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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为求更好地了解中国机构知识库的发展现况, 以及提供未来发展战略的建议。【方法】 针对 130
个样本, 进行线上问卷调查。
【结果】我国机构知识库在内容存储、系统平台、管理政策等三方面各有不同程度
的发展。
【局限】 总体调查规模有限, 调查结果的分析聚焦在已经建设机构知识库的单位。【结论】调查报告全
面总结和分析我国教育科研机构知识库的建设现状, 建议未来进行机构知识库最佳案例的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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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构知识库建设[6], 以及研究型图书馆推进开放获

研究背景与调查需求

取的实践总结[7]等。
为了促进我国机构知识库的广泛建设与健全发展,

开放获取学术资源日益增长, 成为学术信息资源
管理的新兴课题之一 , 对图书馆和信息中心而言,

中国机构知识库推进工作组于 2012 年 10 月成立[8]; 在

面对开放学术资源环境, 需要重新审视和认识到“什

其 2013 年度工作计划中, 包括“中国机构知识库学术

么是图书馆馆藏、如何建设图书馆馆藏、如何组织开

研讨会”[9]等推广活动和支持其他单位的工作任务。其

放资源、如何支持开放出版、如何对开放资源进行长

中一项主要任务是开展针对我国机构知识库建设现况

[1]

期保存”等一系列问题

[2]

。其中, 机构知识库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IR)作为收集、存储与传播某个
或多个学术机构(例如大学、研究所、图书馆、博物馆
等)所创造的、可供机构内外用户共享的学术文献数据
库, 具有协助教育科研机构知识资产保存和知识管理
的重要作用。

远的机构知识库发展实施战略以及执行方案。

2

研究目标与调查问题
IR 承担着保存机构知识资产和支持知识开放共

享的重要职责, 是新型学术信息交流体系和教育科研

为此, 国内已有许多实践工作, 例如大陆高校推
[3]

动机构知识库的实践 、台湾高校发展机构知识库的
[4]

的调查, 以求完整地掌握目前发展现况, 以便从事长

[5]

介绍 、香港高校发展机构知识库的个案 、科研院所

知识基础设施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 已有不少国内
研究利用 Open DOAR(The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Repositories)、ROAR(Registry of Open Access Repo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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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ies) 和 Ranking Web of Repositories(The Spanish

删减; 征求工作组专家意见后, 选取用户预填写调查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等平台中的各项数据对中

问卷, 反复修订问卷 5 次后确定问卷终稿。

国大陆, 港台地区甚至全球的机构知识库建设现状进

3.2

通过对 ROAR 网站

问卷调查规划
调查样本是具有代表已建或者待建设机构知识库

中统计数据信息的调查分析, 介绍了国外机构知识库

的教育科研机构中的图书馆员, 即一个机构一个样

目前的建设情况, 重点对我国机构知识库建设情况进

本。调查对象分为两大系统: 科研系统和高校系统图

行了分析并提出: 争取国家政策与项目支持、明确高

书馆。科研系统图书馆的调查对象由中国科学院文献

校图书馆建设机构知识库的引领职责、建立机构知识

情报中心牵头组织; 高校系统图书馆的调查对象由北

库建设的动力机制、建立学科馆员协助存储机制、加

京大学牵头组织。

强技术创新努力开发适合中国用户信息需求的机构知

3.3

[10]

行调研和分析。例如, 赵莉娜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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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库系统软件、建立机构知识库联盟等建议。唐义等

问卷发放回收的实施情况
调查采用在线问卷系统, 分为 A 卷和 B 卷: A 卷针

对港台地区学术机构知识库的建设状况进行整体调查,

对已经建设 IR 的教育科研机构, B 卷针对拟建设 IR 的

发现港台地区普遍基于低成本的 DSpace 开发、实行分

教育科研机构。两份问卷的题目设置完全一致, 但 A 卷

散建置与集中呈现的发展、教育主管部门提供政策和资

要求所有题目为必答, B 卷中除基本信息题为必答之外,

金支持。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曾在我国

其他题目均为选答。调查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至 2013

[12]

