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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各种各样的文化遗产机构越来越意识到他们在公共服务

方面的职能和书目互操作的必要性。对于档案馆和图书馆来说，更是如此，档案

馆和图书馆制定了符合自身特殊需求的文献著录标准，它们现在正在为两个机构

制定一系列统一的标准建立对话而努力。 
在讨论了档案馆和图书馆馆藏资源的特点后，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描述这

两个专业机构合作制定的标准： 
-  文献著录 
-  著录和规范记录的检索点 
-  功能描述 
-  图书馆、档案馆与其馆藏的标识 
本研究表明只有通过图书馆和档案馆合作，共同制定的标准才是最完备的，

我们希望图书馆和档案馆能利用对方的标准，或者至少能够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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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看来，两个职业之间的交流对于标准和文献检索工具的兼容性以及交

互性是很必要的。虽然认识到合作的必要性，图书馆和档案馆标准的制定在很大

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各自独立的过程，在专业协会的指导下进行标准化工作是一个

积极因素。法国在这方面的经验表明，建立由档案人员和图书馆员组成的工作组

具备可行性，工作组职责是以协同工作为目的，兼顾图书馆和档案馆各自特殊的

需求，制定可以为双方接受和理解的标准。 
 

引言 
 

图书馆和档案馆作为两个独立存在的、没有任何交流与合作的实体由来已

久。现在，这种无对话的状态有打破的趋势，图书馆和档案馆以及图书馆员和档

案人员在一些领域有交流的必要。在这点上，加拿大走在前面，它于 2004 年将

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合并为一个机构——加拿大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 
档案馆和图书馆越来越认识到，文献的著录与图书馆馆藏的获取、多途径存

取档案是为用户提供更优质服务的坚实基础。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讨论图书馆

与档案馆能够多大程度上在标准领域进行合作以及在考虑各自专业特性的前提

下，如何加强此合作。 
 

图书馆与档案馆的共同利益 
 

在馆藏资源特点方面，档案馆和图书馆都负有保存与弘扬印刷、视听传统文

化遗产的责任。对于档案馆来说，文化遗产主要由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履行职责

时形成的文献构成；对于图书馆来说，主要由出版社出版和收集的文献构成。因

此，国家档案资源取决于档案馆从国家机构、社会组织获取资料的多少，而对于

建立国家图书馆馆藏资源来说呈缴出版物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图书馆也保存手

稿和私人档案资料(作家或者教授的文件，协会或者出版社的藏品等)，这些同样

大量出现在档案馆，遵循档案描述的规则。另外，档案馆中也经常有图书馆，其

馆藏描述规则与 ISBD1完全一致。由此可得出，图书馆和档案馆馆藏资源不但没

有绝对严格的划分，还有重合的地方。 
进一步来说，图书馆，档案馆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力求馆藏资源为用户所

知，为用户获取，甚至是通过联合资源发现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在很多情况

下，对于一个对机构或者某一人物感兴趣的研究者来说，档案馆和图书馆的资源

是互补的：档案馆反映和理清一个历史时期内机构或者人物的社会活动，图书馆

则从多个角度将他们社会活动成果形成的出版物或者资料收集起来供用户使用。 
现在，蓬勃发展的数字图书馆运动无疑反映了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馆

藏资源联合起来互为补充的思想，举两个很恰当的例子：美国加利福尼亚在线档

案馆2 (Online Archive of California (OAC))3和欧洲数字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
4。这些项目的进行使得用户能够直接获取数字化资源，但是获取这些数字化资

源的前提是对在线数字化资源进行描述。描述的互操作性，检索点的一致性是图

书馆和档案馆面临的主要挑战。 
                                                 
1 ISBD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2 加利福尼亚数字图书馆的核心，提供加利福尼亚州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及其他机构馆藏

的手稿、照片、艺术品等数字资源。(译者注) 
3 http://www.oac.cdlib.org/  
4 http://www.europeana.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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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目录和档案馆目录这一类研究工具在网络上的可用性、时效性，与方

