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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digital library came to the daily 
life, which greatly simplifies the difficulty of people’s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enables the 
knowledge to pass regardless of time and space constraints. Nowadays, the third-generation digital 
library,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personalized services,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and meets the 
diverse needs of users.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library, 
then elaborates on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birth of personalized service and the necessity of its 
development and explains how to implement this personalized service from three aspects, summary 
the digital library based on personalized service and elaborate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digital library in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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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个性化服务的数字图书馆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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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数字图书馆的诞生，极大的简化了人们信息检索

的难度，使知识能够穿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现在，以个性化服务为主要特点的第三代数字

图书馆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满足了用户的多样化需求。本文首先分析了数字图书馆的

概念和特点，随后阐述了个性化服务诞生的必然性以及其发展的必要性，并从三个方面说明

了如何具体实施这种个性化服务，最后对基于个性化服务的数字图书馆进行了总结，并阐述

了数字图书馆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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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互联网将人们带入了现代信息

社会。与此同时，在传统的图书馆分类管理系统逐渐不能适应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之后，

图书馆系统进入了第三代，即数字图书馆时代，它具有分布式、异构化和个性化的特点[1]。

根据数字图书馆的这些特点和信息资源激增的大背景，学者必须开展研究以用户为中心的个

性化数字图书馆服务技术。它强调以人为本，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信息，并节省他们的信息

搜索时间。研究图书馆的个性化服务，就是研究如何使其能够有效地组织个性化信息，对用

户提供主动、互惠、个性化的服务，满足用户的多样性需求。 

由于数字图书馆的重要性，国内外许多不同学者都对这个领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国外学者

Ekere 等人研究了用户对数字图书馆的设施、资源和服务的认知程度[2]。通过调研，他们发

现用户对数字图书馆的资源有很清晰的认知度，如网络数据库、门户网站、在线摘要等。但

是同时他们也强调现在的数字图书馆在用户个性化服务方面做得不够，并呼吁加强这方面的

研究。另一方面，国内研究者赖远根等人着力研究数字图书馆的客户流失情况[3]。通过他们

的研究发现，数字图书馆服务存在很高的客户流失率，当客户在图书馆的网站上注册后的三

个月内，给定图书馆的客户流失率相当大。分析客户的流失原因发现，数字图书馆系统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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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针对客户进行个性化服务，且不同于传统的图书馆可能会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客户

现在面对的只是一个冰冷的机器而已。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数字图书馆虽然不断发展，技术

不断革新，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只是一种针对单一客户和客户群体的静态服务理念，未能

根据客户实际情况提供个性化服务。因此，进行数字图书馆的个性化服务是势在必行的。 

2. 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及其模型分析 

2.1. 数字图书馆及其特征分析 

数字图书馆及其相关技术正在逐步进入每个人的生活中，变成人们日常工作学习不可或缺的

工具。但是要对数字图书馆进行有效的定义却不是那么的容易。数字图书馆的概念一开始是

由一些物理科学家所提出的，而不是由图书馆管理员率先发明的。在万维网技术普及之后，

各种版本的图书管理软件也逐渐涌现出来。现在，一个广受大众接受的对数字图书馆的定义

是[4]：数字图书馆是一个信息系统，它可以提供大量的、有组织的信息和知识库，便于用户

进行搜索和使用。 

在了解了数字图书馆的定义之后，我们必须清楚的了解其特点，这是由于数字图书馆的这些

特点决定了相关技术的实现和个性化服务的质量。随着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作为服务于人

的数字图书馆，首先必需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信息资源数字化、信息获取网络化、基于 IT 技

术的信息资源分享。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特征。 

(1)元数据：在早期的数字图书馆研究中，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制作图书目录、分类和材

料来源说明，也就是如何定义元数据，以便让用户更容易的查找[6]。传统的数字图书馆使用

列表、摘要、目录等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数字图书馆的一个 大特征就是元数据的问题。 

(2)分布式：数字图书馆管理信息数据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将来希望 大的可能就是基于分

布式管理的数字图书馆系统。 

(3)资源调度：数字图书馆系统通过分析单位的位置，将不同单位的分布式资源和公共资源分

发出去，而传统图书馆资源的资源调到主要是取决于它们合同，如 Z39.2 合同[7]。如果它们

之间没有合同，即使达成了协议，它们也不能来分享资源。因此，在使用数字图书馆的时候，

进行合理的资源调度是至关重要的。 

2.2. 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分析 

个性化服务概念的出现 早可以追溯到经济领域。在经历了计划经济的时代之后，自我中心

的理论被当今网所淹没，取而代之的是以客户为中心的理论。计划经济时代的推广服务的概

念也被新的个性化服务理念所替代。与推广服务相比，个性化服务是一种为不同客户提供不

同服务策略、不同服务内容和不同服务功能的新型模式[8]。它有三个层面的隐形要求:第一，

每个客户都要有自己的知识需求；第二，作为服务的提供者，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并可