[13]

利用 ROAR

年 7 月 10 日进行, 共收回问卷 130 份, 其中有效问卷

数据对国内机构知识库软件平台的采用情况进行了调

101 份, 无效问卷 29 份。在 101 家教育科研机构中, 有

高校范围内组织了问卷调查

。纪元霞

[14]

研。袁顺波等

基于 OpenDOAR 数据对全球机构知识
[15]

库的建设现状进行了调研和分析。
王婉

对比香港和大

26 所为中国科学院科研机构, 75 所为国内高等院校。
3.4

陆地区高校机构知识库的建设现状并提出建议。
考虑到我国机构知识库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 有

问卷反馈情况
根据调查结果, 有 40 家教育科研机构反馈已经建

设机构知识库, 61 家未建设或待建设。

众多机构库虽然已经投入使用但还拘于包括语言等各

在 40 家已建设 IR 的教育科研机构中, 有 21 所来

种原因尚未在国际注册网站中注册, 还有许多机构库

自中国科学院科研机构, 19 所来自国内高等院校。61

正在建设之中; 因此, 中国机构知识库推进工作组决

家未建设 IR 或待建设的教育科研机构, 有 5 所来自中

定组织全国性调查工作, 以了解和把握我国机构知识

国科学院科研机构, 56 所来自国内高等院校。

库建设的现状和问题、战略和措施、挑战和困难等, 为
机构知识库的未来发展提供思考和借鉴。
因此, 本次调查针对存缴什么内容、按照什么方式

4

调查结果

4.1

IR 内容的存缴以数据迁移复制的比例较高
在存缴方式的 5 个选项(A.个人自行存缴; B.个人提

存缴、存缴内容的类型、如何进行存储、如何针对存缴
的内容开展服务、未来如何发展等方面重点展开调查。

交管理部门, 管理部门人员进行存缴; C.个人提交管理

内容包括: 内容存缴方式、数据存缴的操作方式、存缴

部门, 管理部门提交 IR 管理者; D.个人提交 IR 管理者;

内容类型与载体格式、存缴激励措施、政策内容、开放

E.从其他平台进行数据迁移或者数据复制)中, 从其他

获取时滞期、IR 的存储量与用户量、软件平台、服务

平台进行“数据迁移或复制”的比例最高, 如图 1 所示。

功能、宣传推广、构建目的及当前的问题等。

4.2

3

调查设计与实施过程

3.1

问卷设计过程
根据《中国机构知识库 2013 年度工作任务计划》

IR 内容存缴的操作方式以个人上网提交和

图书馆批量导入的情况居多
调查结果显示, 多种操作途径并进, 对 A 卷的进
一步分析看到“在 IR 网页上提交数据信息”(主要是个
人提交)和“在 IR 后台, 以程序命令、批量导入数据”(即

设计问卷初稿, 在 CALIS 三期机构知识库建设与推广

由图书馆等中介提交内容)这两种方式被采用的比例

子项目的调查基础之上, 进行全面修改、补充扩展、

最高, 各有将近 80%的机构采用, 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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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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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 内容的存缴方式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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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 载体格式

IR 内容存缴的操作方式

IR 存缴内容的类型以“期刊论文、会议论文、

学位论文”最多
调查显示各个机构知识库均认可存缴内容的类型
多样化, 其中对“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最
为重视, 达到被调查机构的 95%以上, 如图 3 所示:

图5
4.6

IR 存缴激励措施

将近一半的 IR 具有明确的存储与传播政策
调查显示已建 IR 的知识库有 52%具备严格统一

的存缴政策, 有 36%的机构并没有明确的 IR 存缴政
策; 对拟建设 IR 的机构调研显示, 有 52%目前没有考
虑制定明确的存缴政策, 如图 6 所示:

