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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电子出版物的分编和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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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出版物的出现与发展, 改变了图书馆馆藏信息资源结构, 使得图书馆传统的以纸本文献

为主体的编目及管理工作发生深刻变化。文章试从图书馆实际工作出发, 对这一变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
积极地探讨并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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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图书馆网络化、数字化的飞速发展, 图书
馆的馆藏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电子出版物在图书

这些电子资源, 文献编目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是图书
馆进行有效管理的前提。当前图书馆对电子资源的

馆资源建设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特别是教学参考书

编目途径有二种, 一是采用 MARC 的 856字段将书

的数字化需求量急剧增长, 为电子图书进入高校图
书馆提供有利的空间。电子出版物进入图书馆, 是

目与超文本链接; 二是采用 DC 元数据对电子资源
进行描述。笔者认为由于传统的 MARC 格式 揭示

图书馆向现代化和数字化迈进的一个标志, 同时也

资源内容详尽深入, 并且在图书馆领域使用已久, 有

使文献资源的管理和利用变得复杂。如何有效利用

着很强的可操作性, 因此本文主要论述使用 MARC

律 )。

馆系共建分学科的专业数据库或专业阅览室是一种

其三,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将其服务融入信息网
络的大环境中, 实现资源共享, 下载 网络信息以
弥补图书馆馆藏的不足。这一点, 系 ( 所 ) 资料室难
以实现。
其四, 图书馆传统的 三目 图书采购制度方

理想的管理模式。这种做法, 一方面可使读者有的
放矢, 针对性很强地进入某室查询某学科文献, 因而
方便了读者, 为读者节约了宝贵的时间; 另一方面,
建立专业数据库和专业阅览室也有利于图书馆工作
人员的专业化, 能更熟练地检索有关专业文献, 更好

式偏于狭窄, 效率低而且周期长, 因此, 靠这种单一
的图书购置渠道已不能满足当前高校超常规模发展
对图书馆馆藏扩充的要求。所以, 应扩大采访渠道。
一、
可采取双向选择的方式, 就是在广泛征求各院系

地作好该学科的开发利用工作。这对提高图书馆的
地位, 发挥好图书馆的作用, 优化专业队伍都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总之, 在网络条件下, 高校要集中财力、人力、
物

专业教师意见的基础上, 采访部门及时编写最新书
目简介, 用 E-m ail形式发送到各系、部室教学科研部
门, 以供教师圈选参考; 教师可以补充上传自己所需
要的图书书目, 作为购置图书的重要参考意见, 由此

力, 进一步加强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和专业队伍
建设, 使高校图书馆真正成为 学校的文 献信息中
心 , 为教学科研作好学术性服务。

可大大降低采访工作的信息搜索的成本。二, 图书
馆在未来的发展中应统一协调、规划全校的文献资
源建设, 统一安排图书经费, 杜绝重复投资, 更高效
率地实现局域、
广域资源共享。

1 吴艳玲. 普通高校系资料室应予裁撤. 大学图 书馆学

其五, 系资料室人员的定岗、定编, 业务提高及
职称晋升等问题受到一些限制, 处理较为棘手。这
些将影响图书资料的规范化管理, 也影响资料室人
员的积极性。可见, 在一个校园内, 书刊还是集中在
图书馆为好。
2. 3 成立馆系共建的专业数据库或某些学科的专
业阅览室, 是一种理想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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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856字段对电子出版物的编目。
1 电子图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

这样其实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重新对每种电子图书
进行编目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如果书商提供

