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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论文摘要]：本文重点探讨了Web2.0与图书馆
2.0的完美结合以及其将要给图书馆学科化服
务带来的深刻影响和信息咨询服务带来的变化
和应用前景. 分析了图书馆2.0服务模式下图书
馆的信息资源建设以及服务方式、管理方式的
新变化。最后提出了图书馆2.0应用的五项原
则和Web2.0模式的学科门户建设。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Web2.0’s ideas and technologies has brought new 
energies to library. This paper mak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new changes in library resources construction，services and 
management styles under Library 2.0 services pattern. The application 
of Web2.0 has been significantly affecting the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 Using the core technique of Web2.0 such as Blog，Rss，Wiki 
and Ajax in the librar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in librar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traditional subject information gateway 
establishmen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eb2.0. The paper also 
proposes the requirements of subject information gateway under 
web2.0，which has been used to establish the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information gatewa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brary 2.0 and Web2.0 as well as the all —round situation about 
Library 2.0，and puts forward five rules of  Library 2.0 application in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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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eb2.0的应用

1.1 Blog：中文称为博客或者网志。它是一种用来表达读
者用户个人心得、思想，并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且不断
更新的网络出版与交流方式。

1.2 RSS（新闻聚合系统）：RSS是Web 2.0中一项非常重
要的技术，它是基于XML/RDF的描述信息资源集合的
轻便、可扩展的元数据集。

1.3 学科百科（Wiki）：Wiki系统属于一种人类知识网络
系统，读者用户可以在Web的基础上对Wiki文本进行
浏览、编辑和发布，而且创建、更改和发布的代价要
比HTML文本小得多。



1Web2.0的应用

1.4 Ajax ：它结合了多种先进技术打破了过去页
面重载惯例，能够很好的优化读者用户体验并
且实现功能丰富的图形界面。

1.5网摘：网摘服务作为一种个人的信息资源平
台，它的核心价值已经从保存曾经浏览过的网
页，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信息资源共享中心，能
够真正做到“共享中收藏、收藏中分享”。

1.6 SNS：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可以将人际关系
网的信息资源完全挖掘出来。



1 Web2.0的应用
1.7 Tag：Tag（标签）网络用户在为图片或者日志等添

加一个或者多个Tag（标签）后，就可以查阅到网站上
所有和自己使用了相同Tag的内容，由此和其他读者用
户产生更多的联系。

1.8  IM：即时通讯软件完全可以说是目前我国上网用户
使用率最高的软件。聊天一直是网民们上网的主要活
动之一，网上聊天的主要工具已经从初期的聊天室、
论坛变为以QQ和MSN为代表的即时通讯软件。

1.9  P2P：对等联网（peer一to一peer）。可以理解为
“点对点”或者“伙伴对伙伴”的意思。它在加强网
络上读者用户彼此之间的交流、分布计算和文件交换
等方面大有前途。



2 Web2.0与图书馆2.0的完美结合

2.1 图书馆2.0模型。图书馆应该以开源软件系统D Space（一种数字
资源管理系统）作为数字图书馆核心引擎的图书馆2.0模型。

2.2 门户网站建设 。目前我国的图书馆门户网站中应用Web2.0建设
的内容有：学科门户建设、图书馆信息资源介绍、图书馆数字化
参考咨询服务、图书馆读者用户教育、图书馆新购图书通报、图
书馆规章制度建设、图书馆最新消息发布和图书馆读者俱乐部等
等。

2.3 个人知识交流平台。①开辟了学科馆员和普通读者用户的日志空
间。②开通了多名专家学者协作式的写作方式。③提供了个人新
闻聚合。④开辟了读者用户的个人空间。



2 Web2.0与图书馆2.0的完美结合

2.4 开展虚拟参考服务（VRS）。虚拟参考服务VRS（Virtual 
Reference Service）是一种基于Internet（或者Web）的帮助服务
（help services）机制。

2.5 数字信息资源发布服务。上海大学图书馆利用了D Space系统建
立了数字信息资源发布系统，它可以针对不同的院系设置多个
“数字馆藏”组，每个组都拥有许多数字信息资源条目，D 
Space还提供了指向惟一数字条目的引用服务，使读者用户可以
在个人信息库中直接链接到其所指定的数字信息资源。

2.6 个性化服务。
2.6.1个性化的主页。
2.6.2课题研究服务。



3 Web2.0对图书馆信息咨询服务的影响

3.1信息资源交流。基于博客进行的对话与学习，能够让读者用户个体融入到关注同
样研究领域的社会群体之中去。图书馆为读者用户提供一个这样的交流平台，它
不仅能够使读者用户主动地与图书馆交流以外，而且还能够从个人博客中提供的
完备的个人信息中获得其信息需求。

3.2促进知识管理。在Web2.0时代，读者用户的体验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这是一种
交互性的信息资源增长及反馈模式：首先，它激发出了读者用户个人的创造力，
将个人头脑中的隐性知识转变为显性知识；其次，它激发了读者用户彼此之间相
互交流和自我操作的能力。帮助他们克服知识共享中所遇到的心理障碍，并主动
与他人分享信息资源；最后，由于参与构建的各方在背景知识（setting 
Knowledge）、语境知识（Context Knowledge）、视角知识（Horinon 
Knowledge）等方面有着不同的特点和知识储备，使得信息资源的交流更加具有
互补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信息、知识的正确性。

3.3信息资源组织。Web2.0的自组织和个性化，能够使图书馆由过去的被动服务转为
现在的读者用户主动选择信息资源以及要求图书馆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学科化
信息咨询服务。



4 Web2.0模式的学科门户建设

4.1Web2.0模式的学科门户建设目标
4.1.1努力建设一个基于B/S架构的分布式信息资源平台，实现信息资

源的分布式管理和维护。
4.1.2大力建立集中式的元数据控制体系，保证各子门户使用元数据

的规范化和统一性，从而控制信息资源质量。
4.1.3建立一个个性化的读者用户空间，保证他们可以收藏、分类、

标引、推荐、发布、纠正各种资源和信息，实现学科门户与读者
用户之间的互动。

4.1.4严格遵循RSS协议，努力实现外部信息资源的聚合和自身信息
资源的标准化发布。

4.1.5以分众分类技术和博客系统为基础，努力建设学术社区，真正
实现学科门户与读者用户以及读者用户彼此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信
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4Web2.0模式的学科门户建设

4.2学科门户系统结构与功能模块

三层结构体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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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eb2.0模式的学科门户建设

4.2.3学科门户功能模块
①信息资源检索模块。
②信息资源浏览模块。
③信息资源推荐模块。
④个人门户模块。
⑤学术博客模块。
⑥学术书签模块。
⑦学术信息聚合模块。
⑧学科门户平台管理模块。
⑨个人门户管理模块。
⑩子门户管理模块。



4 Web2.0模式的学科门户建设

4.3学科门户使用的关键技术
1、学科门户系统主要采用JSP技术进行开发。
2、经常复用的代码采用了JavaBean封装。
3、后台数据库连接部分采用了多线程的连接池技术。



4Web2.0模式的学科门户建设

4.4学科门户特色
4.4.1学科门户系统具有非常灵活的元数据定制方案以及十分强大的

权限管理方案，构成了分布式的学科门户管理和维护体系。
4.4.2借助学术博客、“我的CSSIG”和学术书签等增值服务功能，实

现了学科门户与读者用户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读者用户与读者用
户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了一个自组织的学术网络。

4.4.3利用RSS协议实现了外部信息资源的聚合、集成和二次发布，
彻底实现了学科门户的信息资源序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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