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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讯技术和手持式数字终端设备的发展构成无线移动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基础。清华大学图书

馆基于已有应用案例，在研究系统结构设计、异构信息资源的整合和信息载体规模的合理优化等几个关键问
题的基础上，设计了清华大学无线移动数字图书馆系统（ＴＷＩＭ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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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hand-hold devices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ireless mobile digital library. Based on some current application cases, Tsinghua
University Library designs Tsinghua Wireless and Mobile Digital Library System (TWIMS) through
researching the system structure design,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source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scale of information container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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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到目前为止仍然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服务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图书馆从 ２００１ 年起推广面向 ＰＤＡ

环境，以个人计算机为主要信息应用平台，然而随着无线

的信息查询、存储、通讯和交互机制 [1]。由于 ＰＤＡ 屏幕面

移动通信的发展，这种情况正在有所改变。智能手机等手

积远远小于一般个人计算机，导致一般面向 Ｗｅｂ 提供服务

持式数字终端设备越来越成为信息传播和交互的重要载体，

的图书馆信息系统难以在 ＰＤＡ 上达到良好的服务效果。作

移动通讯技术通过被广泛使用的手机把语音通讯功能和数

为一个并非十分理想的解决方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据通讯功能有效而合理地结合起来，正在成为帮助用户迅

Ｄｕｌｕｔｈ 分校利用压缩图像方式将他们面向 Ｗｅｂ 的信息服务

速获得各类信息资源的主要服务平台之一。以互联网为主

发布到 ＰＤＡ 上使用[2]，ＷＡＰ（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要信息组织和服务环境的数字图书馆能否把服务延伸到移

无线应用协议）的出现则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动通讯领域在近几年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相关的研究和
应用已经具备一定规模。

1

移动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历史和现状

利用手机短信实现图书馆信息系统的读者服务，尤其
是通过与书目管理系统进行基于移动设备的信息交互以实
现信息检索和查询的功能，是近几年国内图书馆界越来越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年，国外一些大学配合手持设备厂商进行

广泛关注的话题。利用交互式短信或者交互式彩信实现

产品推广的活动，把 ＰＤ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个人

ＯＰＡＣ（Ｏｎｌｉｎ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ｃｅｓｓ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联机公共目录查询

数字助理）等手持式智能终端设备引入校园，从而在一定

系统）系统功能具有结构简单、实现方便、成本低廉的特

程度上推进了信息服务在无线通信领域的应用和研究。如

点，已经开始被国内一些图书馆所采用。如清华大学图书

* 本文得到 ２００８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基于无线广域网的移动数字图书馆实现和服务机制的若干关键问题”的资
助， 项目编号：０８ＪＡ８７０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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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从 ２ ０ ０ ６ 年开始在书目系统中提供以短信方式自动发送
“过期通知”和用短信查询个人信息的服务 ，上海图书馆
[3]

3

TWIMS 的基本设计思路
ＴＷＩＭＳ 的设计思路遵循以下步骤：

的手机图书馆使读者可以用短信发送信息咨询的请求[4]，重

首先是设计和规划服务于无线互联网络的异构资源和

庆大学图书馆则向读者提供利用手机检索书目信息、进行

异质服务的统一框架。该框架由前台（可伸缩的信息应用

图书预约及续借等服务 [ 5 ] 。利用 Ｓ Ｍ Ｓ （Ｓ ｈ ｏ ｒ ｔ Ｍ ｅ ｓ ｓ ａ ｇ ｅ

视图）系统和后台（易拓展的资源和服务整合平台） 系统组

Ｓｅｒｖｉｃｅ，短信服务）技术实现信息服务可以充分利用移动

成，前台由基于 ＷＭＬ（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Ｍａｒｋｕｐ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无线标

通信基础运营商提供的终端设备和管理系统，因而具有较

记语言）的 ＷＡＰ 网站或者交互短信和彩信组成，后台由通

高的运行可靠性。

过信息交换网关与用户进行交互，并提供信息服务实现层

2

移动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可行性分析
多年以来，无线移动通信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发展几乎

