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电子文献传递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牛振恒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青岛

266101）

摘 要 电子文献传递已经成为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的重要手段。国内区域性图书
馆文献传递已有一定的规模，然而，文献传递可持续健康发展仍面临一些问题，
其中，依法传递、利益平衡、传递效率等方面存在问题。文章在分析这些问题的基
础上，提出可行性对策，包括，取得出版商许可、图书馆间利益平衡、提高满足
率与时效性等，为图书馆电子文献传递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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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ctronic document delivery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adjunct of library
literature resources development service. Domestic Regional Library Document Delivery has
presented a certain scale, however,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document delivery
are fac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problems, of which the legal transfer,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between the libraries, transfer efficiency are becoming bottlenecks.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se key
issues,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some feasible countermeasures, mainly including obtaining
publisher authorization, establishing interests balancing mechanism between libraries, and
improving the fill rate and efficiency. The author’s purpose i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the library document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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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文献资源采购的有限性与读者文献需求的无限性构成了图书馆资源服务过程的
普遍性矛盾，图书馆只能把有限经费优先保障核心需求，通过整合开放获取资源、开展电子
文献传递、馆际互借等途径满足读者的偶尔需求。近几年来，国内图书馆界开展的电子文献
传递卓有成效，已经有一些区域性文献资源联合保障组织基于网络建立了功能较完善的电
子文献传递系统，如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系统（CSDL）、高校联合系统（CALIS）、国家
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系统（NSTL）、高校人文社会系统（CASHL）等，此外还有一些省级区域
性文献传递系统。然而，文献传递可持续健康发展仍面临一些问题，其中，依法传递、利益
平衡、传递效率等问题相对明显。笔者就此探讨，抛砖引玉，愿与同仁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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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书馆电子文献传递存在的问题
1.1 潜在法律风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申请传递的 1349 篇文献中，外文文献 1234 篇，占 91.5％[1]，
中科院新疆分院文献信息中心读者申请传递的 2998 篇文献中，外文文献占 91.32％[2]，笔
者所在单位申请传递的文献超过 95%是英文期刊论文，这些文献大部分来自成员图书馆采
购的外文数据库。孙维莲等同志从来自 CALIS、CASHL、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和清华
大学图书馆对外签署的电子全文数据库采购协议中选取 40 份进行研究，发现有 28 份协议
允许使用电子数据库进行馆际互借活动，9 份没有任何与馆际互借相关的描述，1 份明确规
定电子数据库不允许用于馆际互借[3]。显然，图书馆对未得到文献传递许可的数据库实施了
文献传递，就需要进行法律风险评估。
出版社同意图书馆少量文献传递，但往往要求仅限于非商业申请者个人学习研究使用。
杨晓秋同志对 44 家数字图书馆网站调查，仅检索到 4 家图书馆有著作权声明且不够完善[4]。
还有一些图书馆的文献传递声明较模糊，读者理解困难，如读者使用提供的文献时，必须
遵守我国著作权法有关规定，如文献来源于国外，则必须遵守文献提供国的有关著作权规
定[5]，读者收到文献往往因不熟悉 “我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文献提供国的有关著
作权规定”而忽视有关信息行为。事实上，我国文献传递服务已引起数据库商的注意，他们
对服务流程中涉及的诸多版权问题，特别是对商业性质的文献请求多次提出了质疑[6]。可见，
图书馆获得许可后的服务过程中，仍然存在法律风险。

1.2 利益有待均衡
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的公益性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意提供低价或免费服务[7]。外文数据库
价格不菲，尤其按篇计费的图书馆，文献传递成本不可忽视。例如，某单位的 ACS 数据库采
购价格平均超过 10 元/篇。目前文献传递收费价格大多 0.3 元/页，平均约 3 元/篇。此外，文
献传递需要人力资源、设施等投入。这样一来，有的图书馆传递的文献越多，亏得越多。即使
不按用量收费的数据库，图书馆因大量提供文献传递导致“数据库文献用量剧增”面临出
版社大幅涨价的风险。廉价的文献传递费用会引发一些聪明的图书馆对这种文献获取模式过
分依赖，有的图书馆把文献传递服务列为本单位节约文献采购经费的发展战略[4]。目前，尚
无图书馆间传递成本测算的平衡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提供馆文献方传递积极性。
尽管目前文献传递收费价格非常低廉，但仍有读者对文献传递收费不满。据祁卓麟同志
调查，大多数读者，特别是硕士、博士研究生，认为文献传递服务十分必要，但图书馆不应
收费[8]。CALIS 文献传递收费标准很低，读者仍然不满：举办免费活动时，文献传递申请量
出现井喷；活动一结束，申请量大大减少[9]。可见，图书馆文献传递的收费与读者免费期待
之间产生了不可回避的矛盾。

