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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2013 年数字保存国际会议清单 

 iPres 2013, September 3-5th 2013, Lisbon, Portugalhttp://ipres2013.ist.utl.pt/ 

 8th International Digital Curation Conference, January 14-17
th
 2013, Amsterdam, 

Hollandhttp://www.dcc.ac.uk/events/idcc13 

 10th Archiving Conference 2013, April 2-5th 2013, Washington 

DC,http://www.duraspace.org/call-10th-ist-archiving-conference-april-2-5-2013-wa

shington-dc 

 International Internet Preservation Consortium(IIPC) 2013 General Assembly, 

April 25
th

 2013, Ljubljana, Slovenia, 

http://duraspace.org/call-international-internet-preservation-consortium-2013-gener

al-assembly 

 Personal Digital Archiving 2013, February 21
st
-22

nd
 2013, Washington 

DC,http://mith.umd.edu/pda2013/ 

 Research Data Access and Preservation (RDAP) Summit 2013,April 4-5
th
 2013, 

Baltimore, US, 

http://duraspace.org/program-available-research-data-access-and-preservation-rdap

-summit-2013 

 ECLAP 2013 -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for Performing 

Arts, Media Access and Entertainment, April 8-10
th
 2013, Graz, Austria; 

http://www.eclap.eu/eclap2013 

 Framing the digital curation curriculum, May 6-7
th
 2013,Florence, 

Italy;http://www.digcur-education.org/eng/International-Conference 

 IRMS 2013, May 19-21st 2013, Brighton, UK 

http://www.irms.org.uk/conference/conference2013 

 27th Annual National Archives Preservation Conference, June 27
th
 2013,St. 

Louis,UShttp://www.archives.gov/preservation/conferences/2013/ 

 The ACM/IEEE Joint Conference on Digital Libraries (JCDL 2013),July 23-25
th
 

2013,Indianapolis,Indiana(USA),http://duraspace.org/call-acmieee-joint-conference

-digital-libraries-jcdl-2013 

  (COSA/NAGARA) SAA Joint Event 2013, August 11-17th 2013, New Orleans, 

UShttp://www2.archivists.org/conference/2013/new-orleans/call-for-session-propos

als-archives-new-orleans-2013 

 IFLA WLIC 2013, August 17-23th 2013, Singaporehttp://conference.ifla.org/ifla79 

 ARA 2013, August 28-30th 2013, Cardiff, UK 

http://ipres2013.ist.utl.pt/
http://www.dcc.ac.uk/events/idcc13
http://www.duraspace.org/call-10th-ist-archiving-conference-april-2-5-2013-washington-dc
http://www.duraspace.org/call-10th-ist-archiving-conference-april-2-5-2013-washington-dc
http://duraspace.org/call-international-internet-preservation-consortium-2013-general-assembly
http://duraspace.org/call-international-internet-preservation-consortium-2013-general-assembly
http://mith.umd.edu/pda2013/
http://duraspace.org/program-available-research-data-access-and-preservation-rdap-summit-2013
http://duraspace.org/program-available-research-data-access-and-preservation-rdap-summit-2013
http://www.eclap.eu/eclap2013
http://www.digcur-education.org/eng/International-Conference
http://www.irms.org.uk/conference/conference2013
http://www.archives.gov/preservation/conferences/2013/
http://duraspace.org/call-acmieee-joint-conference-digital-libraries-jcdl-2013
http://duraspace.org/call-acmieee-joint-conference-digital-libraries-jcdl-2013
http://www2.archivists.org/conference/2013/new-orleans/call-for-session-proposals-archives-new-orleans-2013
http://www2.archivists.org/conference/2013/new-orleans/call-for-session-proposals-archives-new-orleans-2013
http://conference.ifla.org/ifla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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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chives.org.uk/ara-conference/the-ara-conference.html 

 IMCW2013: 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a 

Changing World,September 4-6th 2013, Limerick, Republic of 

Irelandhttp://imcw2013.bilgiyonetimi.net 

 17th Int. Conference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igital Libraries (TPDL), 

September 22-26
th
 2013, Valetta, Malta, 

http://duraspace.org/17th-int-conference-theory-and-practice-digital-libraries-tpdl-v

aletta-malta-sept-22-26 

 eChallenges e-2013, October 9-11
th

 2013, Dublin, 

Irelandhttp://www.echallenges.org/e2013/default.asp 

 Aligning National Approaches to Digital Preservation II, November 18-20th 2013, 

Barcelona, Spainhttp://www.educopia.org/events/ANADPII 

 ICA 2013, November 23-24th 2013, Brussels, 

Belgiumhttp://www.ica.org/13986/annual-conference-news/brussels-annual-confere

nce-call-for-papers.html 

 the LIBER 42nd Annual Conference "Research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s and the 

Future Role of Libraries " http://www.liber2013.de/index.php?id=19 

（刘超整理，吴振新 齐燕审核） 

《美国数据保管概况目录》发布 

日前，美国普渡大学图书馆发布了由 Jacob Carlson 和 D. Scott Brandt 主编的连续性出

版物——《数据保管概况目录（Data Curation Profiles Directory）》。2007 年，美国博物馆与

图书馆服务协会（Institute for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IMLS）资助普渡大学图书馆和

伊利诺伊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共同开展了 Data Curation Profiles 项目，旨在通过访问调查的形

式，探明各研究领域内数据共享者、科研各阶段文件格式、数据价值和用途、共享途径、期

望保存年限、产权归属等问题。至 2010 年 7 月，该项目共发布了人类基因、大气建模、交

通流等 9 个研究领域的调查报告。此次发布的《数据保管概况》(Data Curation Profiles，DCP)

提供了研究数据集合的详细描述，同时该项目还提供了数据保管的相关工具。 

DCP 不仅是图书馆和情报学领域人士、档案管理人员、IT 行业人员和数据管理人员的

工作必备，也是人们了解特定研究领域和学科产生和使用的特定数据的相关信息以支持该类

数据的发布、共享以及保存的重要途径。更多信息参见：http://datacurationprofiles.org。 

编译自： 

http://www.cssn.cn/news/567119.htm 

http://www.dpconline.org/newsroom/whats-new/947-whats-new-issue-51-dec-2012#whatson 

http://docs.lib.purdue.edu/dcp/ 

http://www.archives.org.uk/ara-conference/the-ara-conference.html
http://imcw2013.bilgiyonetimi.net/
http://duraspace.org/17th-int-conference-theory-and-practice-digital-libraries-tpdl-valetta-malta-sept-22-26
http://duraspace.org/17th-int-conference-theory-and-practice-digital-libraries-tpdl-valetta-malta-sept-22-26
http://www.echallenges.org/e2013/default.asp
http://www.educopia.org/events/ANADPII
http://www.ica.org/13986/annual-conference-news/brussels-annual-conference-call-for-papers.html
http://www.ica.org/13986/annual-conference-news/brussels-annual-conference-call-for-papers.html
http://www.liber2013.de/index.php?id=19
http://datacurationprofiles.org/
http://www.cssn.cn/news/567119.htm
http://www.dpconline.org/newsroom/whats-new/947-whats-new-issue-51-dec-2012#whatson
http://docs.lib.purdue.edu/d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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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燕编译，李文燕 吴振新校对） 

IDCC13 及 9 个研讨会同期召开 

由英国数字保存中心（Digital Curation Centre）和网络信息联盟（Coalition for Networked 

Information，CNI）共同组织的第八届国际数字保存会议（IDCC13）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作

为重要的国际保存会议，吸引了众多保存领域的研究人员。其同期还举办了 9 个专题研讨会，

分别是： 

 研讨会 1--适用于数据密集型研究的社区能力模型框架——模型介绍及应用 

基于第四范式的原则，微软研究院学术合作部（Microsoft Research Connections）和英

国图书馆网络工程事物所（UKOLN）合作开发了面向数据密集型研究的社区能力模型框架。

此次研讨会：1）介绍该模型框架（Community Capability Model Framework，CCMF），包括

诸如人员、环境、技术等一系列能力因素；2）审查 CCMF 原型工具；3）由融资机构、政

策制定者和从业者证明该模型框架的价值和适用性。 

 研讨会 2--欧洲与研究数据联盟（Research Data Alliance）达成共识 

 研讨会 3--（有相关 ppt 资料提供）数据管理规划 

该研讨会聚焦于英国、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与数据管理相关的政策，发言者提供了对

相关政策的综述，与会者共同分析和讨论了当前的政策动态，并预期了未来的转变。 

 研讨会 4--数字保存跨国合作 

旨在推进跨越国界的数字保存讨论与合作，包括为将于 2013 年秋季举办的数字资源长

期保存国际合作（Aligning National Approaches to Digital Preservation，ANADP）会议制订计

划、确立优先事项，并商讨建立可持续社会基础设施的策略。 

 研讨会 5--（有相关 ppt 资料提供）设计数据管理培训资源：针对提供交互式研究数据

管理的工具的研讨。 

由 JISC 资助的 Open Exeter 和 Research360 项目已经开发并开展了一系列交互式培训会

议，旨在使学生和学术研究人员了解相关的挑战、风险和要求，进而培养并提升研究数据高

效管理所需要的技能。会议上将呈现一些工具和样例，与会者可以参考借鉴。 

 研讨会 6--数据出版、同行评议及知识库认证 

数据期刊和其他数据出版模式正在对知识生产的方式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将数据与其

他研究成果进行关联可以更好地对研究成果进行审查并加以挖掘将其用于新的研究和应用

领域。 

 研讨会 7--开放的数字人文学科：人文学科数字数据的使用和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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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文学科领域，数字数据的使用越来越普遍，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其可获取性及生命

周期管理的关注。此次研讨会上，人们探究了如下问题：这些数据如何支持研究成果？如何

重用于其他研究？如何确保这类数据的长期保存？ 

 研讨会 8--可持续性与 APARSEN 卓越网络 

 研讨会 9--知识保存的代价：数字保存的财务流 

随着人们对数字保存成本的关注，出现了一些可以评估数据管理服务成本的模型，在涵

盖范围、方法原理、详细程度上有所不同。本次研讨会旨在： 

 帮助数据存储机构抽象其复杂的成本结构，制订出能够与现有的资金计划相称的明

晰的定价结构。 

 分析个性化服务定价应该考虑哪些因素，提供同类服务的商业性供应商如何定价，

以及所能提供和担保的服务的描述及条件。 

 探究这些定价模式中含有哪些固有的风险。 

 探究如何定义服务和定价框架才能使之全面且简单易用，在研究人员为其数据密集

型项目申请资金援助时可以轻松地计算出具体数额。 

编译自： 

http://blogs.loc.gov/digitalpreservation/2012/05/web-archiving-arrives-results-from-the-ndsa-

web-archiving-survey/ 

（齐燕编译，李文燕 吴振新校对） 

【动态追踪】 

美国国会图书馆 Twitter 存档现状及白皮书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使命之一就是要收集美国故事以及获取那些具有科研价值的收藏。像