级管理的异构信息资源集群组成。两者在深化数字图书馆
信息服务的基础上实现有效、合理的服务和商业模式，以

是同步的，只是由于性能的差异，一直在不同的应用领域各

利于信息服务的可持续发展。该框架包括：资源提供层，它

自发展，但随着通讯能力的大幅提高及手持式设备计算能力

提供信息服务和资源整合；格式转换层，它进行不同信息

和信息展示性能的进步，两者的相对融合已经成为趋势。

环境之间的格式转换和信息伸缩；信息展示层，它兼容不

从信息设备上，ＰＤＡ 和智能手机不论在硬件配置（如

同信息使用平台进行信息发布和展示；附加功能，它包括

ＣＰＵ 的性能、存储器的大小等）还是软件配置（如操作系

认证、用户管理等系统功能。

统、应用软件等）上都越来越接近个人计算机和笔记本电

其次是基于 ＷＡＰ 技术实现针对 Ｗｅｂ 资源的整合。基于

脑，他们之间在各种性能指标上已经只存在量的差异，而

Ｗｅｂ 的信息资源不仅是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的数字化信息

没有质的不同。而从通讯技术上，第三代数字通信也就是

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构成针对其他信息传播方式（比

所谓的 ３Ｇ 进一步提高了移动通讯的带宽，它在处理图像、

如无线通信）提供各类信息服务的资源主体，因此针对

音乐、视频流等多种媒体形式时，提供包括网页浏览、电

Ｗｅｂ 的资源整合是无线数字图书馆建设的主要一环。在与

话会议、电子商务等多种信息服务，并具有更为出色的性

ＷＡＰ 应用层松散耦合的 Ｗｅｂ 整合层中，利用 ＸＭＬ（Ｅｘｔｅｎｓｉ

能。从用户需求的角度来看，手机等设备的普及程度应该

ｂｌｅ Ｍａｒｋｕｐ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可扩展标记语言）网关、页面分析

已经超过计算机，用户利用手机获得信息的愿望已经很强

（元搜索）、Ｚ３９．５０ 等异构系统互操作的方式以及 Ｍｅｔａｌｉｂ 等

烈，从手机信息服务成为一个巨大的商机这个事实也可以

商业化资源整合系统实现结构化的信息资源整合是一个值

看出这一点。

得尝试的途径。

要在手持式智能终端设备上全面实现在个人台式计算

另外，基于交互式短信的 ＯＰＡＣ 服务整合也是图书馆

机上常见的各种信息服务，我们首先要解决手机和计算机

业务发展的有益延伸。交互式短信和彩信通过相应信息通

终端的功能差异所导致的用户体验问题。手机等设备不论

讯技术可以与 Ｗｅｂ 系统进行持续性交互，从而实现利用短

在屏幕面积上还是在操作方式上与 ＰＣ 机都有巨大的差距，

信进行信息检索、信息查询和信息发布。利用支持开发嵌

这就要求对信息系统的用户界面必须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

入的短信信息机与基于信息机的开发接口，如数据库接口

以保障用户可以流畅地通过手机获得和使用信息。另外，
如何为手机用户提供足够的信息资源也是关系这项服务能
否持续开展的关键。在 Ｗｅｂ 环境中，大量异构的信息资源
如何能够整合到手持式设备精简的信息应用环境中，是作
为信息服务中介的数字图书馆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个方面
的研究和应用正在成为该领域发展的主流趋势，也是本文
主要的研究内容。
清华大学无线移动数字图书馆系统（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及 ＡＰＩ（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应用程序编程
接口）、Ｗｅｂ 服务和套接字等，进行对比、评估和优化，实
现利用短信对 ＯＰＡＣ 系统进行检索和查询等方面已经有了
一些相对成熟的经验。
同时，广播式信息推送的有效性保障在利用短信等按
次发送和计费的信息媒体中非常重要。信息内容对信息受
众需求的准确命中率不仅影响系统的效率和效能，而且决
定了系统正常服务的成本。通过实现相对独立的用户管理，
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进行信息发布的定制，对于信息服务的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简称 ＴＷＩＭＳ）是为满足

深度和广度进行分级和优化有助于提高服务的有效性和用

用户需求在已有信息应用环境的支持下研究和开发的支持

户满意度。

手持式信息终端设备的信息服务平台。该系统正在研发中，

最后，研究基于信息颗粒度和信息量的小幅面信息视

其中读者信息查询、书目检索和预约续借等功能模块已经

图优化机制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在信息系统要适应

提供针对读者的服务 [6]。

多种幅面差异较大的信息终端设备时，研究信息对象的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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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度，也就是研究信息对象包含信息量大小与信息展示方

