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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0 年 1 月，德国国家图书馆废止了国家书目的印刷本，以一种网络期刊取代它。

这是重新定义国家书目服务漫长过程中的第一步，退出传统媒体（例如纸本或 CD-ROM
数据库）领域，致力于通过万维网发布国家书目数据。一种新的商业模式被创立——所

有网络资源目前被发布在一个额外的书目系列，并且书目数据是免费使用的。其他书目

数据的价格也将逐步地降低。在这个项目的第二阶段，重点是基于国家图书馆目录的相

关增值服务。这些增值服务的主要目的是基于用户检索标准的最新信息提醒服务，提供

不同的获取方法，例如 RSS 源、结合 Zotero，或者以 CSV 或 PDF 文档输出书目数据。

编目的现行标准依旧是提供高价值终端用户检索的指导方针，但这些现行的标准将被能

发现和浏览不断增长的文献量的自动标引程序所补充。目标是制定一个公开透明的编目

政策和良好排列的选择菜单。 

1. 新的商业模式 

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创立于 2010 年，所有的书目系列已可以通过图书馆的目录免费使用，

而且书目数据目前还可以 PDF 形式免费提供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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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国家图书馆的馆藏 

国家图书馆的收藏授权可追溯到 1912 年，如今它是基于《德国国家图书馆法》1。2006 年，德国的

法定呈缴条款作了扩充修订。呈缴本法和国家图书馆的馆藏指导方针2对收藏授权的要求作了进一步

的解释和说明。这些指导方针的作用是详细说明来自德国和国外的什么样的出版物将被入藏，因为

持续增长的出版量和大量的网络出版物正被正式标准所限制。关于这个量的概念，2009 年，德国在

出版商的图书市场上大约有 10 万种新发行的图书。总而言之，去年国家图书馆大约登记了 64 万出

版物。 

自 1913 年以来，德国国家图书馆已收藏： 

• 在德国出版的文献 

• 在国外出版的德语文献 

• 在国外出版的德语文献的外文译本 

• 有关德国的文献——在国外出版的有关德国的外文文献 

• 1933 至 1945 年期间由讲德语的国外移民撰写或出版的印刷型文献 

馆藏包括各种媒体形式的文献，物理形式和非物理形式的文献，即：纸质文献和缩微文献，录音制

品，电子数据载体的物理文献和网络出版物。图书馆的联机数据库 https://portal.d-nb.de/提供书目检

索入口，因此履行了图书馆对在德国发行的所有出版物进行书目著录的法律指示。我们拥有一个国

际性的相当特殊的形势，在这个形势下，图书馆的馆藏目录和联机目录几乎等同于国家书目。 

除联机目录之外，德国国家图书馆还出版德国国家书目。德国国家书目定期记录新馆藏。国家书目

传统上由几个不同报导周期的系列和不同类型的主题检索3组成。 

• A 辑—— 出版社图书业出版的专著和期刊。包括：图书，杂志，非音乐录音，音像媒体，

缩微平片和电子出版物。从 2004 年开始，此辑也包括曾被单独列在 G 辑的译著文献和有关

德国的文献。周刊。 

• B 辑——非出版社图书业出版的专著和期刊。包括：图书，杂志，非音乐录音，音像媒体，

缩微平片和电子出版物。周刊。 

• C 辑——地图。季刊。 

• H 辑——大学出版物。包括：德国大学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报告，国外大学的德语博士论文

和博士后报告。月刊。 

• M 辑——印刷乐谱。月刊。 

• O 辑——网络出版物。月刊。 

                                                 
1 http://bundesrecht.juris.de/dnbg/index.html 
2 http://files.d-nb.de/pdf/sammelrichtlinien.pdf 
3 关于主题检索，见第 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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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辑——录制的音乐。月刊。 

1.2 自 2010 年起德国国家书目作为一种网络期刊 

在 2009 年以前，德国国家书目是以印刷期刊和随后的 CD-ROM 形式出版的。德国国家图书馆不独

自出版书目，反而是德国图书贸易市场营销及出版社服务公司(MVB)负责书目的出版、销售和发行。

由于印刷型书目的高制作成本和订阅用户量的显著减少，并且德国国家图书馆提供越来越多的电子

版书目数据也造成了用户量的减少，MVB 决定废止这个已有超过半个世纪出版历史的印刷型出版

物，同样也申请废止 CD-ROM 版本。因此，单独的印刷型或 CD-ROM 型德国国家书目系列的订阅

终止于 2009 年。新的电子服务取代了这些版本，也确实反映了用户的不断变化的需求。 

自 2010 年起，德国国家书目的数据库可通过联机目录 https://portal.d-nb.de/普遍地访问。 

 