Twitter 这样的社会媒体已经成为人们交流和表达的主要手段，在一些情况下，甚至能替代

信件、期刊、连续出版物和其他一些传统上被科研型图书馆收藏的信息源。2010 年 4 月，

国会图书馆与 Twitter 签订了一项协议，协议要求自签订日起 Twitter 对国会图书馆提供自该

公司成立以来所有公开的 Twitter 信息，即从 2006 年到 2010 年 4 月间的 Twitter 信息存档。

除此之外，Twitter 还将以 4 年为间隔持续地为国会图书馆打包提供公开的 Twitter 信息。 

国会图书馆的首要目标是要获得 2006-2010 年的 Twitter 信息存档并加以保存，为每时

每刻都在进行的 Twitter 信息流建立一种安全、可持续的接收和保存流程，以及为能按日期

组织整个存档创建一个框架。到 2013 年 1 月，国会图书馆拥有接近 1,700 亿条 Twitter 信息

的存档，并且仍在增长。图书馆每天接收的 Twitter 信息容量从 2011 年 2 月的 1 亿 4 千万条

增长到了 2012 年 10 月的近 5 亿条。目前图书馆的研究重点是技术挑战，即如何能以一种综

http://blogs.loc.gov/digitalpreservation/2012/05/web-archiving-arrives-results-from-the-ndsa-
http://blogs.loc.gov/digitalpreservation/2012/05/web-archiving-arrives-results-from-the-nd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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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有效的方法使研究者获取存档内容。目前该存档还无法对研究者开放，但却已经从全世

界收到了近 400 条访问申请，研究者们关注的主题非常广泛。 

下面是一个总结了国会图书馆现在工作情况的白皮书，并指出了取得的一些进展和需要

应对的挑战： 

http://221.179.130.216/1Q2W3E4R5T6Y7U8I9O0P1Z2X3C4V5B/www.loc.gov/today/pr/20

13/files/twitter_report_2013jan.pdf 

编译自： 

http://blogs.loc.gov/loc/2013/01/update-on-the-twitter-archive-at-the-library-of-congress/ 

（刘超编译，李文燕 吴振新校对） 

未来仓储：新的 Fedora 发展计划 

在 2012 年 12 月份召开的网络信息联盟（Coalition of Networked Information，CNI）秋

季会议上，建立了名为 Fedora Futures 的新发展计划。该计划筹划了一个为期三年的软件研

发项目，能把新添加的资源直接拖入 Fedora 重大检修进程中，这将使得 Fedora 成为未来首

选的仓储平台，在可扩展性、数据管理支持、存储灵活度等方面也期望能够得以改善。另外，

Fedora Futures 计划的成员还发起了一场关于 Fedora 仓储未来的讨论，讨论的主题都围绕着

一个中心问题而展开，即如何应对不断涌现的需求和机遇，以延续 Fedora 在过去 12 年间的

成功。讨论内容包括 Fedora 的现状、Fedora Futures 计划的支持者和目标、使用案例、利益

相关者、高层次需求以及项目流程的细节问题等。 

关于 Fedora Futures 计划的报告可以点击以下链接： 

https://wiki.duraspace.org/display/FF/Fedora+Futures+Home. 

网络信息联盟（CNI）2012 秋季成员会议 Fedora Futures 部分的幻灯片可点击： 

http://www.slideshare.net/Tom-Cramer/fedora-futures-cni-2012 

“Fedora Futures Kicks Off at CNI”博客地址： 

 http://duraspace.org/fedora-futures-kicks-cni 

编译自： 

http://duraspace.org/fedora%E2%80%94-repository-future-new-fedora-initiative-underway 

（刘超编译，李文燕 吴振新校对） 

EaaS-仿真作为服务 

EaaS（Emulation as a Service）即仿真服务，于 2009 年由 Jeffrey van der Hoeven

（http://jeffrey.famvdhoeven.nl/）首先提出。EaaS 是远程仿真（remote emulation）、远程访问

（Remote access to emulation）等相关技术与云计算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项新技术或新应用。 

http://221.179.130.216/1Q2W3E4R5T6Y7U8I9O0P1Z2X3C4V5B/www.loc.gov/today/pr/2013/files/twitter_report_2013jan.pdf
http://221.179.130.216/1Q2W3E4R5T6Y7U8I9O0P1Z2X3C4V5B/www.loc.gov/today/pr/2013/files/twitter_report_2013jan.pdf
http://blogs.loc.gov/loc/2013/01/update-on-the-twitter-archive-at-the-library-of-congress/
https://wiki.duraspace.org/display/FF/Fedora+Futures+Home
http://www.slideshare.net/Tom-Cramer/fedora-futures-cni-2012
http://duraspace.org/fedora-futures-kicks-cni
http://duraspace.org/fedora%E2%80%94-repository-future-new-fedora-initiative-underway
http://jeffrey.famvdhoeven.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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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统的仿真方法来说，需要使用各种模拟器和诸如 KEEP[http://www.keep-project.eu]

之类的仿真框架，但仍然会存在一些问题。最大的挑战就是需要在不同的计算机架构之上提

供多种不同的硬件模拟器和框架服务。不同的计算机和终端，在系统架构和技术上存在诸多

差异，如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电脑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与未来的智能电视。因此很难为

各种各样的设备和终端提供一个统一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来保证用户对某类型资源的访

问。作为保管方来说，需要为每一种系统/设备提供硬件和软件模拟器，开发和维护的工作

量巨大，成本投入非常高。并且由于各种终端设备更新换代速度越来越快，开发和维护工作

也越发困难。此外，对于保存机构来说，由于法律和隐私的原因，用户对数字资源的访问也

有可能受限。 

在 EaaS 模式中，作为最核心的模拟器，其运行环境被转移到更易控制的环境中（云端），

终端用户只需通过浏览器等工具远程访问和操作模拟器，从而实现对数字资源的访问。EaaS

作为仿真技术与云计算技术的结合，不但可以减小不同系统和环境之间的差异，还可以帮助

解决各种版权冲突。在远程访问过程中，由于用户终端的差异，输入和输出方式存在差异，

因此在 EaaS 模式中，需要为远程访问提供合适的访问协议，即为远程访问提供一套抽象的

协议，通过该协议来接收不同设备的输入操作（如键盘、语音、触屏操作、控制杆），并将

这些操作转换为目标模拟器可识别的操作，同时将模拟器输出的结果以合适的方式（如视频

流、音频流、图形图像）显示在用户的终端设备上。 

对于仿真访问过程中的相关法律问题，EaaS 模式也提供了相关的解决方案。首先，EaaS

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访问控制方法；对于受知识产权保护的资源，通过添加水印、添加音频

声明等方式来保护版权；在数字对象的使用上，可通过限制用户操作的方式对数字对象进行

保护，如只允许用户输入特定的键、禁止用户的鼠标接触特定区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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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EaaS 组成示意图 

虽然 EaaS 解决了许多传统仿真所遇到的问题，但是也面临一些挑战，例如硬件仿真器

需要支持原始环境与云服务的主机系统相互兼容。 

德国的 bwFLA 项目（Baden-Wurttemberg Functional Longterm Archiving and Access）

（http://bw-fla.uni-freiburg.de）开始在其仿真流程中应用 EaaS 模式。当前 bwFLA 已经能够

支持 8 个不同的模拟器，能够在其之上运行 15 种不同的平台，包括 MacOS7、微软的 PPC

等。每一个仿真组件都能够通过普通的网络服务界面在不同的存档工作流程中使用。远程的

互操作目前是通过 VNC 发挥作用，但在不久的未来可能被 HTML5 代替。未来该项目 EaaS

组件将会在 OPF 上进行测试。 

编译自：http://www.openplanetsfoundation.org/blogs/2013-01-08-emulation-service 

http://www.dcc.ac.uk/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DCC13presentations/DirkvonSuchodolet

z_eaas_idcc13.pdf 

（李文燕编译，刘超 吴振新校对） 

地理空间数据保存信息资源中心及资源介绍 

NDIIPP 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arth 

Science Information Network at Columbia University）合作开发了地理空间数据保存资源中心

（Geospatial Data Preservation Resource Center），成为所有对地理空间数据保存感兴趣的研

究社区的主要的信息资源中心和交流中心。管理着地理空间数据的机构和用户，可以在

geopreservation.org 上获得很多宝贵资源。该网站上链接了一些与地理空间数据保存相关的

教育培训资源（http://www.geopreservation.org/education.do），例如强调保存问题的报告

（https://www.ideals.illinois.edu/bitstream/handle/2142/3675/LT-55-2.pdf?sequence=2）、有关

特定的地理空间主题的介绍信息（http://geology.usgs.gov/tools/metadata/tools/doc/ctc/）、其

他 机 构 的 实 践 范 例

（ http://www.geomapp.net/Videos/GeoMAPP_Tutorial_20111202_WMV/GeoMAPP_Tutorial_2

0111202_WMV.html）等，由这类信息资源出发，还可以找到相关的标准、工具、政策和最

佳实践。 

编译自： 

http://blogs.loc.gov/digitalpreservation/2013/01/geopreservation-information-for-all-commun

ities/ 

（齐燕编译，李文燕 吴振新校对） 

http://bw-fla.uni-freiburg.de/
http://www.openplanetsfoundation.org/blogs/2013-01-08-emulation-service
http://www.ciesin.org/
http://www.ciesin.org/
http://blogs.loc.gov/digitalpreservation/2011/08/you-had-me-at-preservation-of-geospatial-information/
http://www.geopreservation.org/education.do
https://www.ideals.illinois.edu/bitstream/handle/2142/3675/LT-55-2.pdf?sequence=2
http://geology.usgs.gov/tools/metadata/tools/doc/ctc/
http://www.geomapp.net/Videos/GeoMAPP_Tutorial_20111202_WMV/GeoMAPP_Tutorial_20111202_WMV.html
http://www.geomapp.net/Videos/GeoMAPP_Tutorial_20111202_WMV/GeoMAPP_Tutorial_20111202_WMV.html
http://www.geomapp.net/Videos/GeoMAPP_Tutorial_20111202_WMV/GeoMAPP_Tutorial_20111202_WMV.html
http://blogs.loc.gov/digitalpreservation/2013/01/geopreservation-information-for-all-communities/
http://blogs.loc.gov/digitalpreservation/2013/01/geopreservation-information-for-all-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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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工具】 

ORCID：一种用于标识研究者的工具 

学术论文出版的数量较之以往大大增多，作者之间的合作也越来越密切，因而需要用一

种唯一标识符来正确地标识作者，并且能通过这个唯一标识符将一个作者的不同著作联系起

来。ORCID（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entifier）正是这样一种工具，它能够： 

 确保研究者与其著作精确匹配 

 确保搜寻信息的研究者和学者更精确地锁定学术论文 

 确保研究者更好地对其出版著作进行管理，更便于生成研究者简历、减少填表工作

量以及提高向资助机构报告的效率 

 创建一种机构和系统信息间的国际链接的方式 

 确保研究者能和资助机构、出版商以及全世界的机构跟踪自己的著作 

研究者还能利用 ORCID 提供的个人标识符来控制著作中包含的个人信息以及可分享的

范围。采用 ORCID 这一工具，可以很好地解决精确搜索某一著作的问题。随着 ORCID 的

使用，著作的可查找性和参照准确度也会有所提高。 

ORCID 的发布受到了英国高等教育界和 JISC 的热烈欢迎。 

编译自： 

http://www.jisc.ac.uk/news/stories/2013/01/UK%20specialists%20welcome%20launch%20of

%20ORCID%20as%20tool%20to%20identify%20researchers.aspx 

（刘超编译，李文燕 吴振新校对） 

有助于长期保存的 EZID 永久标识符服务简介 

EZID(easy-eye-dee)是一款应用软件，它可以为文本、数据、要素、术语等等任何事物

创建标识符，保存任意格式的标示符的引用元数据，更新 URL 位置信息从而保证引用链接

永远有效。用户可以使用 EZID 的程序界面进行自动化的操作，并有多种格式可以选择，比

如 ARKs、DataCite DOIs 等。同时，EZID(easy-eye-dee)也是一项产品服务，研究人员可以

利用 EZID 创建和管理资源的永久标识符，从而可以追踪其作品的使用情况，保护由作品获

得的信誉，并可将相关数据共享和重用于其他研究活动。因此，EZID 标识符可以增加作品

的引用，使新的研究活动建立在之前工作的基础上，避免重复的付出。 

在德国科隆召开的 DataCite2012 年年会上，EZID 因一年期间分配了超过 250,000 个的

DOI(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s，数字对象标识符)而获得了 2012 年金奖。这一荣誉既反映了