1. 1 出版有待进一步规范化

的书目信息比较完整, 编目员在编目过程中也起到

电子图书是近年来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而出现

验收的作用, 许多隐藏的问题通过所提供著录信息

的新生事物, 由于网络自身的缺陷以及在技术和相
关标准方面存在问题, 电子图书出版标准尚未形成。

就会暴露出来, 及时与书商反馈, 无形中也会促进整
个电子图书出版的完善。

主要体现在电子出版物的计量标准化问题, 目前电

2

子出版物在采集、
著录、
保存和统计管理中较难解决
的问题是没有 统一 的计 量单 位。是以 介质 ( 或载

2. 1 根据书商提供的元数据进行验收管理
图书馆在购买电子图书时应向书商索要相关的

体 ) 为标 准, 还是以内容完整性为标 准呢? 是以每

机读目录, 以便核对电子图书, 并与纸本的图书进行

个独立的电子出版物载体算一个保存单位, 还是以

对接。编目工作人员从所提供的机读目录信息进行

每个内容相对独立和完整的文献内容作为一个保存
单位呢? 电子图书是在网上阅读, 考虑下载和阅读

验收管理, 并判别电子图书的质量, 从标准书号、价
格、
出版信息等项目就可以判别该书是否为正规出

的速度, 每个电子图书的文件不允许太大, 因此许多

版物。具体做法是, 先将这些书目导入图书馆系统

电子图书将电子书折分章节、
分册出版, 而整体的品
种数却是包括所有折分章节的数量。例如, 图书馆

的外部数据源库, 如有可能, 最好先逐条浏览一遍,
从中发现记录重复, 折分章节等与纸本书目记录不

电子图书 检索界 面显示计 算机类的 品种有 8 000

相吻合的问题, 先将类似的问题汇总起来, 形成书面

种, 而实际 扣除折 分章 节的 数量, 品种 只有 2 000

的报告及时向书商反馈, 以便得到相应的解决。

种。这就给图书馆馆 藏数量的统计造 成很大的麻
烦。另一方面也给读者阅读带来麻烦, 读者想浏览

2. 2 利用 856字段整合电子图书与纸本图书
书商提供的书目有一个非常可取的东西, 就是

一本书必须将所有的章节逐一下载, 其阅读效率相

每条书目记录都有相应的 856字段, 即电子书相应

比之下还不如纸本的图书。
1. 2 版权标识不明

的超文本链接字段。图书馆可直接利用该字段进行
纸本书目与电子书目的链接。目前图书馆购买的图

电子图书的编目与管理

版权问题一直是电子图书出版的硬伤, 通常正

书复本数一般不超过 3本。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不了

式出版的纸本图书都有版权页提供相 关的版权信
息, 这也是文献著录的主要信息源之一。按常理, 电

读者的需求, 特别是教学参考书的需求量更大, 电子
图书如果能与纸本图书相对接, 相互整合在一起, 读

子图书的制作应该保留原书的封面与版权页, 以便

者在公共查询时就可以一目了然, 当纸本书被借出

读者判别和图书馆的编目管理。但是, 由于种种原

的情况下, 可利用书目的指引借阅电子图书。

因, 许多电子图书不但封面与原书不符, 书的内容与
书名也不符, 尤其是许多文学名著成了粗制滥造的

2. 3 利用联合目录对电子图书进行套录编目
许多图书馆在购买电子图书时一般会针对本校

重灾区, 你根本无法核对电子书的出版社及相关的

所需的教学科研常用的图书进行选购。但目前电子

著者和译 者信 息, 代之 的是 XXX 数 据中 心制 作,
XXX 编著的字样。有的文学名著几百本的封面都

图书出版的品种局限性很大, 可供选择的余地不大。
采访员在采购过程中不可能逐一核对本馆的相应的

是统一的, 这使得文献编目员无法获取正确的著录

馆藏情况。因此往往购进的电子书与本馆纸本图书

信息, 从而严重影响了书目数据的质量。

的重复率很高。编目员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取不

1. 3 书商提供的书目有待改进
电子图书与纸质图书不同的是一般没有专人进

同的措施, 通过查重, 如果本馆已有纸本的书目, 只
需取用电子书的 856 字段与本 馆的书目做链 接即

行验收。但是有经验的编目员则可以通过书商提供

可, 省时又省力。对于本馆没有相应的纸本书目记

的书目来判别电子图书 的质量。因为 通过核对书
目, 可以了解到许多信息, 并从中发现问题。更重要

录的这部分电子图书, 应选择利用联合目录进行套
录编目, 通过相应的检索途径下载书目记录, 并取用

的是利用其中的 856字段将图书馆纸本图书与电子

电子图书的 856字段, 为与纸本书目记录区分开来,

书进行对接, 方便读者检索, 更有效地利用图书馆的

可在索取号字段标明 电子图书 , 并指引读者直接

馆藏资源。而目前书商所能提供的书目大多著录项
目不全, 因此大部分图书馆根本不用这块书目信息。

借阅电子图书。这样不仅在实质上提高馆藏图书的
利用率, 同时引导读者多利用电子图书, 缓解纸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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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借阅压力。
3 随书光盘的编目与管理