４．２

式的内在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在信息对象的创建和发

信息对象颗粒度的研究和应用
通过手机发布的信息页面也可以视为一个信息对象。

布过程中，如何界定信息对象的内容和范围以及如何根据

关于信息对象颗粒度的讨论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

信息系统的具体需要以合适的细致程度设计容纳信息内容

何对知识的多少也就是知识量进行测度，二是如何判断知

的载体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困难的问题。“合适的细致

识对象容纳“多少”知识是合适的。

程度”也就是所谓的颗粒度，是一个用以对信息对象描述

刻画知识的“多少”有多种途径，依据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Ｃ Ｅ 的

和承载信息的性能进行刻画的关键指标。通过信息文本格

信息量模型[8]是一种方式，依据知识传播和存储载体的数据

式、信息字段结构和知识内容关联等多个角度和层面，探

量也是一种方式。但在数字资源应用领域中，这些方式都

讨可以适应不同规模信息载体的信息展示视图以及包含尽

缺少足够的可操作性。作为知识的载体，知识对象所承载

可能多的有效信息和知识的具有合理伸缩性的信息转换模

的知识的数量固然与知识的内容有关，然而基于内容的知

式，可以解决读者通过手机等小型信息设备有效利用 Ｗｅｂ

识量其实是一个很难定义和量化的概念。因此，在数字资

资源的理论及应用的基础问题。

源研究中，我们只能针对特定应用环境才可以给出有效的

综上所述，系统结构设计、异构信息资源的整合和信

定义[9]。

息载体规模的合理优化是无线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研究和实
践中有待突破几个的难题。

4

移动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研究方向

４．１

异构Ｗｅｂ信息资源的整合
异构信息资源的整合是一个复杂而繁重的工作，不同

知识内容、文献格式、检索方式和用户界面的信息资源提
供系统必须融为一个标准的统一信息源，才能够在一个有
效的信息交换网关的作用下被另一个信息环境的其他信息
系统所使用。本方案使用开放协议、元数据的互操作以及
元整合技术相结合的方法解决这个难题。

笼统地说，知识对象的知识量是在该对象所从属的知
识系统中，对它所能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大小的一个度量，
其具体定义方式和量化结果形式取决于知识系统的需要、
载体的结构特征和知识对象的上下文关系这 ３ 个主要因素。
知识对象之间基于内容的关联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
知识对象所容纳知识内容的多少。知识对象的知识量越大，
相应地与其他知识对象之间具备关联关系的可能性也就越
大。同时，在特定知识应用环境中，知识关联又是一个可
计算的度量。因此，以知识对象关联关系作为知识对象知
识量的衡量方法之一有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可以作为知识量度量的关联关系数量有两个类型：一

Ｚ３９．５０ 作为标准的通讯协议，主要解决开放互联环境
下书目信息检索系统的信息交换问题，其在图书馆 ＯＰＡＣ

是关联关系类型的数量，也就是在特定知识系统下，特定

系统中被广泛应用。一些大型的数据库系统提供 Ｚ３９ 服务

知识对象集合中所有涉及该知识对象的相互关联关系的种

器接口，通过 Ｚ３９．５０ 协议可以与第三方的系统进行信息实

类的个数，这个度量不仅可以反映知识的数量，还能够比

体和元数据的交换。利用开放协议进行整合具有效率高、

较准确地反映知识内容的复杂程度。二是同一关联关系下，

准确性好、系统比较稳定的优点。ＸＭＬ 不仅可以很好地表

与该知识对象相关对象的数量，这个数量比较容易度量。

示数据，成为数据交换的理想中介语言，而且可以很方便

如果以知识对象关联作为知识量的度量单位，那么如何判

地将数据内容与数据的展示方式分离开来，充分表现元数

断所谓“合适”的知识量是多少呢？在特定知识对象集合

据的内容和语义。面对众多的异构检索平台，如果检索结

中，以特定知识对象为线索，可以构建一个知识对象集合

果和元数据都以 ＸＭＬ 格式表示，就可以直接获取元数据的

的结构视图，知识对象关联的数量和种类会影响到这个结

内容信息而不必理会无关的页面展示格式等修饰信息。利

构视图的简洁度和清晰度。当一个知识对象的关联关系数

用 Ｘ Ｍ Ｌ 网关实现基于元数据的互操作结构清晰、实现简

量和种类过多时，相应的知识对象集合以该知识对象为核

洁、可移植性比较好 。

心的局部结构势必过于复杂。因此，我们可以用相应知识

[7]