EZID 在 2012 年期间的迅速发展，也体现出了客户对 EZID 的肯定。 

有关 EZID 的培训材料、操作指南等参见 http://n2t.net/ezid/home/outreach 或致信

http://www.jisc.ac.uk/news/stories/2013/01/UK%20specialists%20welcome%20launch%20of%20ORCID%20as%20tool%20to%20identify%20researchers.aspx
http://www.jisc.ac.uk/news/stories/2013/01/UK%20specialists%20welcome%20launch%20of%20ORCID%20as%20tool%20to%20identify%20researchers.aspx
http://n2t.net/ezid/home/out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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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3@ucop.edu。 

编译自： 

http://www.cdlib.org/cdlinfo/2013/01/10/ezid-service-update-novemberdecember-2012/ 

（齐燕编译，李文燕 吴振新校对） 

C3PO-支持数字保存的内容分析工具 

C3PO（Clever, Crafty Content Profiling of Obejcts）是由 SCAPE 项目开发用于支持数字保

存的内容分析工具。它对数字对象的元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帮助人们准确地了解所保存的数

字资源，例如，它可以计算出在一个资源集合中有多少篇页数超过 100 且设有密码保护的

PDF1.4 文档，可以确定无效的 PDF/A 文件来自哪里及其创建程序。C3PO 由 CLI（Command 

Line Interface，命令行界面）应用程序和 Web 应用程序两部分组成。CLI 程序读取 FITS 元

数据文件并进行相关处理，然后将处理结果存储在一个文档库中，然后再由 Web 应用程序

提供数据的可视化、筛选和导出等操作。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www.openplanetsfoundation.org/blogs/2012-11-19-c3po-content-profiling-tool-preserv

ation-analysis。 

编译自： 

http://us4.campaign-archive1.com/?u=20cef0f757e3840df2769745b&id=87d150c03f 

（齐燕编译，李文燕 吴振新校对） 

【重要文献摘译】 

ISO 技术报告草案：网络存档的统计质量指标 

随着越来越多的机构参与到网络存档中来，有必要对网络存档的活动和产品制定一个管

理和评价准则。在2009年，ISO 技术委员会46（信息和文献）决定成立一个工作小组，目

的是要确立网络存档的统计质量指标。目前该工作小组发布了一个技术报告草案。 

下面提供报告的简介部分，如需查阅全文，可参考稍后的目录或点击链接： 

http://netpreserve.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SO_TR_14873__E__2012-10-02_DRAFT.pdf 

简介 

为满足全世界对网络存档活动和产品的管理和评价的准则的需求，ISO 起草了此技术报

告。 

网络存档始于20世纪90年代，是指选择、采集、存储、保存和管理互联网资源快照访问

mailto:uc3@ucop.edu
http://www.cdlib.org/cdlinfo/2013/01/10/ezid-service-update-novemberdecember-2012/
http://www.openplanetsfoundation.org/blogs/2012-11-19-c3po-content-profiling-tool-preservation-analysis
http://www.openplanetsfoundation.org/blogs/2012-11-19-c3po-content-profiling-tool-preservation-analysis
http://us4.campaign-archive1.com/?u=20cef0f757e3840df2769745b&id=87d150c03f
http://netpreserve.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SO_TR_14873__E__2012-10-02_DRAF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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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的长期活动，主要通过对互联网资源做存档，以对将来的科研、商业和政府产生重大的

记录价值。互联网资源被视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因此，要像对待印刷出版物遗产那样对其

进行妥善保存。许多参与机构将维护网络存档视为他们维护国家遗产的长期任务的延伸，网

络存档也受到许多国家立法框架的认可和启用。 

因特网上有各式各类的资源，包括文字、图像、影片、声音以及其他多媒体格式。通过

使用不同的传输和通信协议，关联网页、新闻讨论组、通讯、博客和互动服务（如游戏）等

得以实现。 

网络存档定期通过采集软件自动收集互联网资源的副本，目的是尽可能地（比如通过超

文本链接）还原资源及其内在关系。网络存档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按照其原本形式永久保存

网络资源，以便满足各种学术、专业及个人用途。 

网络存档虽然出现时间不长，但其扩张趋势明显，不断需要新的方法和工具以与迅速发

展的网络技术保持同步。由于存档重要性、资源可获取性以及法律规定在具体情况中各不相

同，目前已采取了多种办法来存档网络资源，范围涉及采集单个网页到整个顶层网域不等。

从组织内部的角度看，网络存档也具有不同的成熟度。虽然网络存档已经成为一些组织的日

常活动，但在其他一些组织中则处于刚刚开始实验方案的阶段。 

根据收集的规模和目的，网络存档的策略可被区分为两大类：块收割和选择性收割。块

收割，如国家域名级别的收割，是为了采集整个域的快照（或它的一个子集）。而选择性收

割的规模要小得多，而且更为集中、更为频繁，往往是基于某种标准，如主题、事件、格式

（如音频或视频文件）或者与内容所有者间的协议。两种战略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收割网站

的质量控制水平，可以以此来评估是否达到预定义的质量标准。大规模域收割在收割资源时

无法与原来版本进行任何人工比较，而这一点正是选择性收割战略中一种常见的质量保证方

法。 

本技术报告旨在展示作为广义遗产收藏的一部分，网络存档是如何基于传统图书馆的工

作流程以一种类似且兼容的方式被衡量和管理的。报告阐述了馆藏发展、特征描述、标引、

保存、应用以及组织结构，指出大部分传统的收藏管理工作流程对于网络存档原则上仍然有

效，当然在实践中还需要进行一些调整。 

尽管本技术报告提供了对网络存档现状的综述，它的重心还是放在网络存档统计质量指

标的定义和使用上。一些数据是用收割、标引或浏览软件统计出来的，选择不同的软件可能

会导致结果有所出入。本报告既不认可也不推荐任何特定的软件，只是提供了可以帮助评估

网络存档总体性能和质量的一套指标。 

本技术报告应被视为一个仍在进展中的工作的阶段成果。预计其内容未来会被纳入到

ISO 2789信息和文献——图书馆统计和ISO 11620信息和文献——图书馆绩效指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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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网络存档的成本衡量.................................................................................................................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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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质量指标........................................................................................................................................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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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采集过程质量..........................................................................................................................40 

6.3.4可访问性和应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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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应用和收益....................................................................................................................................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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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建议用户群体使用的统计.........................................................................................................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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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自： 

http://netpreserve.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SO_TR_14873__E__2012-10-02_DRAFT.

pdf 

（刘超编译，李文燕 吴振新校对） 

欧洲非印刷出版物存缴方案实施（法定和自愿）声明 

欧洲国家图书馆的联合工作组和出版商组织的代表编制了非印刷出版物存缴方案。这份

方案突出了主要的法律和技术问题、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出于遗产保存和科研目的实施数字

法定存缴（digital legal deposit）相关的解决方案。 

下面是公告（announcement）部分，稍后是声明主体部分的目录，完整的声明可点击链

接： 

http://fep-fee.eu/IMG/pdf/statement_on_the_implementation_of__statutory_and_voluntary__

deposit_sch_.pdf 

公告 

由欧洲国家图书馆会议（CENL）和欧洲出版商联合会（FEP）的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

会，发出了一份关于非印刷出版物存缴方案实施（法定和自愿）的声明，并建议CENL和FEP

进行许可。 

随着电子出版物自愿存缴方案的建立与发展，本声明实质上取代了早些时候的声明（首

次出版于2000年，2005年修订）。先前的声明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很明显其目的是作为一

个样板，鼓励尚未制定条款的成员国建立非印刷出版物自愿存缴方案。然而，最近的调查表

明，大多数成员国都已设立了针对离线非印刷出版物的自愿或法定存缴的方案，有些国家图

http://netpreserve.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SO_TR_14873__E__2012-10-02_DRAFT.pdf
http://netpreserve.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SO_TR_14873__E__2012-10-02_DRAFT.pdf
http://fep-fee.eu/IMG/pdf/statement_on_the_implementation_of__statutory_and_voluntary__deposit_sch_.pdf
http://fep-fee.eu/IMG/pdf/statement_on_the_implementation_of__statutory_and_voluntary__deposit_sch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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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已经在网络存档的开发和其他网上出版物的存缴方案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鉴于自2005年以来的重大发展，以及整个欧洲国家图书馆和出版商之间的持续合作，本

声明的目的也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虽然未明确说明，但2000年和2005年的声明都描述了样

板方案的一些关键特征，这些都可经FEP和CENL推荐给其成员，作为处理主流出版物的存

缴问题的参考。然而，现在许多存档方案还包括个人和组织发行的网站以及基于网络的材料

等，这些可能不是主流出版物。因此，这一新的声明并没有去描述一个值得FEP和CENL推

荐的样板方案，相反，它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总结现有方案的主要特点和最佳实践的发展，以

及： 

 告知成员国中尚未实施任何方案的、或那些只实施了非印刷材料方案的国家图书馆

和出版商， 

 协助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现有方案，并强调了某些重要的问题。 

2005年，根据现有的合作安排，该委员会被赋予了新的任务，即作为一个跨国的指导小

组，以便： 

 监督存缴实践和相关立法， 

 应CENL和FEP成员的要求为存缴实践提供意见， 

 作为一个讨论平台，发挥交换共同关心的问题的信息的功能， 

 就国家图书馆和出版商共同关心的问题发表澄清说明、定义和一致意见。 

在完成这项任务时，委员会建议每个CENL的成员图书馆、FEP的成员还有国家出版商，

应该： 

 批准新的声明， 

 继续向该委员会推荐新的存缴方案，或者对现有的存缴方案提出修改意见， 

 建立由出版商和图书馆代表组成的国家联合工作组，以便监测存缴方案的使用效

果，共同改进方案以及解决问题，向委员会推荐能够惠及其他成员国国家图书馆和

出版商的新问题或实践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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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媒体和格式....................................................................................................................................4 

8.i 存缴方案为不同媒体和格式提供指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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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iii 指定传递副本的地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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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为图书馆用户的访问安排..........................................................................................................8 

15.i 受控访问....................................................................................................................................8 

15.ii 禁止访问...................................................................................................................................8 

15.iii 无限制访问.............................................................................................................................9 

16 图书馆的复制保存......................................................................................................................9 

16.i 大部分存缴方案允许图书馆出于保存目复制存缴的出版物…............................................9 

16.ii 保存用的副本可代替原始副本做访问用途….......................................................................9 

17 其他注意事项............................................................................................................................10 

17.i 安全..........................................................................................................................................10 

17.ii 补充材料.................................................................................................................................10 

17.iii 个人数据和隐私...................................................................................................................10 

17.iv 存缴的非印刷出版物的转让和出借....................................................................................11 

17.v 图书馆用户的复制/打印........................................................................................................11 

17.vi 弃置........................................................................................................................................11 