图表 1 https://portal.d-nb.de/带有书目系列和年代筛选项的检索界面 

国家图书馆希望这个联机目录将满足如下用户的需求，这些用户希望近期新增的数据以一定的时间

间隔发送或不需要一个特殊出版形式的书目。此目录以提供一些附加的选项为特色，例如将筛选应

用于单个书目系列，查询书目卷期，选择具体的媒体类型例如网络出版物或学位论文，保存检索需

求文档或输出命中列表到 HTML 文件。RSS 源和通知服务也被列入计划。 

某些用户群仍然明确地要求图书馆能够持续地出版馆藏中新媒体的目录。为了顾及一个平稳的过渡，

我们将书目的早期印刷版本改造成为一种以 PDF 形式出版的纯粹的网络期刊。相比于以前的版本，

它的内容有些简化。A、B、C、H、M、T 辑的划分和新版本的服务保持不变，出版的周期也保持不

变。一个针对网络出版物的新系列 O 辑已启动（见第 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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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网络期刊的版面 

将书目改造成为一种网络期刊时，利用电子媒体出版物提供的可能性服务是一个重要的要求。结果，

所有的书目著录包含联机目录里对应记录的超链接。这些超链接不仅提供对在线书目著录的访问，

也提供对增值资料例如目次、摘要、封面或者全文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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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网络期刊中带有 URIs 以及目次和摘要超链接的书目记录的编排和结构 

我们需要考虑的其他要点是针对视觉障碍用户的可访问性和针对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适宜性。当制

作 PDF 版本时，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利用屏幕阅读器或者其他的辅助技术使得内容能够被用户使用。

已制作的 PDF 版本依照最高的可访问性标准，制作过程目前还在修订中，目的是确保它将完全地可

访问。另一个重要的标准是针对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适宜性。按照新的授权，德国国家图书馆收集

在德国发行的所有数字出版物，包括它自己发行的数字出版物。为了确保文献适合长期保存，国家

书目的 PDF 版本遵从 PDF/A-14标准。这个标准详细说明如何构建 PDF 文档，才能够使这些 PDF 文

档在遥远的将来仍可检索与可读。 

除了这个注重终端用户的、可免费访问的 PDF 形式的网络期刊，书目数据以 MARC21 和 MAB 的数

据文件、印刷的标题卡片，以及通过数据商店提供。数据商店允许用户选择和下载结构化形式的书

目数据，特别针对需要重复使用德国国家书目数据的图书馆用户。 

目前，新的网络期刊似乎被我们的用户很好地接受。我们有点惊讶于印刷型版本仍有如此大的需求。

为了满足这种需求，我们现在也提供 PDF 文档的打印输出。除此，仅有很少的用户询问，要求我们

增大书目数据部分的字体，这些不是真正必须的，因为电子出版物的一个优点是当用户在计算机屏

幕前阅读时，他们可以自己动手操作。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去除了每一卷款目的连续编号。起

初，编号是为了通过累计的索引帮助找到书目记录。因为不久前这个索引被废止，并且用户可以在

联机目录上查询书目信息，因此不再需要明确的编号。 

有一些其他的补充服务，这些补充服务是考虑到用户的需求而专门设计的。 

                                                 
4 http://www.pdf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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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获取书目数据的新服务 