元整合是以局部的或者小规模的资源整合系统为信息
源整合对象，利用适用性较为广泛的信息解析方式（如页

对象集合的结构特征作为知识对象关联数量是否合适的判
断标准。

面分析方法）提取被整合对象中异构信息资源群不同成员
的信息内容，加以重构后提交给信息发布系统作一致化处
理。元整合实现了整合机制的嵌入和集联，具有较好的适
用性，可以降低开发难度和强度，但系统性能比较差。
ＴＷＩＭＳ 根据被整合资源的特点结合以上 ３ 种方式实现
整合。

5

结

论

从基于无线广域网的移动数字图书馆建设的角度，我
们在 ＴＷＩＭＳ的开发中探索以手机等手持式无线通信设备为
信息展示和获取工具，以无线广域网为信息传播途径，实
现数字图书馆异构数字资源和服务的整合、重构和推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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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设计与实现［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２００９（１）：９３－９７．

方案。最终将达到以下目标：
（１）结合 Ｗｅｂ 和广域网（ＷＡＰ
和 ＳＭＳ 等）信息发布技术，设计针对异构 Ｗｅｂ 信息资源、
满足多种手持式智能信息设备的可伸缩的系统框架。（２）

［７］ 窦天芳， 姜爱蓉， 陈

［８］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Ｃ Ｅ． 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Ｊ］． Ｂｅｌｌ

分别针对 ＷＡＰ 和 ＳＭＳ 实现可以对不同信息展示界面进行自
适应信息发布的信息动态生成和推送机制，建设基于 ＷＡＰ

武．以 Ｅｘｌｉｂｒｉｓ＆Ｍｅｔａｌｉｂ 为例谈整合检索的

几个关键技术及应用［Ｊ］． 情报科学， ２００７（８）：１２３５－１２３９ ．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４８（６）：３７９－４２３．
［９］ 张成昱．数字资源微观结构研究及应用［Ｄ］．北京：北京大学信息管
理系， ２００６．

的手机网站和基于交互式短信的 ＯＰＡＣ 系统。（３）以现有
的 Ｗｅｂ 信息资源为基础，利用元搜索和元整合技术，实现
通过手机检索异构信息资源完成无线通信环境对数字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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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馆藏书各个独立空间的书架上事先贴上标签
在藏书搬运之前，事先在新馆藏书各个独立空间的书

架上贴上标签。标签的粘贴应该以 Ｚ 型路线，从头到尾、从
左至右排序，标出整个区域架面的排列号码，但需注意事
先设置的空号。藏书排架标签贴好后，藏书搬迁上架就会
极为方便，只要“对号入座”就可以了。

2 藏书搬迁
藏书搬迁的好坏主要在于搬迁运行过程中的科学组织。
藏书搬迁的组织规划只有着眼于搬迁的全过程，才能做到
科学、周密、细致。藏书搬迁的组织过程主要体现在图书

在此不做赘述。

3

结

语

馆藏部分在架的情况下，要实现在架图书的点对点搬
迁并科学地进行架位预留，特别要考虑到非在架图书出库
上架后不引起大的倒架、串架。但是要实现这一美好愿望，
必须做到精心策划、充分准备、统一部署、协调作战、指
挥得当、科学管理。
参考文献 :
［１］ 张思辉． 如何规划与组织大型图书馆的藏书搬迁［Ｊ］． 图书馆建设，
２００５（４）：１０４－１０６．

打包、图书搬运、图书上架整理这 ３ 个主要环节上，同时也
要充分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 [1]。
关于这一环节，张思辉老师在其文章《如何规划与组
织大型图书馆的藏书搬迁》[1] 中针对图书打包、图书搬运、
图书上架整理各环节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笔者甚是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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