编译自： 

http://fep-fee.eu/IMG/pdf/statement_on_the_implementation_of__statutory_and_voluntary__

deposit_sch_.pdf 

（刘超编译，李文燕 吴振新校对） 

数字资源保存中的威胁识别：风险评估的 SPOT 模型 

Sally Vermaaten，Brian Lavoie，Priscilla Caplan 著 刘超编译 

要开发一个成功的数字资源保存战略需要将对数字资源的可存取性和可用性产生威胁

的因素考虑在内，并想办法缓解这些因素的威胁。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结果的模型——

http://fep-fee.eu/IMG/pdf/statement_on_the_implementation_of__statutory_and_voluntary__deposit_sch_.pdf
http://fep-fee.eu/IMG/pdf/statement_on_the_implementation_of__statutory_and_voluntary__deposit_sch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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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面向属性威胁（SPOT，Simple Property-Oriented Threat）模型，该模型定义了成功的数

字资源保存战略的六个基本属性，并确定了一组威胁因素，这些威胁因素如果不加以控制，

会严重削弱一个仓储取得成功的能力。作者证明了SPOT模型具有概念清晰、粒度均衡、全

面综合和简单方便的优点，而且能够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实践范例和建议。 

简介 

设计数字资源保存策略以及实现这些战略的流程和工具，是为了确保数字资料的长期安

全。一个成功的数字资源保存策略必须考虑到众多威胁对数字资料可访问性和可用性带来的

各种影响，并应想方设法削弱这些影响因素。数字资源保存策略必须要能应对在其运行环境

中所产生的威胁，因此需要全方位了解所有的潜在威胁，只有这样每个仓储的工作人员才可

以评估每个具体情境中这些潜藏巨大风险的威胁因素的可能性、影响程度以及可采取的适当

措施。 

数字资源保存的威胁模型对于帮助仓储进行风险评估来说是很实用的工具。仓储若要确

保其充分防范主要风险，可在以下阶段使用威胁模型：一个高层次的数字资源保存策略的开

发和再开发阶段；数字资源保存策略的验证阶段，或采取某一数字资源保存战略的仓储的可

信度验证阶段；对实现一个高层次的保存策略起到重要作用的组成部分（如过程、工具、政

策或程序）的开发或再开发阶段。威胁模型还可以帮助组织为更大的业务系统和模型确定保

存需求。 

用于制定高层次保存策略的流程、标准和工具要经常更新以跟上技术和其他环境的变

化。因而有必要设计一个威胁模型，以帮助那些正在开发审查某一保存系统部件以及开发验

证高层次的保存策略或完整的保存项目的用户。为了在短时间、小范围但大面积审查的条件

下支持风险评估，数字资源保存的威胁模型应该尽量简化，并应直接针对关键的保存结果。

这种威胁模型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配合更详细的威胁模型一起使用。 

在审查数字长期保存文献时，经常会对不同的威胁模型加以甄别、审查和比较。为了保

持比较的一致性，一个威胁模型应具备的四个基本素质：概念清晰，适当的细节和一致的粒

度性，综合性和简明性。缺少这些特质中的一个或多个会导致模型在风险评估过程中出现一

些问题，例如：模型的应用过程可能过于复杂，资源太过密集；一些威胁因素可能被过分强

调，而其他同样重要的威胁却被忽略；威胁因素可能没能进行足够的细节描述，因而无法明

确地映射到现实世界的数字存档系统。被审查的威胁模型中没有同时具备该四种素质的。总

之，确实需要有一个轻便的、基于结果的威胁模型，以支持多种版本仓储的风险评估活动。 

在本文中，作者提出了SPOT（简单面向属性威胁）模型，该模型适用于整个资料库环

境，并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可用于支持小型的风险评估工作，以及更为复杂的内部或外部评

估。使用SPOT模型可以帮助仓储识别以前未解决的威胁，对主要威胁进行持续监测，并证

明一个仓储可以通过适当的风险管理达到公认的标准。 

从广义上讲，数字资源保存的威胁可分为两大类：对存档数字内容的威胁，以及对保管



长期保存跟踪扫描                                                2013 年第 2 期（总第 23 期） 

16 

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 2.5 中国大陆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机构本身的威胁。例如：与摄取、存储、维护以及存档内容的传播有关的技术问题往往属于

第一类；而与仓储资源获取的可持续性有关的经济问题，以及对限制仓储行动的法律问题往

往属于第二类。SPOT模型主要解决的是第一类威胁，但是这并不是说第二类威胁不重要，

只是与仓储自身相关的威胁并不会间接影响到其存档对象。SPOT模型的目的是开发一个轻

便的框架，以评估从保存数字对象的技术操作中所产生的威胁。对于第二类威胁，这个框架

应结合其他威胁评估模型一起使用。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2节从四个属性方面对现有威胁模型作一个整体综述，这四

个属性分别是：概念清晰、适当的细节和一致的粒度性、综合性和简明性；第3节阐述了保

存完好的数字对象的属性以作为一种风险评估新方法的基础；第4节介绍了SPOT风险评估模

型；第5节提供了有关模型的一些评论意见；第6节具体说明了其实际应用；第7节总结并为

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 

阅读全文请点击： 

http://www.dlib.org/dlib/september12/vermaaten/09vermaaten.html 

编译自：http://www.dlib.org/dlib/september12/vermaaten/09vermaaten.html 

（刘超编译，李文燕 吴振新校对） 

NDIIPP 报告之《危险的科学：在线科学内容保存的国家战略》 

NDIIPP 著    齐燕编译 

国家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和保存计划（NDIIPP）于 2012 年 11 月发布了一份报告——《危

险的科学：在线科学内容保存的国家战略（SCIENCE @RISK：Toward a National Strategy for 

Preserving Online Science）》，旨在找出公共网络上面临永久消失风险的重要的科技信息，报

告主题包括科学博客、开放原始数据科学、公民科学以及确保长期获取这些内容的方法。 

报告首先提出了 3 个问题：1）50 年后，哪些当前可获取的网络内容对于理解我们这个

时代的科学至关重要？2）将来会如何使用这些科学内容？3）应该由哪些机构负责保管这些

网络内容，人们该如何协作以对网络上的科学内容进行收集、保存和提供获取途径？ 

美国国会图书馆邀请了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博客作者、研究新型网络科研出版物的公民

科学项目和个人的代表，这些组织和代表就其所做工作与同样来自不同领域的多家文化遗产

机构的档案管理员、图书馆员、保管人员和历史学家们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该报告总结了此次会议的讨论和调查结果，为资源管理机构提供了一系列行动建议。 

行动建议 

基于会议讨论及相关文章，报告提出了4个方面的行动建议： 

1) 应该与内容创建者进行沟通，并为之提供帮助和支持（Call for Engaging, Assisting, and 

http://www.dlib.org/dlib/september12/vermaaten/09vermaaten.html
http://www.dlib.org/dlib/september12/vermaaten/09vermaat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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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ing Content Creators） 

参与会议讨论的科学家和科学传播者都渴望更多地了解他们如何能帮助管理其创建的

内容。事实上，图书馆和档案馆中的一些特殊藏品就是科学家们的个人文档，因此，文化遗

产机构制定管理个人数字信息的帮助文件意义重大。而且，帮助科学家和科学传播者更好地

管理他们自己的内容能够帮助创建者渐渐地实现自行存档。美国国会图书馆向公众提供了个

人存档指南，读者可以参考借鉴。 

2) 应该与在线科学社区建立并深化合作关系（Call for Developing Relationships with 

Online Science Communities） 

主持或参与在线科研项目或交流的组织机构或社区可以对其科研资产负有短期保管的

责任，而文化遗产机构则可以承担长期保管的使命，因为它们具备所需的专业知识和专门技

术。因而，建立机构层面的合作关系可以在项目的运作期间给予保存实践相应的指导，并在

责任机构有所变更的情形下为未来的数据保管机构提供相关建议。 

3) 应该有针对性地实施网络存档（Call for Targeted Web Archive Collections） 

报告建议文化遗产机构可以首先收集与其自身机构目标和需求相关联的网络内容进行

存档，例如，专门针对开放原始数据科研活动的内容的开放笔记本的科学(Open Notebook 

Science)，或者是科学家们针对某些疫苗所发表的争议，或者是针对某些科学家及其科研中

心的所有信息等。基于各自不同的关注点，文化遗产机构可以各自围绕特定的主题去寻找和

收集相关的内容，但须注意的是应该使其可以作为分布式的国家和国际在线科学网络存档的

一部分。本报告中的案例研究可以作为范例，在附件中也列举了一些文化遗产机构所制作的

不同类型的特殊收藏。 

4) 应该向历史学家和其他研究人员进行宣传推广（Call for Outreach to Historians and 

Other Researchers） 

数据管理机构必须建立一个用户社区来评价他们所保存的内容。目前，参与在线科研交

流活动的科学史家和其他研究人员尚未对这些内容的长期保存产生浓厚兴趣。虽然文学和艺

术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学者已经在帮助原生数字艺术和文学作品的收集和保存方面参与了很

多工作，但是在科学史研究团体中尚未有类似的行动。因此，档案管理人员、图书管理员和

保管人员应该向科学史家做一些宣传推广工作，使其意识到可以收集哪些原生数字的重要信

息资源。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很多在线交流的知识内容都会很快消失，恐怕等不到科学史

家们兴趣盎然的那一刻了。与这些研究人员所属的专业机构和协会进行交涉将有助于研究制

定出合理有效的方法和政策。 

目前已有的11个在线科学言论的网络存档项目包括： 

1) 100篇科学博客（100 Science Blogs）：精心挑选了100篇博客，保证在研究主题、作者

背景、内容呈现方法及格式上都各有不同，旨在最大化地示例科学博客的差异性。 

2) 21世纪公共科学的争论（21st Century Public Science Controversies）：有选择性的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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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诸如演变和疫苗等公共科学争论主题的博客、论坛，以及像Reddit的这一类新闻性网

站上的一些文章。 

3) 网络上的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 on the Web）：这些资源聚焦于一些重要的公民科

学项目，不仅保存了在线公民科研工具（网站）本身，而且也保存了用户进行交流所使

用的相关论坛和网络空间。 

4) 数学问题在线讨论的收藏（Mathematics Discussions Online Collection）：收集了专业

数学家们讨论问题和发现错误的论坛网站，同时还会收集某些数学软件，如Mathmatica。 

5) 开放笔记本的科学的收藏（Open Notebook Science Collection）：收集了科学家们在从

事开放笔记本性质的科学活动时所使用的维基百科，博客和其他类型的内容管理系统。 

6) 网络上的大众科学的收藏（Popular Science on the Web Collection）：专注于收集专业

科学之外的非专业人员、业余爱好者和科学爱好者的科研活动的成果。 

7) 专业编程论坛的收藏（Professional Programming Discussion Forums Collection）：收

集了程序员们讨论技术对策的论坛。 

8) 在线流行文化中的科学（Science in Pop Culture Online）：聚焦于科学与流行文化的交

叉点，例如为科幻小说节目设立的电视节目论坛，为诸如Spore这类涉及科学主题的视

频游戏设立的游戏论坛。 

9) 来自你所在机构的网络上的科学（Science on the Web from Your Institution）：广泛收

集了机构员工所创建的各种各样的内容，包括科学研究中心网页、员工博客文章、部门

网站以及员工在线项目等等所有的信息内容。 

10) 网络上的科学教育（Teaching Science on the Web）：收集了网络上不同类型的科学教

育网站和内容，以求充分体现这一领域的多样性。 

11) 美国科学政策网络收藏（U.S. Science Policy on the Web Collection）：收集了各种类型

的专家和公众可以参与评论美国科学政策的在线社区网站。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原 文 ：

http://www.digitalpreservation.gov/meetings/documents/othermeetings/science-at-risk-NDIIPP-re

port-nov-2012.pdf。 

编译自：  

http://www.digitalpreservation.gov/meetings/documents/othermeetings/science-at-risk-NDIIP