除了传统的获取书目数据的方式外，德国国家图书馆也研究新颖的获取方式和发布渠道。这些新的

服务关注研究人员和学生，这些研究人员和学生需要查找、收集和维护文学资料，并想及时追踪他

们研究领域内的最新出版物。 

焦点之一是与引文管理软件的结合。作为第一步，从 2010 夏季开始，联机目录中的书目著录将包含

以 COinS 形式编码的元数据以允许我们的用户使用 Firefox add-on Zotero 下载和维护数据。与

RefWorks 和 EndNote 等服务的结合已被列入计划。 

另一项新服务是保存一个检索查询并用一个 RSS 源预订查询结果的可能性。这项服务将使专家用户

能够利用一个订制的查询（例如 A 辑中涉及化学方面的出版物或者带有贝多芬音乐的唱片）直至他

们的源阅读器（软件）以接受到近期出版物的更新。此项服务不提供完善的书目记录而是用 oai_dc

形式5集中核心书目著录。 

此外，以 PDF 文档输出检索结果将很快成为可能，这个 PDF 文档类似国家书目的 PDF 版本。这项

服务将提供给图书馆员和其他的一些用户使用。这些用户希望使用书目数据的一个特殊子集并且更

喜欢以类似 ISBD 的形式阅读书目信息。针对图书馆员查询一个明确主题的最新出版物，如下这项

服务尤其有用在，可以结合扩展的检索功能允许用户检索一个或多个书目系列，但将检索限定在一

个明确的日期范围内。 这项特色服务自动地将时间范围转化为国家书目的对应的卷期，但考虑到并

不是所有的书目系列以均等的时间间隔出版，例如当查询 2010 年 1 月和 3 月期间出版的斯特拉文斯

的音乐方面的专著和活页乐谱时，用户本须考虑到 A 辑和 B 辑是周刊，而 M 辑（印刷乐谱）是月

刊；因此检索需要覆盖 A 辑和 B 辑的 1-13 卷，以及 M 辑的 1-3 卷 ，以上考虑用一个查询很难表达

清楚。日期检索特色服务将用户从这项任务中解放出来。 

1.4 书目数据当前的费用和情况 

德国国家书目作为一种 PDF 形式的网络期刊，可通过联机目录使用。换句话说，新的商业模式使得

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获取 PDF 形式的所有书目系列和数据。 

用户只有在获取特殊规定或选择服务的数据时才须付费。 

PDF 文档可以从万维网或德国国家图书馆的 FTP 服务器上购买和下载。规定是每下载一次 5 欧元。 

我们也提供硬拷贝的 PDF 内容以满足用户的需求（打孔装订）。价格取决于每卷的平均书目量，卷

数在不同系列（A 辑通常是比 C 辑卷数多）之间是不同的，每次递送价格范围在 4-14 欧元（包括国

内邮资），取决于具体的系列。 

书目数据以 MAB、UNIMARC 或 MARC 21 格式提供服务。德国国家书目中列出的系列和新版本服

务也可以 ISBD 形式的 HTML 版本使用。 

                                                 
5 http://www.d-nb.de/hilfe/katalog/datenshop.htm#da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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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六个月的实践，我们注意到这个定价模式为我们的用户所接受。德国国家图书馆正逐渐地开放

它的免费数据的使用权限，书目数据和规范数据最终将是免费使用的，仅有少许例外，例如商业用

途的数据或德国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根据用户自身的检索标准准备的数据集，而这些需要付出操作