便用户研究是促使图书馆和档案馆为了探索并提高各自的服务效率而进行交流

的两个因素。 
 

两个互为补充的标准化实现途径 
 

正如图书馆已经实现的那样，著录规则和检索点选取标准化对于档案馆来说

是现实的。 
文献是图书馆馆藏资源核心，图书馆很早就意识到国际书目著录标准能够为

图书馆工作带来益处：读者可以检索到收藏在多个图书馆的具有大量复本的公开

出版物；此外，每一版本的文献有一个独立的书目描述。书目信息交换给图书馆

工作带来的方便使 IFLA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启动了世界书目控制(UBC)项目，

紧接着制定了书目著录标准(和 ISBD)和检索点选取标准。 
档案馆动作来的慢的很多，他们的馆藏是由具有独特性的一系列档案文件构

成，根据档案之间的层次逻辑关系分类，这意味着档案馆根据档案的上下文内容

分等级描述。因此，对于档案馆来说，描述性工作合作的可能性不是制定著录标

准的驱动力，档案馆在描述馆藏资源上的合作目的是在技术许可的条件下通过因

特网国际性的传播让更多用户通过检索工具获取档案信息。 
1992 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档案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档案描述的原则声明

(The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Regarding Archival Description)，声明确定了档案描述

标准的目的： 
- 确认档案描述能够一致性、合适性与自我解释 
- 协助档案的检索与交换 
- 促使档案的规范数据能够共享，以及 
- 集合来自不同档案馆的档案描述，成为一个整体的咨询系统 
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的 ISAD(G) (《国际档案著录标准(总则)》)5第一版可以

追溯到 1994 年， 该标准第二版于 1999 年出版。从那以后，档案馆就没有放弃

在标准化方面的努力，制定了一系列连贯的能够覆盖档案馆各种馆藏的国际标

准，包括 ISAD(G) ，ISAAR(CPF) 6《团体机构、个人和家族档案规范记录国际

标准》 (1996 年第一版)，ISDF7《(文件制作者)职能著录的国际标准》 (2007 年

第一版)，ISDIAH8《(对)档案保存机构(进行)著录的国际标准》 (2008 年第一版)，
ISDIAH 是 ISAAR(CPF)标准的扩充与延续9。 

 
文献著录 
 

图书馆和档案馆在文献著录方面标准的发展反映了它们各自馆藏资源的特

点：ISBD 对存储在不同图书馆有大量复本的文献资源进行统一描述，它对描述

出版物来说及其合适；ISAD(G)适用于在制作背景下描述一般是唯一的档案。自

动化与因特网技术催生了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合作。 
                                                 
5 ISAD(G) = Genera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Description 
6 ISAAR (CPF)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Authority Record for Corporate Bodies, Persons and Families 
7 ISDF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Describing Functions 
8 ISDIAH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Describing Institutions with Archival Holdings 
9 ISDIAH, 1.5:   “As corporate bodies, persons or families, the holders of archival materials may be described in 
ISAAR(CPF) compliant authority records including the appropriate elements of description as indicated in 
ISD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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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 MARC 格式适用于书目著录，这种书目著录几乎没有等级关系，

单个记录描述一个文献(基本上，一条数据就是一本专著或者一套丛书记录)；然

而，MARC 格式不适用于相互之间具有明显等级层次关系的档案。尽管 MARC21
有一些用于描述档案和手稿的字段，但是 MARC 格式还是无法体现内容深层等

级关系：馆藏的自动描述限于高层次的著录，而 MARC 格式无法描述低层次的

层级关系。 
档 案 馆 制 定 的 档 案 编 码 描 述 格 式 EAD DTD 10  (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以 ISAD(G)为原则，详细著录馆藏的层级关系，支持自动化与远程