P-report-nov-2012.pdf 

（齐燕编译，李文燕 吴振新校对） 

http://www.digitalpreservation.gov/meetings/documents/othermeetings/science-at-risk-NDIIPP-report-nov-2012.pdf
http://www.digitalpreservation.gov/meetings/documents/othermeetings/science-at-risk-NDIIPP-report-nov-2012.pdf
http://www.digitalpreservation.gov/meetings/documents/othermeetings/science-at-risk-NDIIPP-report-nov-2012.pdf
http://www.digitalpreservation.gov/meetings/documents/othermeetings/science-at-risk-NDIIPP-report-nov-20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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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开放式研究挑战”与 SCAPE 研究路线图（一） 

Christoph Becker，XA.WP.3 participants 著    齐燕、刘超、李文燕 编译 

 

SCAPE（SCAlable Preservation Environments，可扩展的保存环境）项目为欧盟FP7 

ICT-2009.4.1联合支持的项目。SCAPE项目将在一个能够编排半自动化的工作流程的开源平

台上为规划和执行机构的保存策略开发可扩展的服务，以便能够处理大型、异构的复杂数字

对象集合。 

通过该报告，大家可以了解到Scape项目对保存现有问题的分析，同时报告提供了目前

对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及技术，报告还说明了SCAPE将要对此所做的工作和遗留待解决的

问题。 

关键词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研究问题，开放式研究挑战 

1 引言 

从文化遗产到电子政务、电子科学，到金融，再到健康和个人生活，几乎所有的信息系

统领域，都面临着一个主要挑战——数字资源保存。在过去十年中，数字资源保存受到了越

来越多的认可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然而，对它一些关键领域的研究往往是针对已经存在的

问题，而非主动去探寻可能面临的挑战、探讨如何进行突破创新，进而从根本上推动该领域

的发展。 

专注于创新和新兴研究的工作包XA.WP.3——“开放式研究挑战”，极有可能大大地提

升科研能力。在SCAPE项目最后阶段，“开放式研究挑战”工作包会产生一个研究路线图，

这为进一步研究和寻找解决问题的长远方法奠定了基础，正由于这一具有前瞻性的特质，它

为数字资源保存相关问题的解决带来更广阔的视野。但另一方面，工作包中有限的资源也使

得必须在SCAPE项目框架内选择少数关键问题来解决。所以，在研究路线图中将会给出项

目中待解决的研究主题。在下面的报告里，将会列出数字资源保存所有的研究主题，并着重

阐述SCAPE项目解决过的问题。另外在报告中还会涉及iPRES 2012（国际数字资源保存会议）

的研讨会。 

本报告的结构如下：第二章节概述已在SCAPE项目中实现的研究目标，第三章节通过

借鉴其他项目的经验来探讨数字资源保存领域浮现的新问题，并报告了iPRES 2012的研讨

会，在第四章节中，分析了SCAPE项目路线图的问题和差距，并提出未来有前景的、有挑

战性的主题，第5章节总结讨论以及展望未来。 

2 数字资源保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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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数字资源保存研究路线图 

在很多研究路线图中都列出了一些对未来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预想，如DPE和

Parse.Insight的报告。先前一份关于欧洲数字资源保存项目研究的SCAPE报告也总结了当前

R&D的主要目标和应用领域。从这些报告可以看出一个主要变化，即从解决长期保存数字

信息的问题转向首先防止问题的出现以减少事后解决麻烦的趋势。各种问题和与之相对的解

决方法不断出现，使得数字资源保存活动似乎变成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工程任务，此外，基

础研究也是必需的，以确保信息文物和未来的信息系统在保存活动中面对较少的挑战。 

可从关注数字资源保存防备系统（DP-ready systems）开发的研究挑战上窥见一斑，人

们在系统设计和开发流程中整合了数字资源保存的需求。对各级技术的变化保持高水平的应

变能力不仅能使保存工作变得更简单，也有益于信息系统的运行。该领域未来另外一个关注

点是实现保存活动的各级自动化以处理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数字对象。前一个关注点将依

赖于可拓展的架构，后者则需要对数字信息概念基础的更深入理解，包括完整的系统和分布

式处理。 

随着数字资源保存已经演变成一个专门的、高度专业化的学科，该领域将会面临进一步

的挑战，即如何再次从其他高度专业化的学科中汲取有益的成分来扩充自身。在ICT（信息

和通信技术）领域可以汲取的如信息系统、软件工程、嵌入式系统设计、算法和编译器、计

算理论、安全性、语义技术、IT治理、企业架构等等。为了解决数字资源保存的技术难题，

特别是在如何扩大亟需解决方案应用领域方面，需要组织一个整合ICT学科专家、组织法律

专家和领域专家的专家团队，覆盖信息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和运营环境。在这种情况下，

SCAPE项目的重点是保存系统的存储和处理以及决策和控制的可扩展性。 

2.2 数字资源保存现有研究问题 

数字资源保存现有的研究正在突破以往保存内容的范围，如静态文物、文件和数据结构

的保存。扩展的重点包括交互式对象、嵌入对象、本体和短暂数据等。在欧洲这种发展的例

子有：解决动态特性的Web归档的LIWA项目（http://liwa-project.eu/），专注于业务流程的

TIMBUS 项 目 （ http://timbusproject.net/ ） ， 致 力 于 工 作 流 程 保 存 的 Wf4Ever 项 目

（ http://www.wf4ever-project.org/ ），以及将焦点集中在博客上的 BlogForever 项目

（http://blogforever.eu/）。 

数字资源保存大量的研究和发展都集中在可扩展的保存系统，这源于广大用户对能够应

用在现实的、异构的和大量复杂的数字对象的工具、方法和模型的需求。另一方面若要有效

地处理大量数字对象，需要在对象的选择、工具的使用和标准的验证等不同阶段提供自动化

和决策支持。过去开发的一些用于数字资源保存任务的概念设计模块需要人为干预，而目前

的研究重点是要将这些模块带到一个新的水平，并促使保存流程、以及决策协助的自动化程

度更高。 

这方面的例子有主要解决可扩展性问题的SCAPE项目，和使用社交网络进行自动化信

http://liwa-project.eu/
http://timbusproject.net/
http://www.wf4ever-project.org/
http://blogforever.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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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创建和评估的ARCOMEM项目（http://www.arcomem.eu/）。ENSURE项目将会研究可扩展、

随付随用的基础设施，以便将保存服务集成到工作流中。 

当前项目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形成网络。过去项目大量的科研产出和出版活动成功地扩

大了数字资源保存社区的范围，对数字资源保存的认识也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存档，已经从图

书馆和博物馆界（ALM）延伸进了学术界、行业以及企业等领域。  

2.3 SCAPE项目研究目标 

2.3.1 综述和方法 

为了描绘出在子项目中每个独立路线图上的研究目标，使用了一个通用的模板结构并把

它发送给了所有工作包。各个子项目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详尽地反映

所有工作包中正在开展的工作项目，而是要反映出主要研究目标，以便分析他们之间的主要

关系以及识别项目之外与正在进行的工作间有关的常见问题。接下来的章节会列出收集到的

研究目标。 

2.3.2 可扩展平台 

执行并行保存行为的通用模型 

以下是这个目标的主要特征： 

1. 解决这一目标的动机和预期收益。 

Map-Reduce为使用并行系统进行大规模结构化数据的处理提供了一个编程模型和

执行框架。SCAPE项目正在寻求如何将此方法应用到数字资源保存领域，但要使

这些应用可重复利用以及能够互操作却是一件富有挑战性的事。特别是IO数据的隐

含处理和未申报操作、已实现的数据模型以及对运行时间的依赖，都阻碍了应用程

序的互操作性。因此，需要采取可以应对这些挑战的、适当的软件设计原则。这么

做是为了实现开发面向组件方法的目标，从而能创建可复用的、模块化的以及独立

于特定输入格式的并行保存应用程序。 

2. 当前最高水平。 

正在进行的研究考虑到了不同方面，如接口、语义描述或性能特点等方面，正在解

决保存组件分类和规范的问题。保存组件的模块化已经通过技术手段得以实现，如

面向对象的语言、Web服务以及shell脚本，并且已经有了大量的建模和序列化数据

对象交换记录的元数据标准。 

3. 研究的贡献。 

为了有效地利用数字资源保存应用程序的数据密集型环境，制定一个可以实现符合

预定义编程和数据交换模型的可扩展的保存组件框架是十分重要的。SCAPE项目

将会开发可扩展的保存组件以及能够配置、执行和监控并行保存应用程序的面向服

务的应用环境。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http://www.arcomem.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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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将提供一个通用的模型，它方便用户将不同的输入源和输出流连接到一个

在并行环境中操作的保存组件中。但该模型是依靠基本框架提供的机制来分配和平

衡工作节点之间的工作量的，所以数据的局部性、数据的（重新）分配、通信和所

涉及的分布式数据结构问题得不到解决。 

搭建可扩展的保存平台架构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解决这一目标的动机和预期收益。 

执行保存大型数据集的情况下，除了需要周密的工作流程准备，同时也需要在一个

可以扩展处理大型数据集的平台，以执行这样的工作流程。通过大型保存平台的软

件架构设计，期望能够为从小规模保存扩展到大规模保存时提供一个可以解决问题

的方案。 

2. 当前最高水平。 

Taverna是小规模保存平台的典范。它提供了利用所有参与的模块的方法工具，例

如资料库、执行平台以及结果呈现等。 

3. 研究的贡献。 

SCAPE项目将设计和开发一个大型保存系统的体系架构。预期贡献有：（i）各独

立模块（APIs）间必要的接口集合。（ii）迭代设计以及设计架构和平台规模所需

场景的验证。（iii）与硬件架构部署有关的挑战。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以绩效为导向对现有模块进行集成可能涉及某些API和第三方系统的端点重新执

行。这方面的努力可能不会成功，因为特定的开发人员并不总是项目的一部分。 

云工作量管理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解决这一目标的动机和预期收益。 

在SCAPE项目中，个人保存任务都用在云平台执行的工作流程来呈现，云平台包

括可以适用于不同的数据集的保存操作。但活动策划可能会导致形形色色的工作流

程，由此带来了一些问题，如：（i）应该分配给不同的工作流程或用户多少资源。

（ii）如何在云端配置以及如何进行工作流程编制，以确保在整个工作量期间拥有

高的绩效。（iii）当对资源有争议时，如何以让用户满意的方式进行资源分配。 

2. 当前最高水平。 

工作量管理普遍存在，这也是目前一个活跃的云研究领域。在实践中，工作量管理

的应用范围很广，但个别应用结果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保存情景。其中一个目标是

要支持工作量自动管理，并最大限度地降低系统管理费用。 

3. 研究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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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PE项目、PT.WP2项目，都有一个资源管理的任务，但是这在实践中很难从工

作流的编制中分离出来。借用SCAPE项目的契机，可能会在完善和修订工作量管

理策略时将高层次的保存计划描述考虑在内。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这项工作在SCAPE项目中还没有真正开始。未来将会对简单的默认政策有大量的