以对结果进行检验；第三，服务的提供者和接受者应该能相互合作，使双方都感到满意。 

个性化服务的理念以用户为中心，倡导以人为本的思想，因此对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具有重要

的意义。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数字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个性化的服务，甚至趋向于传统图书馆和图书馆的复合发

展模式。 

（2）数字图书馆将面向公众的模式转变为面向个人。一方面可以为用户节省时间，另一方面

有助于培养个性化，引导需求， 终促进社会向多元化去发展。 

（3）数字图书馆以用户为中心，优化了图书馆信息的分布，将知识经济的理念应用于图书馆

的建设，能够发挥其功能，提高质量和效率。 

2.3. 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实现 

有关数字图书馆的的创造性项目已经由美国科学自然基金协会发起，这个项目 重要的一点

就是对用户的个性化服务的研究，以帮助用户能够高效的创建、查询和利用知识信息，并促

进相关数字图书馆技术的发展。个性化服务的实施在这一种过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必须有效的对个性化服务进行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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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进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实施，必须加快对数字图书馆资源的开发。随着数字图书

馆的相关技术的逐渐成熟，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系统结构，为用户带来了大量丰富的信息。由

于用户对信息的需求是有限的，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兴趣非常稳定。所以，个性化服务必须

围绕用户能够高效的利用这一知识来源为核心进行展开，即图书馆信息资源。对于用户来说，

他们可以根据自己意愿创建需要的文件，并上传他们的信息资源。这样系统便能结合他们感

兴趣的信息库进行个性化分析，使得他们在以后的检索过程中很快便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

而且，这个过程还丰富了系统的资源，可以采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用户上传的自己感

兴趣资源进行分类[9]，并打好标记，为以后的相关功能展开做好铺垫。为了这一过程能够顺

利实施，必须要利用众包技术来丰富系统的资源库[10]。 

数字图书馆的本质上是为了满足用户信息需求而产生的，使用户在搜索信息的时候减少了许

多的麻烦。然而，随着信息的急剧增加，进行信息检索的难度会增大。这是因为过多的额外

信息需要他们进行判断和去除，这个过程需要一些时间消耗。因此，数字必须要采用合理的

检索方式来满足用户的这个需求。根据检索的原始数据，并结合用户感兴趣的知识，可以检

索出他们需要的信息，并采用适当的方式进行展示出来[11]。因此，为了高效的实施数字图

书馆的个性化服务必须采用合理的检索策略。 

除了以上两种措施之外，为了更好提高数字图书馆的服务质量，还需要开发出精确的推荐系

统以用来向客户推荐合适的信息。对用户的推荐服务是即时个性化服务的体现，它是以用户

感兴趣的知识库为中心，以 新的数据源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动力主动向客户提供个性化

服务的措施。因此，为了能很好的进行信息推荐，满足用户的潜在需求，必须有充足的数据

源，这就需要用户的前期参与。在收集好相关的数据后，便要采用合适的推荐技术进行分析

数据[12]，并给出合理的结果，这一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如图 1 所示，它展示了基于推荐系

统的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一般信息处理流程。 

 

 
图 1.基于推荐系统的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信息处理流程 

3. 结论 

随着全球科技竞争的加剧，对于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已经成为这次科技竞赛的重要赛点，它也

是评估一个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标志之一。由于数字图书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科

学发展的关键节点，对国民的知识储备起到极大的作用，所以它对于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有很大的影响力，决定了整个社会的未来走向。所以我们必须加大对数字图书馆这一方面的

研究，以来促进整个国家的软实力的发展。其中，在数字图书馆的研究中，能够进行未来方

向准确的预判并赶在其他国家之前快速的实施至是关重要的。 

国内外学者的许多研究都表明，面向用户和服务的数字图书馆模式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趋

势。这种模式极大地关注人们对数字图书馆的感受，并围绕信息系统和用户的关系，对用户

提供精确的服务。它强调针对用户的个性化服务，以此来减少用户的时间和精力的不必要浪

费。本文首先分析了数字图书馆的概念及其三个主要的特征，随后对数字图书馆的个性化服

务进行探讨，并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其重要性， 后从理论层面上分析如何具体落地实施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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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个性化服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加大图书馆资源的开发、采用合理的检索技术以

及利用推荐系统进行精准信息推送。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人工智能和数据挖掘的强大力量，

以及它们与图书馆技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将这些技术引入图书馆的研究中将会可能得到

意想不到的的成果，这也是值得未来研究者所需要关注的。在明确了未来发展的方向以及具

体实现方式之后，必须要加大研究力度，使新的数字图书馆系统能够真正做到智能化和精准

化，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为科技的发展做好基础工作，将国家和科技进步带来的成果

真正惠及到每一个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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