1.3 效率仍需提升
文献传递效率包括满足率和传递速度两个方面。国际一流的图书馆全文传递满足率可达
95%左右，而国内大型图书馆一般在 70%-80%左右[12]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文献传递满足
率相对高些，可达 90%[13]，因此，国内图书馆的文献传递满足率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国内外文献传递服务承诺的响应时间基本相同，一般在 24 至 72 小时之间[14]，有的图
书馆在加急情况下，文献传递请求 0.5 个工作日内做出响应，1 个工作日内送出文献，遇节
假日顺延[15]。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文献传递系统的可提供文献绝大部分在收到传递申请的当
日可送达，最长不超过 48 小时。据笔者调查，大多数读者，尤其科研人员时间宝贵，对目
前的文献传递时滞仍不太满意。某大科学家坦言，一般文献 10 分钟内无法获取，他基本会
放弃阅读；重要文献会找国外朋友帮忙，很快获取；他还觉得目前的文献传递系统的填写
操作有点麻烦，下拉单选择提供馆对读者没有实质性意义，希望系统自动匹配。

2 图书馆优化电子文献传递工作的对策

2.1 依法传递
2.1.1 取得出版商授权
取得出版商的文献传递许可是图书馆合法传递非开放获取电子文献的根本出路。图书馆
采购文献资源时，应与出版商就文献传递事宜进行协商，尊重出版商的利益，争取出版商
最大限度的支持，并将许可细则写进采购合同中。如某图书馆 Gale GREENR 数据库订购协议
中的文献传递许可非常清楚：“授权用户可以为个人、学术、教育用途和科学研究，向第三
方个人以纸质或电子形式，传送少量、非实质部分内容的订购资料，但订购资料在任何情况
下都不得为商业目的而传送或使用” [3]，该协议较好地保护了出版商的利益，也给图书馆
文献传递提供了法律依据。特别是集团采购过程中，应尽量加入未参加团购的本联盟成员有
合法获得文献传递的权益[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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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做好版权使用声明
图书馆需根据出版商的许可范围做好用户资格审查工作，并明确向用户发布文献传递
版权声明。版权使用声明是为保护出版商的利益而提醒读者尊重知识产权，不得再次扩散。
而有的图书馆使用“必须遵守我国著作权法有关规定”、“必须遵守文献提供国的有关著作
权”等较为笼统，读者收到类似声明，去查找有关规定学习，不太现实。中科院文献情报中
心的文献传递系统提醒就非常合理、明确，文献传递用户登录系统后，系统自动弹出《文献
传递服务合理使用声明》界面，指出“用户通过本系统申请文献，只能用于个人学习和科学
研究，不得用于其他商业目的”、“侵犯了著作权人权益，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等，
读者点击“接受”按钮方可进入。这样的提醒就非常明确告知读者应该怎样做。因此，图书
馆需要从方便读者的角度做好文献传递版权声明。

2.1.3 技术控制再传播
目前，电子水印、加密、自毁等技术比较成熟，图书馆当充分利用这些技术控制传递文
献的传播，保护出版商的利益。通过电子水印技术将类似“该文献为版权文献，仅限您个人
研究学习使用，禁止再次传播及商业化利用，否则，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完全由您承
担！”的版权声明嵌入传递文献的页眉，可以起到即时提醒的作用。大英图书馆的文献传递
系统将用户所需文献资源加密后网上传递，只能由本系统内的合法用户下载使用，非合法
用户不能得到授权[14]。电子文献加密自毁技术则支持电子文献生存期内的安全访问生效机制
与过期不可恢复性，使电子文献超过一定期限即丢失原始密钥而安全自毁[17]。图书馆开展文
献传递工作过程中，如广泛使用这些先进技术控制传出文献再次传播，一定会得到出版商
的赞同。

2.2 利益平衡
2.2.1 文献传递经费纳入预算
某科技大学研究生 8000 多人，导师 1000 人左右，图书馆平均每年在文献传递方面的
投资经费不足 2000 元[1]。文献传递是图书馆，尤其专业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的重要方式，
因之发生费用支出是非常正常的。图书馆应将文献传递工作列入文献资源保障建设范围，对
本馆文献传递工作进行梳理和规模评估，将文献传递费用视同文献资源建设费用做好预算。