需求，但应该以能具有更多能力为目标来发展整个架构。有可能有效的工作量管理

将变得与为实现可扩展性而编制工作流一样重要。 

云端可扩展工作流和操作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该目标动机和预期收益。 

SCAPE项目正在给自己配置Taverna工作流语言和开发环境，以编写工作流程来协

调相关应用程序。这样做是希望能保持轻松的创作，同时支持在云平台上可扩展的

执行。 

2. 当前最高水平。 

一些科学工作流系统已经被编译成可以在并行平台上执行，还有的建议说用工作流

语言将Map -Reduce程序编写得更明确以及允许编写可呼叫云服务的工作流。 

3. 研究的贡献。 

SCAPE项目将会开发出能够在Map-Reduce程序上透明的执行Taverna工作流的技

术，以便工作流编写者能与工作流运行的执行环境独立开来。因此，预期贡献是：

（i）云端的科学工作流程的可扩展实现技术。（ii）数字资源保存工作流技术的评

价。（iii）低成本生成全面起源信息记录的技术。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当然这个目标会留下一些难以战胜的挑战，并且可扩展性方面也需要一些手动调

整。这个目标没用到工作量管理。 

2.3.3可扩展的规划和观测 

有效创建值得信赖的保存计划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该目标动机和预期收益。 

现今保存计划主要是靠手动构建，其中涉及大量的工作。将这些工作进行自动化并

不意味着要牺牲可信度。不过该目标确实能大幅增加规划的效率。 

2. 当前最高水平。 

保存规划框架和Plato工具提供了一种众所周知的固定方法来创建保存计划，但要与

SCAPE项目兼容，需要做一些调整并与Taverna达到互操作。最重要的是，要在原

型的基础上，开发自动化的启发式算法和模块来对手动步骤进行自动化，以此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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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用Plato创建保存规划的工作效率，并且要对这种改进的效果进行测量。 

3. 研究的贡献。 

SCAPE项目将会解决决策过程中的瓶颈问题以及做决策所需信息处理问题。

SCAPE项目建立在基于完善和原则明确的流程之上，对现在手动的集合分析、约

束建模、需求重用、测量以及连续监测等过程进行自动化。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在没有决策者参与的情况下以全自动的方式提供可信赖的规划是不可能的。而且对

云中的服务将无法以新的范式进行研究，比如为储存库创建保存规划服务。规划文

件管理预计包括通过完成特定策略进行决策规划优化，但是这可能难以实现。 

自动收集分析保存活动相关信息机制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该目标动机和预期收益。 

保存系统应能够监测保存操作是否遵守操作规范，是否满足组织的保存目标，以及

监测相关的风险和机遇等。要做到这些需要与不同的信息源进行链接并指明复杂的

条件式。如果能在一个综合系统中将这些操作自动化，将会大大提高其可扩展性并

使保存信息（尤其是风险和机遇）能够共享。 

2. 当前最高水平。 

已经开发出可用于指导保存决策制定的隔离信息收集系统。但这些远不能覆盖完整

的信息，信息之间的链接也几乎没有。 

3. 研究的贡献。 

SCAPE项目将会系统地对需要监控的信息来源进行甄别。在此基础上，将开发一

个“观测组件”，利用它即可从多个来源收集信息，对信息进行链接，在满足指定

条件时提供可激起各方兴趣的通告服务。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虽然按照设想信息的来源应该能涵盖很宽广的范围，但显然是无法覆盖所有兴趣和

相关信息源。本研究无法对信息来源正确性、可靠性做量化表示，而且特定条件下

的全自动化反应仍然无法实现。 

可扩展的内容分析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该目标动机和预期收益。 

系统地分析数字对象集和识别样本对象，都是保存操作的关键步骤，并从根本上保

证了保存规划的成功制定。内容分析主要包括三个步骤：收集（主要是技术方面的）

元数据，处理和聚合，以及元数据分析。 

2. 当前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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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描述（automatic characterisation）和元数据自动提取可通过大量的工具实现，

如 Apache Tika 和 JHove/JHove2 。但 FITS 工具统一了许多不同的描述工具

（characterization tools），而且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输出结果，并给出了有效性指

标。这些功能为保存活动分析和全面的内容分析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3. 研究的贡献。 

使用深层次描述可能会产生元数据分析耗时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可以避免的，这

源于尽管元数据本身的数量可能是巨大的，但是可扩展的内容描述方法可以在并行

的结构上构建，从而提高分析过程的处理速度。SCAPE项目将会评估和开发一款

原型工具，以便能用可扩展的方式生成内容配置文件，并将这作为观测的信息源。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如何基于内容的多维视图将数据动态自动分割成同质子集，以及从大量数据集合中

寻找代表数据的复杂机制问题。 

仿真与预测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该目标动机和预期收益。 

提供一个仿真环境，仿真集合随时间演进的情况，能一定程度预测集合在未来的状

态，使用户做出更好的决策。这样的仿真环境下也能深入洞察各影响因素间的因果

关系，各种操作的效果以及内容的寿命。 

2. 当前最高水平。 

对保存操作及其效果的因果关系既没有多少研究，也没有正式的模型，但仿真技术

却是一个成熟的领域，拥有现成的方法、框架和工具。 

3. 研究的贡献。 

很明显，要做有意义的仿真需要考虑问题的很多维度和方面，所以一个关键的问题

是要在什么水平和范围上做仿真。SCAPE项目将探讨如何对这些集合和对象及其

复杂的关系和各个方面进行仿真，以及探讨评估仿真结果的方法。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本来设想完整的信息丢失的情况是可以仿真的，但目前看来是无法实现的。仿真将

会把重点放在狭义现象设置，逐渐扩展和提炼基础模型以显示复杂的因果关系。 

保存政策的形式化表示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该目标动机和预期收益。 

始终没有一个保存规划、监测和操作所需的保存政策的形式化标准模型，这不仅给

决策者增加了额外负担，而且还对规划和采取的措施的质量和透明度构成了威胁。

需要一个政策模型，将一般人可读的保存政策转变成可被自动识别的精确的保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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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使决策者方便的制定出自动化流程可理解的政策。 

2. 当前最高水平。 

数字资源保存中的“政策”一词使用的非常含糊其词，它往往与使命陈述和高层次

的战略文件联系在一起。将这些在形式化的模型中表示出来只能为系统的自动化和

可扩展性带来部分好处，因为它们毕竟是为人服务的。当然也有为机器级别的政策

和业务政策的服务的模型。但不管怎样都需要对这一领域有深刻的理解。 

3. 研究的贡献。 

SCAPE项目将阐明数字资源保存中从策略到操作不同层面的控制，收集自顶向下

和自底向上相关政策的各个方面，并阐明应该形式化和纳入系统的政策声明的关键

要素。所有这些将产生一个迭代的精炼的机器可理解的政策模型。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要开发一款用于操纵机器可理解的模型的工具是无法实现的。例如，无法制定一个

框架，让决策者用自然语言写出自己的政策声明。 

松散耦合保存系统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该目标动机和预期收益。 

保存规划的重点是保存规划的创建，保存监测的重点是信息的收集和分析，而政策

专注于组织目标、指令的呈现。这些方法和工具一般会结合仓储环境加以部署，为

了在实践中切实有用，需要开放的接口和经过验证的整合模式。 

2. 当前最高水平。 

虽然保存规划已经发表了XML版本，但是政策、监督规范等却没有任何标准，同

时保存操作或系统接口也没有任何服务水平协议。 

3. 研究的贡献。 

SCAPE项目将会为规划和仓储、规划和监测、仓储和监测之间所有关键的接口点

指定API。SCAPE还将会为政策规范提供本体，对于所有的API，SCAPE也将提供

参考实现。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SCAPE项目之后），仓储不断演变和扩展，其迁移问题将

不再被视为SCAPE的目标。 

将保存规划作为持久管理活动实施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该目标动机和预期收益。 

通过以数据为中心的执行平台，SCAPE项目将能大大提高处理大量数据和确保质

量时的可扩展性，而无需人工干预。但对于一个大规模的系统来说，涉及的所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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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都需要进行扩展。现在需要的是在TB级别上规划、监控和运作仓储的方法，所

以只有可扩展的决策和监控才能保障自动化的大型系统的运行。保存规划是一个站

在组织角度上的决策过程，尽管SCAPE项目开发的框架和工具可以应用在不同的

环境设置里，但对一个组织来说，往往很难去评估他们自己的能力，从而有针对性

的改善。目前还没有能够帮助组织改善他们保存规划和监控能力的认可机制。许多

组织正在研究保存规划的方法和工具。向组织提供一个评估和改进的机制，能提高

他们规划和监控的能力。 

2. 当前最高水平。 

虽然ISO16363标准中有和保存规划和管理相关的标准，但都以审核和认证为目的，

专注于对OAIS模型的拟合。而成熟度模型和管理框架能为保存规划的评估和改进

提供必要的机制。 

3. 研究的贡献。 

SCAPE项目将制定一个框架，其中规定了组织所需的能力、责任与角色，并提供

评估组织的规划和监测能力的方法。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标准机构对这样一个成熟度模型的批准，以及组织的标准化公共基准的订立将是非

常有价值的，但现在还无法实现。 

2.3.4可扩展的组件 

识别和选择现有的数字资源保存工具和服务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该目标动机和预期收益。 

这一目标旨在识别、评估和选择目前可用的能与SCAPE平台兼容并有助于解决

SCAPE测试方案描述的问题的解决的工具。 

2. 当前最高水平。 

之前一些项目的报告中有列出一些现成的商业的和开源的迁移工具，但都没就是否

能与SCAPE项目要求兼容进行过评估。 

3. 研究的贡献。 

为数字资源保存注册一些有用的工具。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格式的覆盖率始终是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人关心一个工具的更新，它很快就会变得

过时，所以需要合作；少数格式由于没有开源的工具往往很难被迁移。 

识别基于研究数据集的保存活动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该目标动机和预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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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保存活动需要考虑研究数据集，这样才能跟已经收集到的数据集保持协

调。需要做的包括： 

a) 风险接收和监测。仓储记录下外部信息源的具体说明，并考虑信息长期可重复

使用的风险，而不是直接采取改变内容的保存活动。 

b) 迁移。迁移过程可能会造成信息的丢失，但应始终对保存网络模型——信息的

依赖关系图——进行重新评价。 

c) 描述。这可能会用到文本型或正式的数据描述语言，如DRB或EAST等。 

2. 当前最高水平。 

保存活动包括迁移、完整性检查和语法验证。 

3. 研究的贡献。 

为研究数据集进行保存活动分类，确定怎么用保存计划来操控研究数据集（RD）

的保存活动，以及为具体的研究数据集制作特定的保护活动原型。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尚不清楚影响信息依赖关系图的保存活动以及管理符合对象的方法；开发表示信息

的软件包是一个复杂的领域。 

确保保存活动服务的广泛可适性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该目标动机和预期收益。 

该目标专注于保存活动，特别是迁移工具在复杂数字对象的大集合上的适用性，通

过具体分析和改善现有的保存活动工具的接口和内部功能，延伸和创造新的普适的

保存功能，使这些工具不仅能处理单个文件格式，也能应对复合对象。 

2. 当前最高水平。 

当前一些工具往往不能够处理大型的数字对象集合，这些工具需要通过改进使之能

够在并行的执行平台上运行。 

3. 研究的贡献。 

通过利用所有能用的计算能力在短时内处理数以百万计的文件的能力。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还不确定哪个平台架构能最好地支持这一目标。这一目标可能会留下一些没解决的

问题，其可扩展性可能需要一些手动调整。 

确保服务客户端和云服务提供商之间的互操作性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该目标动机和预期收益。 