图3
4.4

IR 存缴内容类型

IR 存缴的载体格式主要支持“文本、表格、

图片和课件”
存缴内容的载体格式也是多样的, 对当前主流的
4 种载体格式(文本、表格、图片和课件)支持达到 80%

图6

IR 存缴政策

以上, 如图 4 所示。
4.5

具有 IR 存缴激励措施的机构不多, 少数采取

在 IR 开放服务政策上, 已建知识库的回复中, 有

“强制要求”和“考核评估”等方式
调查显示, 6 种激励措施采用比例都不高。然而,

59%的 IR 严格遵守一套统一的开放服务政策, 而有

有 35%以上的被调查单位具有“强制要求”和/或“考核

复中, 表达了对统一的开放服务政策的关注, 但在开

评估”的措施, 如图 5 所示。

放服务政策的选择方面尚不明确, 如图 7 所示。

29%没有明确的开放服务政策; 正在建设 IR 的调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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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采取不开放的措施, 如图 10 所示:

图 10
4.8
图7

已建 IR 的存储量已有较大规模
根据调查结果, 已建 IR 的机构中, 元数据条目达

多数已建 IR 采取机构统一规定存缴内容开放

10 万条以上的机构有 14%; 另有 38%的 IR 元数据量

程度的管理方式
调查显示, 已建 IR 的机构有 76%采取“机构统一

也已具有一定的规模, 在 1 万条-10 万条之间, 如图 11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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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 开放服务政策

IR 浏览、检索和下载的权限控制

所示:

规定存缴内容的开放程度”的方式; 拟建 IR 的机构仅
有不到一半的机构对于存缴内容的开放程度有统一的
规定, 如图 8 所示:

图 11

IR 数据量统计

在全文总量方面, 已建 IR 的机构中, 有 7%的
IR 全文总量达到 10 万条以上, 而有 43%的全文总量
图8

IR 存储内容实施开放共享的管理方式

在 1 万条以上, 如图 12 所示:

在开放获取时滞期方面, 选择“存缴后立即实施
开放共享”的机构超过一半, 如图 9 所示:

图 12
图9

IR 实施开放共享的时间

在 IR 浏览、检索、下载的权限控制上, 根据调查
结果, 被调查的 IR 中仅有极少数的机构在开放共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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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 全文量统计

在 IR 当前用户注册数量方面, 在已经建设的 IR
方面, 有 7%具有 1 万以上的注册用户; 有 10%的 IR
具有 1 000-10 000 注册用户的规模, 有 83%的 IR 注册
用户在 1 000 人以下, 如图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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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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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IR 对开源工具的利用

图 16

IR 内容组织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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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 用户注册数量统计

建设 IR 平台的方式多样, 以其他机构协助

建设的情况稍多
在被调查机构当中, 建设 IR 平台的方式有多种;
其中, 以协助建设方式最为突出, 开源软件的应用成
为主流, 如图 14 所示:

4.11

新型服务功能视需要而建
调查显示, 已建 IR 的知识库多数具有“主页检索

功能、高级检索功能和显示信息资源类型”等服务功
能, 比例在 90%以上, 如图 17 所示。但是, 一些新型
功能尚待广泛应用。
4.12
图 14

IR 平台的建设方式

学科馆员走访作为主要的 IR 宣传推广方式
如图 18 所示, 在宣传推广范围方面, A 卷中的被

调查机构最常使用到的宣传推广方式是“在机构单位
范围内推广”, 被采用的比例达 83.33%。另外采用“全

在开源工具的利用上, 已建 IR 的回复中, 有 62%

国范围内推广(参加国内会议和 IR 联盟)”的机构也达

的 IR 利用开源软件 DSpace 进行 IR 系统的开发, 也有

到被调查 IR 的近 60%。国际范围内推广的采用比例最

12%的被调查机构选择利用其他开源工具, 另有 26%

低, 但也是提高 IR 影响力, 逐步和国际接轨所应当重

的 IR 没有利用开源软件, 如图 15 所示。

视的一种宣传推广方式。

4.10

多数 IR 选择内容集中管理
在内容组织管理方式上, 无论 A 卷还是 B 卷, 元

在宣传推广方式上, “学科馆员走访”是被采用的
最多的 IR 宣传推广方式; 而“开展讲座培训”和“发布

数据和全文集中管理是被采用的最多的内容组织管理

新闻”也是被普遍采用的方式, 如图 19 所示。

方式, 比例分别达 81%和 66%等; 另有少数 IR 选择采

4.13

用“元数据集中管理, 全文由机构内不同部门和组织
各自管理”或“IR 元数据和全文由机构内不同部门和组

学术传播影响力
根据调查结果, A 卷和 B 卷在建设 IR 的目的上

织各自管理”的方式, 如图 16 所示。

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对 IR 建设目的中“完善保存机构

建设 IR 的主要目的是保存知识资产和扩大

XIANDAI TUSHU QINGBAO JISHU

5

chinaXiv:201606.00021v1

数字图书馆

图 17

图 18

IR 服务功能

IR 宣传推广范围

图 20
4.14

IR 建设目的

经费资助和政策支持是下一步需要解决的

问题
对于调查问卷中预设的构建 IR 下一步需要解决
的问题, 包括“经费、政策(版权开放和保护)支持、人
力、内容、宣传、参与积极性”等, 90%左右的调查机
构都认为调查问卷中列出的问题是本机构需要解决的
问题, 60%的机构认为这些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如图
21 所示:

图 19

IR 宣传推广方式

的学术成果”和“扩大本机构的学术影响力”的支持度
最高, 也认同 IR“增加学术交流渠道以促进创新活
力”和“作为教育科研的考核和评估方式”的作用, 如
图 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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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IR 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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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1) 我国机构知识库存储进入快速增长期
从对已建的数据量、用户量和访问量等方面的调

查结果来看, 当前已有一定机构知识库的建设初具规
模, IR 元数据量达到 10 万条以上, 全文总量达到 10
万条以上, 有 1 万人以上的注册用户, IR 月均访问量

第5期

有较高的共识, 大部分机构建设 IR 的目的是为了完善
保存机构的学术成果并扩大机构的学术影响力。但是
当前在 IR 建设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包括: 研究人员
提交成果的积极性、内容的组织方式、宣传推广方式、
知识产权政策、人力和经费的评估、出版商对版权控
制等。这些问题不应成为阻挠 IR 建设的障碍; 相反,
未来应当汇编我国的《机构知识库建设实践案例》, 以

在 1 万以上。这说明, 我国机构知识库已经开始彰显

简单易懂的方式, 传播 IR 建设中使用的各种系统技

实际的服务效益。

术、政策法规、宣传推广方式等操作指南, 为健全 IR

(2) 图书馆应当争取合作存储的方式

chinaXiv:201606.00021v1

2014 年

发展而努力。

在 IR 内容和元数据存缴的操作方式上, 网页提交

本次调查相对完整地呈现了我国高校和科研院

(个人)和后台批量导入数据(中介)采用比例最高。而

所机构知识库的建设情况,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

“合作单位自动存储”采用比例最少, 可能的原因是合

提出了上述 5 项建设性策略, 提供业界参考。

作单位(如出版社、数据库集成商等)目前对 IR 的认识
和积极性仍然不够, IR 建设过程中图书馆需要加强与
出版社、内容商等的合作, 探索合作和参与的双赢的、
适用的方式和途径。

(致谢: 中国学术期刊对机构知识库存缴政策的调查是
在“中国机构知识库推进工作组” (http://chinair.csdl.ac.cn/
node/)的规划、组织和指导之下实施。共有 101 家科研教育
机构积极参与了调查, 在此一并感谢。)

(3) 图书馆应积极争取教育科研机构层面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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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urvey is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 of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in China
mainland and to make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strategy. [Methods] 130 samples are selected to
do the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There are many repositories in China that developed their content deposit,
system platform and management policy on different levels. [Limitations] The survey scale is limited, and th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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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es on the institutions which have developed repositories. [Conclusions]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IR current situation on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in Chinese Academic and Research
Libraries. The recommendation is to edit the best practice of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in future.
Keywords: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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