的时间差, 因为不是同步服务, 有些读者对这种服务
的期待值不高。图书馆还必须有专人统一管理, 这

随书光盘是现代图书出版的一种新现象, 它们
是附加在图书中的以光盘和磁盘为媒介的电子阅读

种服务过程整个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 虽然因此节
省了服务器的硬盘存储空间, 但从长远考虑, 不利于

物。目前, 随书配备光盘的文献以计算机、
电子电路
及建筑等书籍居多。从内容上讲, 主要包括电子版

随书光盘的合理利用。
3. 3 利用 MARC 字段提供随书光盘的检索点

图书创作实践、材质 库、试用软 件、可执 行程序等。

本馆经过多年的尝试, 针对随书光盘做了一些

这些随书光盘大多是对图书内容的说明、解释和补
充。有些时效性较强的资料, 如计算机类的图书、
年

较为规范的管理, 并在各个环节 进行不同的管理。
首先是在图书验收过程中, 先将随书光盘取出, 并装

鉴的统计数据, 一旦失去时效, 利用价值就不高, 无
形中降低读者服务水平。如何对其科学合理的著录

入统一的包装盒, 贴上与图书不同的条码号, 为避免
采访价格在统计中出现错误, 随书光盘的条码不再

与管理, 提高其利用率, 使之充分地为读者所使用,
本馆在这方面的服务起步较早, 在不同阶段尝试过

与图书一起验收, 只与图书一起进入编目环节。编
目过程中, 如遇有随书光盘, 则将按规定分别在 010

不同的服务模式的探索, 在此将几种服务模式的优
劣一一介绍, 与同行交流。

字段的 $ d 价格后注 明 ( 含 光盘 ), 并 新增光盘 的
ISBN号或 ISRC 标准号的 检索点, 在 215 字段 $ e

3. 1 集中式管理
随书光盘作为图书的一部分而存在, 离开图书

做附件数量说明。即盘作为图书的附件在 010 $ d
价格 (含光盘 ) , 215$ e做附件数量说明, 如果光盘

其使用价值将大打折扣。在分编时, 将图书与其所
附盘片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 即盘作为图书的附件

的题名与书名不一致, 则必须在 517提供光盘题名
的检索点, 并在 312字段做其他题名的附注。编目

在 010 $ d价格 ( 含光盘 ), 215$ e做附件数量说
明, 不对随书光盘另作馆藏管理, 直接将随书光盘作

员随即将光盘压缩成一个 Z IP 文件, 保存在本馆的
专用服务器上, 并利用 856 字段提供 URL 链接, 这

为附件与图书一起归入流通借阅体系, 方便了读者。
但是, 目前大部分图书馆采取开架借阅的服务模式,

样读者在公共查询的界面直接点击随书 CD - ROM
的内容。与此同时, 这些随书光盘可进行入藏管理,

图书可以设置防盗措施, 而光盘却无法防盗。此外,
因外借而造成的损坏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

并贴上与图书相应的索取号, 统一放在一个典藏点
排架管理, 必要时也可进行流通外借管理。

随书光盘在编目过程中必须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3. 4 光盘的馆藏管理

为安全起见, 仍将随书光盘与图书附在一起, 不进行
额外的编目, 只是集中在指定的阅览室管理, 并配置

光盘一般分为随书光盘和多媒体光盘。为了便
于排架管理和借阅, 本馆统一订制一款包装盒, 为了

检索机器供读者阅读随书光盘。一般情况下随书光
盘不提供外借。事实证明这种集中式的管理往往不

与多媒体光盘的排架区分开来, 随书光盘取用该书
的索取号 ( 排架号 ), 便于读者使用和借阅。而多

利于随书光盘的利用, 原因是僧多粥少, 随书光盘越
来越多, 而检索机器往往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

媒体光盘则根据不同的类型在索取号之后标上相应
的标识 (如 CD、VCD、DVD) 等加以区分。本馆将光

3. 2 在网上提供需求服务
含有随书光盘的图书, 在图书验收时为了与一

盘的条码号与图书区分开来, 方便入藏统计和计算
机管理。

般图书区别, 可加盖一个 附盘 的图章提醒读者。
图书馆在主页提供所有随书光盘的书目清单, 将所
有的随书光盘分门别类管理, 不提供外借服务。需
要查阅光盘的读者可在网上直接点击预约, 管理人
员当日便将该光盘的内容提交到指定的服务器供读
者查询。这种方法可节省许多中间服务环节, 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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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服务器的存储空间。但这种服务毕竟还存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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