随着云计算服务正变得越来越普遍，以及出现了不同的执行平台，互操作成了一个

难题。有时服务的执行路径要跨越单一的执行平台，所以要做到平台间透明化的互



长期保存跟踪扫描                                                2013 年第 2 期（总第 23 期） 

29 

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 2.5 中国大陆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操作。 

2. 当前最高水平。 

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Azure云服务与Hadoop并行执行平台目前还无法达到兼容。 

3. 研究的贡献。 

可以做到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执行平台上透明的执行保存活动的服务工作流。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目前还没有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综合战略。根据PT SP所采取的办法，还无法使

Taverna的工作流在Azure网络上运行。 

数据发布平台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该目标动机和预期收益。 

PRONOM、软件转换注册表（CSR）和govdocs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很好的可复用的

数据源，但由于许多项目和组织往往更关心他们自身内部的利益，导致大部分数据

的可复用性不高。很明显，高品质的数据比每个版本都使用不同的格式和编码方案

的低品质的数据更精确更便于使用。 

2. 当前最高水平。 

现在需要更多高品质、体积小并易于维护的数据集，而在21世纪的链接数据集中，

几乎没有多少保持完整的起源信息。这不仅是保存领域内的一个难题，而且在Web

和语义Web研究中也存在。 

3. 研究的贡献。 

在SCAPE、OPF和南安普顿大学的共同努力下，构建了可用来管理拥有完整起源信

息敏感型数据集的LDS3规范（LDS3 Specification）。这个规范之后会被用来当作

一个数字资源保存数据的发布平台，也将用来解决PRONOM中的信息起源问题。

在SCAPE项目中，将会开发在Map/Reduce程序上透明的执行Taverna工作流程的技

术，以便能让工作流程的设计者从工作流程运行的执行环境中独立开来，因此，预

期的贡献是： 

a) 在云端可扩展地实施科学工作流程的技术。 

b) 对这些技术进行评价。 

c) 低成本生成全面起源信息记录的技术。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在技术方面有保证的前提下，如何让人们创建出更多高品质的可持续的保存数据

集？有这样的数据集吗？如果存在的话在哪里？如何能获得？开放的数据集要做

些什么呢？可以使用诸如Memento之类的协议动态的查询历史数据吗？在保存界，

如何为用户提供信息出处的服务？从哪里入手比较适合当前的情况？这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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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形成规模效益吗？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通过允许分析大型网页集合以支持增长的网络内容分析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该目标动机和预期收益。 

数字资源保存界生成了大量形式多样的可开采的信息，要利用这些信息为更好的保

存活动服务。 

2. 当前最高水平。 

文本挖掘领域是非常活跃的，但其对于数字资源保存界仍然是陌生的。 

3. 研究的贡献。 

SCAPE项目将利用大型文本分析领域的技术开发提高信息收集水平的技术。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工作包还没能识别出对象。 

基于网页版本比较的高精度视觉效果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该目标动机和预期收益。 

网络存档中网页版本比较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关系到存档质量的检查、爬行

策略、仿真以及迁移控制等。如能与机器学习技术相结合，将有助于实现决策自动

化。 

2. 当前最高水平。 

现有能利用的方法不多。基于散列的比较法很简单但非常不准确，基于结构的比较

法可以定位重大的变化，但没有充分考虑网页快照的视觉效果，基于图像的比较法

结果准确但无法表示出内容改变的语义。 

3. 研究的贡献。 

SCAPE项目为了创建一个全自动的决策系统，将会开发一个结合基于结构和图像

技术以及学习策略的新方法。新方法为便于比较对比语义一致模块的版本、探测内

容和模块结构的变化，对网页版本进行分割处理。这也使得一种新的混合（结构和

图像）分割工具的诞生。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这种新方法固然是最好的，但成本太高。有些任务可能需要更快也许不太精确的处

理，因而需要考虑开发这套工具的简化版本。 

基于XML文件的终端用户交互转换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该目标动机和预期收益。 

XML已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数据表示语言，但几乎很少能支持终端用户使用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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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任意基于XML的格式。比如给定一个特定格式的文件，如果该格式的渲染软

件是过时的或不可用的，非专业的终端用户就将无法利用该文件。 

2. 当前最高水平。 

对于某些基于XML的格式之间的转换工具并不一定存在，特别对于那些旧格式、

不太流行或过时的格式，而且尚不清楚是否有能够帮助终端用户查看、处理和转换

任意基于XML的格式的通用工具。 

3. 研究的贡献。 

SCAPE项目将致力于研究终端用户交互转换工具的设计、开发和评估。使用该工

具产生的转换模板也可以应用至其他合适的文件，这就为无需了解编程知识而进行

大规模文件转换提供了可能。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通过结合各种推理技术的人机交互界面，可以挽回多少文件的价值，这个过程中如

何对某一格式的“保存费用”进行度量？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数字图像集合的质量保证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该目标动机和预期收益。 

目前，许多机构都在进行大规模的数字化项目，其生成的集合中包含有数百万计的

图像文件，而且许多集合不断刷新版本。由于只能保一个版本，在这种情况下，集

合管理员就需要在新旧版本中做出选择。因此，在选择的过程中就需要有一套基于

质量控制的自动化解决方案，以管理和维护这些集合。这样的解决方案首先应能帮

助管理员检测重复、缺失或新添加的图像，其次，应能评估迁移过程的质量。解决

这一目标的好处有两个：1）一个更好的迁移路径，2）更好的方法来评估所产生的

图像质量。 

2. 当前最高水平。 

在比较大型图像集合时，使用最多的是全局图像描述法（global image descriptors），

在从文本文件中提取信息时，最常用的是光学字符识别法（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approach），但此方法执行的准确性和灵活性不足。现在操作设置中广

泛使用的是TIFF to JP2的迁移工作流程，但一般都没有指定色彩保真度。这么看来，

评估图像质量的可扩展的解决方案似乎并不存在。一个可扩展的解决方案应该做

到：1）根据格式规范判断一个图像是否有效，2）是否符合特性配置文件（例如，

渐进顺序，质量层的数目，等等），3）像素值相对于源图像是否改变。 

3. 研究的贡献。 

SCAPE项目将开发一款图像比较工具“Matchbox”，该工具能降低数字化成本，

提高集合存储的质量，自动或半自动化运行，并能提高人员的工作效率。因此，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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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贡献有：（1）运用现代图像处理算法对图像集合的分析技术，（2）对在现代数

字化保存过程中使用这些技术的典型例子进行评价，（3）发现集合中重复图像、

比较数字集合以及比较两个特定图像的技术，（4）支持对“Matchbox”工具可扩

展的多线程处理。同时SCAPE项目还将开发对所产生JP2s进行质量评估的工具（即

对格式规范的验证）、图像比较工具以及测试图像是否符合预先定义特性的方法。

预期贡献有：（1）改善迁移工作流程，（2）新的或改进的分析评估JP2图像质量

的工具和工作流程。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这一目标很可能无法解决数字资源保存中一些需要确保质量的任务的问题，需要对

这些任务做一些手动的调整。因此，要设定一个具体的目标，比如为集合管理员提

供一个既能自动也能手动操作的质量保证工具，以便比较文件的新旧版本并决定应

该覆盖哪个版本。但有一个局限就是，目前比较的范围仅限于RGB图像（并没有覆

盖到CMYK色彩空间和JP2），这在SCAPE项目中是无法满足需要的。 

保证视频和音频格式迁移的质量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该目标动机和预期收益。 

该目标是要开发视频（动态影像）格式迁移的质量保证（Quality Assurance，QA）

工具，特别要指出的是，QA应能保证声音和视频在迁移后的文件里仍然是同步的。 

2. 当前最高水平。 

数字视频的保存没有既定的标准，CARLI数字集合用户组（CARLI Digital 

Collections Users’Group，DCUG）和标准委员会（Standards Subcommittee）建议使

用MXF (.mxf)文件格式。SB丹麦电视节目的视频集合则大多是用MPEG2格式保存

的，之所以选用这种格式，是因为它既能用来记录、采集，也能用来保存和传播，

所以就少了很多转码的麻烦。相关的数字视频格式迁移以及质量保证的例子很少，

现在问题是如何确定质量保证的度量。 

3. 研究的贡献。 

SCAPE项目将会开发出能够捕获迁移错误的视频格式迁移的质量保证工具，如声

音和视频的不同步。继而将QA嵌入工作流程，使其可以在SCAPE平台上运行，从

而保证其可扩展性和良好的性能。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质量保证的度量应该怎么定？至少通过大规模的异构测试，应该能够给一些统计数

据的“保证”，比如质量保证对“严重”迁移错误的捕获率在98%左右，需要注意

的是需对“严重”有所界定。另外统计分析和算法改进仍亟待发展。 

利用音频索引对数据与元数据进行匹配 



长期保存跟踪扫描                                                2013 年第 2 期（总第 23 期） 

33 

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 2.5 中国大陆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该目标动机和预期收益。 

出于保存的目的，SCAPE项目将尽可能的对音频节目信息与音频进行匹配，以及

运用xCorrSound的声波比较工具搜索一个节目的开始位置。这么做将使得音频索引

成为可能，继而便可以对元数据与数据进行匹配了。 

2. 当前最高水平。 

在大型歌曲存档库中有用音频指纹识别算法识别一首歌曲的例子。xCorrSound的工

具套件中也有一些工具可以在基于互关计算的音频文件之间找到最接近的偏移量

而进行匹配。 

3. 研究的贡献。 

SCAPE项目将会开发一个可以找到一个大声波文件中一小段音波偏移量的工具。

除此之外还会在优先考虑可扩展性的基础上编写能够在SCAPE平台上运行的工作

流程。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如何改进性能？是否需要研究对研究人员来说最重要的元数据的可用性？ 

2.3.5其他研究数据测试平台的目标 

研究数据的价值定位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该目标动机和预期收益。 

对研究数据进行长期保存的价值不能直接的显现出来，考虑到保存、收集和再利用

的成本，并不需要对所有数据都进行保存。建立这样一个价值定位是必要的。 

2. 当前最高水平。 

现有的成本模型（例如：LIFE）不适用于研究数据，而大量的研究（如KRDS）都

将研究数据的成本考虑在内。 

3. 研究的贡献。 

SCAPE项目为测试平台建立了价值定位并对其归纳。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无法对所有研究数据建立共同准则，很难获取成本信息。 

研究数据保存分析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该目标动机和预期收益。 

研究数据的保存分析和规划需要说明数据和其他数字对象间的依赖关系，要能提供

表示信息（representation information），形成一个曲线图（保存网络模型，PNM）。

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工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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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前最高水平。 

CASPAR及其他项目中开发的PNMs解决方法。 

3. 研究的贡献。 

在RDT情况下PNMS模型的应用以及原型工具的更新改进。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如何为PNMS开发一个正式的模型，如何使用PNMS来推动保存监测和活动

（preservation watch and actions），怎么样才能最好的为PNMs提供工具，进行保存

分析的方法是什么？在做保存分析时可行的工作量和成本是多少，分析师完成这样

的分析工作需要具备哪些技能？ 

为研究数据开发一个可扩展的平台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该目标动机和预期收益。 

研究数据作为一个原型，要对其进行测试，建立和集成保存工具与服务。 

2. 当前最高水平。 

提供保存的工具如“保险箱”（Safety Deposit Box）的改进用来支持研究数据。

CASPAR项目中的原型保存平台。 

3. 研究的贡献。 

可以识别研究数据保存服务的体系框架的开发，以及基于Hadoop与SCAPE平台的

集成。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研究数据平台要将传统平台考虑进来，其中可扩展性是关键，因为数据集通常是非