上的努力。由于德国国家图书馆本身不出版印刷型书目，因此很难测定印刷型书目的废止所带来的

经济影响。由于日益减少的销售量到最后已不是个庞大的数目，图书馆放弃了印刷型书目的销售佣

金。 

着眼于整个数据的商业模式，有一点应该被注意到， 自 2010 年 3 月以后，规范数据的获取也是免

费的。规范记录能够以 MARCxml 和 MABxml-1 形式通过 SRU 网络协议传递（通过 URL 检索）。

这使得重复使用规范数据变得很方便。从 2010 年 5 月开始，德国国家图书馆也利用语义网的形式和

协议将规范数据作为关联的开放数据来提供。 

2. 国家书目中的网络资源 

德国国家书目第一次有一个针对网络资源的额外系列。书目数据完全是自动创建的。 

2.1 德国国家图书馆网络出版物的收藏 

国家图书馆自 1998 年以来本着自愿的原则收集网络出版物，尤其收集网络发表的博士论文。当新的

《德国国家图书馆法》于 2006 年生效时，国家图书馆的授权被扩大。除了收集印刷型文献的职责之

外，它也承担收集、编目、标引和存档非物理媒体文献的职责。 

馆藏涵盖所有可在公共网络上使用的文本、图像和基于声音的文献。提交责任涵盖具有相应印刷版

本的网络出版物和基于网络的媒体文献，包括电子杂志、电子书、大学论文、数字化内容、音乐文

档和网站。不收集暂时的预印出版物，纯的软件或应用工具，广播电视节目。也不收集只服务于私

人或商业用途的网络出版物。 

适用于大规模收集、编目和存档网络出版物的方法将逐步地得到发展。当前发展阶段的目标是针对

个别网络出版物的收集，例如电子书。当前的方法包括既有发布渠道的扩充、为独自识别的网络出

版物的提交执行不同的存放界面和当前支持的文件格式的扩充。 

国家图书馆的目标是尽可能方便地提交网络出版物。目前有两种提交网络出版物的可能性方法：通

过网络形式提交和利用 OAI-PMH 收割法提交。网络形式适用于少量的网络出版物，而 OAI-PMH 收

割更适用于大量的网络出版物。 

至今还没有一个网站能够被定期地收集和数字保存。尽管如此，最近我们开始了一个专门的项目，

这个项目主要分析收割法以及网站收集与动态应用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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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型出版物的元数据核心集被定义。6定义包含传递电子资源元数据的最小元数据元素集。这里已

给出专著的核心元数据元素集，这个核心元数据元素集通过网络形式提交。 因为自动收割的最小集

很少能被扩展。 

• 网络资源的URL，可访问（必备） 

• 内容信息——国家书目的DDC类号或出版社图书业系统的记号（必备） 

• 网络资源的类型（专著，学位论文，期刊）（必备） 

• 出版日期（必备） 

• 权限信息——原始出版物和存储出版物的自由访问或有限访问（必备） 

• 题名（必备） 

• 出版者（必备） 

• 出版地（必备） 

• 内容信息——其他分类号或主题词（可选择） 

• 期号名/版本（可选择） 

• 作者（可选择） 

• 附注（可选择） 

• 团体（可选择） 

• 作品的层级关系（完整的作品）（可选择） 

• 学位论文和大学的附注（可选择） 

• 出版语种（可选择） 

2.2 O 辑书目 

关于网络出版物，德国国家图书馆有两个主要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以收集到的元数据为基础，对

网络出版物进行自动编目，参见 3.3。第二个目标是利用永久标识符来确保永久的寻址和网络出版物

的长期引用价值。德国国家图书馆分配和管理来自命名空间“urn:nbn:de”的 URNs，并且向德国、

澳大利亚和瑞士提供一个 URN 解析服务。所有在德国国家图书馆存档的网络资源，被分配一个来自

命名空间“urn:nbn:de”的 URN。相比于 URLs，URNs 提供对数字对象唯一和永久的识别，这种识

别独立于他们的存储位置。这是在维持长期保存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自 2010 年以来，所有新提交的网络出版物被登记在国家书目的一个额外系列 O 辑里。2010 年 4 月

，O辑已包含大约 20,700种网络出版物。由于这个庞大的数量，没有额外的 PDF版本可供这些新的

                                                 
6 http://www.d-nb.de/eng/netzpub/ablief/kernset_metadaten.htm#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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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使用。然而，用户可通过目录检索到这些新的出版物，如果用户愿意，他们还能够用 ISBD

形式的书目著录创建一个单独的 PDF 小册子。  

3. 编目标准和标引政策 

编目的现行标准将是提供给终端用户高价值检索可能性的指导方针。一个透明和一致的

标引政策与能够发现不断增长的文献量的自动标引方法的运用同样重要。 

3.1 媒体处理和标引政策 

正如以上我们已提及的，德国国家图书馆以呈缴本的新馆藏为基础，履行它作为德国国家书目中心

的职责。基于工作分工，媒体处理在两个馆——法兰克福馆和莱比锡馆仅发生一次。出版社提供专

著和期刊的两册呈缴本给相关负责的馆。分工是按照区域原则安排的。德国国家图书馆莱比锡馆处

理来自联邦州柏林、勃兰登堡、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萨克森、萨克森-安哈尔

特和图林根的所有出版物。法兰克福馆负责联邦州巴登-符腾堡、拜仁、不来梅、汉堡、埃森、下萨

克森、莱茵兰-普法尔茨、萨尔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处理之后，第二副本 “即时存储”被提