2.2.2 加强读者思想引导
知识产品已经市场化，“谁受益谁出资”是市场的基本规则。图书馆需要加强读者教育，
引导读者自觉培养有偿获取文献的意识，还要有文献传递的成本意识。西方国家图书馆开展
文献传递收费很高的，1993 年，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与研究图书馆协会所进行的一项研究
表明，采用馆际文献传递服务传递一篇论文的平均费用为 29.5 美元[18]。笔者查阅了科技部、
教育部等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规定，文献费不在管理费之列，而一般科研人员认为单位从项
目经费提取的管理费中含有文献支持费用，因此，图书馆需要及时对科研项目负责人进行
引导，让他们理解自己有义务为其科研人员文献传递买单；应向读者宣传，申请项目经费

预算时，充分考虑图书馆的文献使用费。笔者单位科研团队完全承担了文献传递费用，部分
数据库的采购费用也全额承担，绝大部分读者也从不理解到理解，这与图书馆的宣传是分
不开的。

2.2.3 争取合理价格
有学者对我国 46 家公共图书馆的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进行了调查，文献传递服务
费并未涉及版权处理费[19]，这些传递的文献如果有来自图书馆购买而未获得出版商的文献
传递版权费豁免，图书馆的行为则存在法律风险。因此，图书馆采购数据库的时候，就文献
传递许可以及是否免费与出版商协商确认；如果出版商要求图书馆传递文献时支付版权费
图书馆应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积极争取到合理的价格范围[6]。

chinaXiv:201710.00007v1

2.2.4 图书馆之间的利益平衡
如前文所述，图书馆间传递文献会产生利益差，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图书馆传递积极
性。因此，区域图书馆联盟组织或图书馆间应当协定合理的收费与结算机制，平衡提供成本，
并给提供图书馆以适当的经济鼓励。笔者认为，应根据文献提供单位的成本测算确定其文献
传递收费标准，不宜一刀切。图书馆提供的单篇文献价格包括文章所在数据库篇均采购价格
（该数据库年采购价格/年下载总篇数）和供应商收取的版权费（如果有要求的话），甚至
把人力资源费用和设施费用算进去。提供馆拥有的资源，应本着非盈利原则收费。如博硕士
学位论文电子版有的１００多页，即使按０.３元／页计费，价格也较高，图书馆宜象征性
收费，如５元／篇。笔者单位的博硕士学位论文公开后是免费传递的。为扶持经济欠发达地
区的图书馆，政府部门或组织者可以实施差别化补贴政策，例如，CALIS 文献传递系统收费
标准对西部地区高校补贴 75%的优惠政策[20]。

2.3 提高传递效率
提高满足率、缩短获取时滞是文献传递工作面临的重大挑战。读者提出文献传递需求总
希望尽快到手，正如一位科研团队负责人说，收费不是问题，关键是尽快完成传递。为提高
满足率，组织者应建好联合目录，让读者很方便地检索到可获得资源信息及可供图书馆。通
过区域系统之间系统整合技术，实现多个文献传递系统联合服务，有效扩大资源范围。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联合目录就囊括了上百家研究所的文献资源信息，还与国家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等文献资源信息关联，读者检索到文献即能找到可供图书馆。如果
CSDL、CALIS、NSTL、CASHL 联合检索并提供服务，满足率将大大提高。
文献传递业务应以用户急需为核心进行传递方式与结算方式创新。有的文献传递系统的
提供方不能直接将文献发送到申请者邮箱，须经过接收馆工作人员转发，延长了传递时间
这就需要改进。笔者建议深入开发文献传递系统，使之类似打车软件，一旦有传递需求提交，
系统自动群发求助信息提醒可供图书馆文献传递人员，实现快速“抢单”。
对用户来说，在线直接获取是最理想的，因此，图书馆应考虑与数字文献供应商探讨
单篇文献采购问题。图书馆文献传递应该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某数据库的单篇采购价格与包
库采购的单篇价格持平，甚至略高，图书馆都应该考虑通过单篇采购模式快速服务读者。

3 结束语
国内图书馆文献传递已经广泛开展，不少图书馆为刺激读者申请组织免费活动，其服
务意识和关爱读者之心难能可贵。然而，文献传递行为基本是向“外单位”提供“本单位”
采购的文献资源（尤其外文数据库），图书馆的文献传递需在采购合同中得到出版商许可
且在传递过程中采取版权声明、技术控制等措施防止传递文献不当扩散。随着文献传递规模
的扩大，图书馆间利益平衡值得关注，应考虑提供馆资源成本而改变一刀切的定价机制和
结算模式。图书馆应该在解决法律、利益矛盾的基础上，扩大文献传递联盟，提高满足率；
探索合理的服务动力机制，优化文献传递系统功能，以最大限度缩短文献传递时间。合法传
递、利益平衡、提高效率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合法传递是前提，利益平衡是动力，

提高效率是目标，只有三者协调，图书馆电子文献传递工作才能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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