常大的（在某些情况下是TB级），数据集内的数据文件可能会非常大（许多是GB

级的文件），数据集中的文件数量可能非常大（1000个以上）。 

研究数据的保存工作流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该目标动机和预期收益。 

需要建立各阶段的研究数据测试平台的工作流，以实现流程的自动化、规模化。 

2. 当前最高水平。 

工具（如“保险箱”，Safety Deposit Box）中的工作流很简洁。 

3. 研究的贡献。 

定义了可以使用Taverna执行的工作流。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如何建立PNM模型特定的（以及可能会涉及人为干预的）工作流。 

永久标识符和链接 



长期保存跟踪扫描                                                2013 年第 2 期（总第 23 期） 

35 

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 2.5 中国大陆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该目标动机和预期收益。 

考虑到表示信息（representation information）的网络依赖关系和复合对象，需要用

永久的标识符方案来唯一标识对象，并提供它们之间的链接（语义上有意义的）。 

2. 当前最高水平。 

许多现有的永久标识符方案（例如，DOI，ARK，Handle，PURL）。Linked Open 

Data为对象间的链接和描述链接提供方案。 

3. 研究的贡献。 

使用永久标识符服务来识别对象，考虑了数据项目随时间改变如何进行重链接和重

结合。 

4. 尚未解决的问题。永久标识符服务之间的互动关系（APARSEN正在研究这个），

以及如何保持链接长久有效。 

保留复杂的研究对象 

以下是这一目标的主要特点： 

1. 该目标动机和预期收益。研究数据对象几乎都不是单一的数字对象（或者说是同类

对象的集合），而是相关对象的集合、数据集、文档、原材料、分析和汇总数据、

元数据、软件组件、图像以及可视化等。这些都需要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 

2. 当前最高水平。研究在保存环境中使用OAI-ORE开展工作，发展起源标准（如

W3C），保存软件的框架，以及保存工作流（如Workflow4Ever）。 

3. 研究贡献。 

初步考虑到了如何管理复杂的研究数据。 

4. 尚未解决的问题。 

保存软件、保存起源信息以及保存的工作流程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还面临着

保存环境的问题。 

明确差距和机遇 

作为研究目标描述的一部分，明确差距使我们能够将不同工作流中的观点整合到一起，

明确共同存在的问题和机遇，并用其去明确、拆分、定位和拣选具有挑战性的研究主题和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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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目标和差距 

图 1 以简明的形式解释了上述研究目标和关键差距（橙色），从图中可以看出一些工作

包确定出了一些共同的差距，这些差距不仅包括了因超越原计划的改进和创新发展而出现的

尚未解决的问题，也包括了描述（characterization）和质量保证（QA）所得结果正确性的验

证问题，这些结果反过来又在内容分析（content profiling）中被分析。其他问题更多的出现

在确定的问题和差距的交叉区域。这些问题包括在分布式环境中的 QoS 实现：在一个给定

环境中的给定状态下不能肯定的说一个保存活动计划（即包括复杂组件的工作流程）一定可

以完全实现。就算假定在一组精心挑选的样本对象上进行过实验，在一个给定的配置环境还

是会受有限的资源的限制，可能无法成功的开展各项任务。关键是是否能够解决平台中不同

程度的 QoS 实现和灵活性问题。 

在下一节中，会将这些确定的差距分组，并以此来说明路线图中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

的规范。 

2.4 新兴主题 

图 2 将上述已明确的差距按一系列相关主题分成了不同的组。此外，图上突出显示了一

些尚存未解决的问题和潜在机会的关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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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研究差距分组以及路线图中相关的挑战 

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别： 

 其中一组差距清楚地指出了工程挑战，这些可以在图的左上方找到。这组差距覆盖

了以下方面，比如工具维护、工具的覆盖范围、工具的可拓展性、网络存档中大量

小文件的具体问题。 

 在工程领域下面较小的一组是组织挑战，它确定了一些主题，比如可以为政策规范

和管理提供更成熟方法的机遇，以及可以为评估和提高组织数字资源保存能力提供

巨大帮助的能力成熟度模型（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s）。 

 最后，有一组差距指出了更深入的了解几个关键问题的必要性。这些差距并没有分

到一组，因为他们之间表现出了复杂的关系。相反，可以看出这些差距反映了三个

研究挑战（显示为蓝色）： 

 右上方的挑战涵盖未来保存基础设施的概念。包括QoS的灵活实现、共享的计

算模型以及保存云环境法律和技术障碍等问题。 

 下面是先进的仿真和预测模型，该模型使得在该领域对因果关系和效果的分析

更为深入。应将Automated Watch正在开发的仿真环境纳入考虑范围，并以此

为出发点，并进一步将其应用到复杂问题的解决上，如工作负载的优化，自主

运营，有关主要风险、活动、事件以及保存操作结果的因果关系。 

 在右下方是一些信息模型和基准问题。为确保保存过程正确性的验证，需要有

创新的基准方法。要质疑和分析数字世界的信息概念，需要潜入模型中的根本

问题中去研究，甚至需要考虑一下数字信息和数字资源保存的概念。至于复用

方面，无论是再利用还是维护，都有对数字“对象”及其特点更为正式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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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 

 最后，左下角是一些相关的已明确的挑战，在SCAPE项目中可能无法覆盖这

些挑战，但其被视为相关领域和新兴领域的兴趣点。这些都需要在项目的进展

过程中时刻监视其变化。 

编译自： 

https://www.jiscmail.ac.uk/cgi-bin/webadmin?A2=ind1211&L=digital-preservation&F=&S=

&P=8280 

http://www.ifs.tuwien.ac.at/~becker/pubs/SCAPE-D3.1-TUW-V1.0.pdf 

（刘超编译，李文燕 吴振新校对） 

【资料推荐】 

案列推荐：莫纳什（Monash）大学研究数据管理案例研究 

该案例展示了莫纳什大学如何解决研究数据管理中各种各样的活动和组件的问题，以及

为提高研究数据的管理所搭建的架构和提供的服务，主要为如下七个主题： 

 数据管理策略 

 数据管理政策 

 引导和训练 

 研究数据存储和存档 

 研究数据管理（research data management，RDM）平台 

 元数据 

 数据管理规划 

文章描述了莫纳什大学对于每个主题采取的方法，并且讨论了不同的元素是如何演变

的，以及演变的原因，这些内容或许对其他机构有一定的参照作用。 

详细内容参见： 

http://www.dcc.ac.uk/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case-studies/Monash-RDM-c

ase-study.pdf。 

编译自： 

http://www.natlib.govt.nz/about-us/news/media-releases/20-dec-2011-papers-past-additions 

http://www.dcc.ac.uk/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case-studies/Monash-RDM-c

ase-study.pdf 

（李文燕编译，刘超 吴振新校对） 

https://www.jiscmail.ac.uk/cgi-bin/webadmin?A2=ind1211&L=digital-preservation&F=&S=&P=8280
https://www.jiscmail.ac.uk/cgi-bin/webadmin?A2=ind1211&L=digital-preservation&F=&S=&P=8280
http://www.ifs.tuwien.ac.at/~becker/pubs/SCAPE-D3.1-TUW-V1.0.pdf
http://www.dcc.ac.uk/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case-studies/Monash-RDM-case-study.pdf
http://www.dcc.ac.uk/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case-studies/Monash-RDM-case-study.pdf
http://www.natlib.govt.nz/about-us/news/media-releases/20-dec-2011-papers-past-additions
http://www.dcc.ac.uk/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case-studies/Monash-RDM-case-study.pdf
http://www.dcc.ac.uk/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case-studies/Monash-RDM-case-stud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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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档案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交流平台发布 

英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构建了分享英国和爱尔兰的档案馆数字资源长期

保存活动的平台，其目录文件——DigitalArchivesConnect 为开源 wiki 形式，用户可以自由

地添加其组织机构的描述及其在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方面的活动信息，并可以随时更新和维

护。目前正在邀请加入，详见：http://daconnect.wikispaces.com/How+to。 

编译自： 

http://www.dpconline.org/newsroom/whats-new/947-whats-new-issue-51-dec-2012#whatson 

（齐燕编译，李文燕 吴振新校对） 

IJDC 第 7 卷发布 

《数字保管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Curation，IJDC）》由英国 UKOLN

及 DCC 联合承办，为数字对象的保管及其相关问题的国际期刊，每年 2 期，以电子形式出

版，第 7 卷第 2 期的目录如下： 

Editorial 

Papers (Peer-reviewed) 

 Developing Virtual CD-ROM Collections: The Voyager Company Publications 

 Digital Forensics Formats: Seeking a Digital Preservation Storage Container Format for Web 

Archiving 

 The Forensic Curator: Digital Forensics as a Solution to Addressing the Curatorial 

Challenges Posed by Personal Digital Archives 

Articles 

 The KRDS Benefit Analysis Toolkit: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for Soil-Vegetation-Atmosphere Data – The TR32DB 

 Peer-Reviewed Open Research Data: Results of a Pilot 

 Trends in Use of Scientific Workflows: Insights from a Public Repository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Best Practice 

 The Data Management Skills Support Initiative: Synthesising Postgraduate Training in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Development of a Pilot Data Management Infrastructure for Biomedical Researchers at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 Approach, Findings, Challenges and Outlook of the MaDAM 

Project 

 DMP Online and DMPTool: Different Strategies Towards a Shared Goal 

    详细信息参见：http://www.ijdc.net/index.php/ijdc/issue/view/15。 

http://daconnect.wikispaces.com/How+to
http://www.dpconline.org/newsroom/whats-new/947-whats-new-issue-51-dec-2012#whatson
http://www.ijdc.net/index.php/ijdc/issue/view/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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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自： 

http://www.dpconline.org/newsroom/whats-new/947-whats-new-issue-51-dec-2012#whatson 

（齐燕编译，李文燕 吴振新校对） 

TIMBUS 第一期新闻通讯发布 

由欧盟成员国共同资助的TIMBUS项目起始于2011年，计划于2014年结题，该项目主要

解决业务流程与服务的长期保存和持续获取难题。基于可行性和成本效益分析，TIMBUS致

力于分析业务流程的哪些方面应该保存并就如何保存它们提出了建议。该项目提供的一些方

法和工具，能够在技术层面和组织层面抓取并规范业务流程，包括它们的底层软件和硬件基

础设施以及对第三方服务与信息的依赖。TIMBUS将数字保存与企业风险管理（ERM，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和业务连续性管理（BCM，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的

有效方法结合在了一起（有关该项目的更多介绍参见本刊2012年第6-7期）。 

TIMBUS第一期新闻通讯于2012年12月15日发布，主要内容包括： 

 The TIMBUS Approach to Business Process Preservation 

 Use Case:Civil Engineering Infrastructures 

 TIMBUS at iPres 2012 

 Introducing TIMBUS Partners：SQS 

 TIMBU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Informatics Symposium  

 TIMBUS Topics at DPC Briefing Days 

具 体 内 容 可 到

http://timbusproject.net/about/publicity-material/156-timbus-newsletter-volume-1-issue-1 下

载查看。 

编译自： 

http://www.dpconline.org/newsroom/whats-new/947-whats-new-issue-51-dec-2012#whatson 

（齐燕编译，李文燕 吴振新校对） 

http://www.dpconline.org/newsroom/whats-new/947-whats-new-issue-51-dec-2012#whatson
http://timbusproject.net/about/publicity-material/156-timbus-newsletter-volume-1-issue-1
http://www.dpconline.org/newsroom/whats-new/947-whats-new-issue-51-dec-2012#what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