放数据服务的各类数据交换进行规范，推荐主流格式和

协议，特别是关联数据消费。

用于数据交换的接口标准

各类智能应用（如用户聚类）等需要底层系统提供分布式接口规范

对图书馆用户数据及资源使用情况数据的分析挖掘，对各学科主题内容数据

的分析挖掘以及各类可能的情报分析，提供模型、流程和工具的参考文档。

图书馆书目数据、特藏数据等将大量使用关联数据，需要进行普及和规范。

大量纸本馆藏在扫描数字化、进行元数据加工之后，需要着手文本化（经OCR

或人工加工变成全文本）和数据化（提取实体信息），以适应数据时代的读者

需求。

对数据进行编目也需要一定著录规则和规范控制

移动图书馆是智慧服务的重要阵地，也将是主战场。

规范图书馆对生物信息识别技术的应用，如刷脸、指纹、瞳纹、声纹等。

个性化是智慧服务的基本特征

大量的智慧服务需要通过可视化来展示，不仅是内容，还包括服务成效。

作为一项成熟的应用，无人图书馆模式需要进行一定的总结和规范。

集成了多种智能技术的机器人需要在各类性能指标方面设定最低标准

作为更加高级的智能机器人应用，参考咨询机器人需要设定一定的应用标准，

且软硬件应该区分。

包括自助借还、阅读机、阅读盒子、业务手机、穿戴设备

翻译机（语音、文本）、自动问答系统、智能音箱、智能搜索、自动写作、自

动摘要、自动分类

各类涉及人机交互的传感设备的应用规范，不包括纯粹提供自动控制的传感

设备。

采用机器学习进行物体识别、跟踪，从而实现预警、报警功能。

包括3D 显示、头戴式显示器、智能眼镜、一体机等

属于图书馆创客空间设备设施一体化智能管理规范的内容，可根据情况分别

制订。

图书馆在进行短距离载体运送、实时视频传输或录像时需要用到无人机的管

理规范

规范类别

智慧图书馆术语词表

智慧图书馆用户隐私保护政策

智慧图书馆数据交换与开放基本

原则和最佳实践

智慧图书馆机器学习应用指南

绿色环保智能的图书馆生态建筑

智慧图书馆人机交互规范

智慧图书馆体系结构与参考模型

智能化空间服务及管理规范

图书馆密集仓储式智能书库规范

图书馆数据交换格式与协议

智慧数据描述封装接口规范

智能应用接口规范

图书馆数据分析与挖掘应用指南

关联数据应用指南

馆藏资源数字化文本化数据化最

佳实践

数据清洗与质量控制

移动图书馆智慧服务规范

图书馆用户认证应用规范

图书馆个性化服务规范

图书馆信息可视化参考指南

24 小时无人图书馆参考标准

书库点检机器人应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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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亟需制订的相关标准规范如表1 所示。

　　智慧图书馆目前还是一项新生事物，正在从理论研究

走向具体实现，标准规范的制订是走向实践的重要环节。

本文不揣浅陋，对智慧图书馆的体系结构和可能应用进行

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构建了智慧图书馆的参考模型，

并据此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标准规范框架体系，希望引起讨

论，并由此将智慧图书馆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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