供给其他图书馆使用和存档。另外，国外出版的德语文献的单独副本和德语文献的译本不作为呈缴

本提交，并且有关德国主题的外文文献在莱比锡馆处理。印刷乐谱和录音的处理专门由德国音乐档

案馆(DMA)完成——2010 年 8 月仍在柏林；2010 年 12 月之后，DMA 将成为德国国家图书馆莱比锡

馆的一部分。 

所有出版物基于《德国字顺编目规则》编目，主题编目基于《德国主题词编目规则》和《杜威十进

分类法》。另外，德国国家图书馆使用主题、个人和团体的规范文档 ，在这些规范文档的发展和维

护方面，国家图书馆起了主导作用。《资源描述和检索》(RDA)将投入使用，它的使用将改变目前

的规则，正如国际数据交换格式 MARC21 的实施曾带来的改变一样。 

目前的标引政策被发布在网上。7每种出版物的国家书目至少包含一个主题类目。出版业发行的出版

物（A 辑书目）的编目使用基于 RSWK 规则的主题标目。主题、个人和团体的规范文档(SWD、PND

和 GKD8)也在这里使用。除了以主题标目标引外，自 2007 年以后，也有基于 DDC 的分类编目。几

乎所有的出版物完全是 DDC 注释的。教科书、小说和儿童图书不使用 DDC 注释。医学学位论文使

用 DDC 的中级类号。 

                                                 
7 http://www.d-nb.de/eng/wir/ueber_dnb/inhaltserschl.htm 
8 http://www.d-nb.de/eng/standardisierung/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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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单条书目记录的实例 

3.2 国家书目的结构 

自 2004 书目年以来，德国国家图书馆依照《杜威十进分类法》已在构建国家书目的不同辑。  

A、B、C 和 H 辑的结构（见 1.1）很大程度上是基于 DDC 的两个顶层类号（百位类或二级类）。有

些不同是集成了 DDC 的第三层类号（千位类或三级类）甚至第四层类号。无论何时适应以前的主题

组是必须的，例如军事科学（355 类）或喜剧、卡通画、漫画（741.5 类）。2010 年，我们针对自然

资源、能源和环境设置了一个新类 333.7，满足用户查询有关环境保护方面文献的需求。  

在两门学科中，将几个 DDC 的二级类组合起来以保留众所周知的学科的背景，例如哲学（100 类，

由 DDC 类号 100、110、120、140、160、170、180 和 190 组成）和神学，基督教（230 类，由 DDC

号 230-280 组成）。 

中小学教科书和儿童图书免于使用 DDC 结构，因为他们已被分散到很多不同的类。小说被单独地挑

选出来，但依照 DDC 仍然归入 800-890 类。因此，另外 3 个被称为 S、K、B 的类是可检索的。 

书目的 M 辑（印刷乐谱和音乐出版物）和 T 辑（录制的音乐）也是依照 DDC 组织的。多达六位数

的 DDC 深层次类号用于提供类似于以前结构的检索可能性。  

3.3 自动标引程序 

2009 年，德国国家图书馆开始测试自动标引程序，目标是连接传统媒体处理和自动化程序。为了履

行标引所有出版物的法律授权，除了托付应用软件外，别无其他选择。快速增长的印刷型文献量以

及 de 域名下的大量网络资源，需要新的工作流程和加速的常规编目机制。只要有可能，计算机支持

的程序应有助于标引人员并帮助节省为改进在线检索能力所真正需要的人力资源。 

目前我们正在测试和比较新的标引与分类软件系统。在不同的方案内，我们分析不同的媒体和文献

类型，分析他们的编目需求并且分析实施自动标引的出版物的检索质量。 有一个方案的目标是自动

地创建书目的主题结构（见 3.2）。这是一种自动分类。自动词汇标引方法将通过另一个方案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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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媒体处理的下一步是重新使用来自作者、出版商或者其他图书馆和目录的数据。这应该通过

以不同的形式装载结构化的数据和利用映射自动地完成。同样，文献的不同版本例如对应的印刷版

本和网络版本的书目数据应该能够自动地复制。 

2010 年，我们已改变网络出版物的编目政策。因为全文检索已成为可能并且递交的元数据可重复使

用，针对这类型的媒体，我们没有其他的智能编目过程可供执行。 

在这些行为的框架内，一个模块化并且可扩展的标引系统可能会出现，此系统能够区别不同的媒体

并且受控于定义明确的质量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