获取。由于 MARC 格式在档案和手稿著录方面的局限，EAD 迅速吸引了图书馆

的目光。今天，在提供 MARC 目录的同时提供 EAD 目录或者是在已出版的各种

目录中包括 EAD 目录对于图书馆来说已经很平常了。在法国，比如由高等教育

编目中心(Agence bibliographique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ABES))和法国国家

图书馆档案和手稿部(BnF archives et manuscrits)11编制的《高等教育档案和手稿

联机目录》(Calames12 (Catalogue en ligne des archives et des manuscrits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也纳入了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 EAD 目录。 

EAD 的应用使图书馆界注意到 EAD 所涉及的标准和 ISAD(G)，图书馆界开

始讨论 ISAD(G)中与描述手稿和档案相关的规定。在美国，“档案内容描述标准”

(DACS Describing Archives:  a Content Standard)开始取代“档案、个人文件暨手

稿编目规则”(APPM Archives, Personal Papers and Manuscripts)。在法国，一个

由图书馆员和档案人员组成的工作组正致力于以 DACS 和 ISAD(G)为参考资料

研究现当代手稿的著录问题。 
 
检索点描述 
 

比起档案描述和书目著录的特殊规则，检索点描述和规范记录控制是图书馆

和档案馆合作能够持续并推进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检索点描述标准制定方面，图书馆仍旧发展得比档案馆早。早在 1961 年，

“巴黎原则”在国际范围内规定了书目著录的检索点选择规则。紧接着，在这个

原则基础上图书馆界制定了标目的形式与结构标准，IFLA 在国际层面上制定了

一些新概念诸如团体责任者标目的形式与结构标准，在国家范围内制定了个人责

任者和早已建立并应用于实践的题名标目的形式与结构标准。 
图书馆建立的标目形式与结构标准现在不仅应用于图书馆目录，档案人员参

考这些标准将其应用于建立档案创建者检索点13以及描述档案创建者的规范记

录14。ISAAR(CPF)在标准化书目中引用了 IFLA 关于“团体名称标目形式与结构”

的相关建议，DACS 则参考了 AACR2 中建立作者规范形式的相关规定。 
图书馆和档案馆都建立规范记录，虽然图书馆在这个方面有很长的历史，但

                                                 
10 http://www.loc.gov/ead/  
11 http://archivesetmanuscrits.bnf.fr/pl/  
12 http://www.calames.abes.fr/  
13 ISAD(G), element 3.2.1 Name of creator(s):  “The name should be given in the standardized form as 
prescribed by international or national conven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ISAAR(CPF).” 
14 ISAAR(CPF), element 5.1.2 Authorized form(s) of name:  “Record the standardized form of name for the 
entity being described in accordance with any relevant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or rules applied by the 
agency that created the authority record. … Specify separately in the Rules and/or conventions element (5.4.3) 
which set of rules has been applied for this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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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从未在国际范围内为规范记录的内容建立一个标准化的规则：GARE15和

GARR16在规范记录显示方面给出了一些意见；MLAR17定义了规范记录的最精简

内容以便于图书馆之间数据的交换，但是对一个规范记录的构成要素没有给出更

细节的描述。他们事实上使图书馆规范记录的内容更加形式化：今天，在 GARR
的基础上，MARC21/A 和 UNIMARC/A 这两种国际交换格式有一些共同的内容，

但是对于不同形式的实体名称他们的处理方法不同。UNIMARC/A 区分名称的规

范形式、并列形式和不用形式，而 MARC21/A 只处理名称的规范形式和不用形

式。 
档案馆参照图书馆标目形式和结构的标准发展了 ISAAR(CPF)，并根据此标

准来建立名称实体的规范形式。ISAAR(CPF)修订版得益于图书馆关于规范记录

检索点控制的规定：法国档案界和图书馆界联合对第二版草稿给出了意见，他们

认为 ISAAR(CPF)第二版(2004 年)兼顾了档案馆和图书馆在规范记录方面的共同

点(控制检索点)18，同时也反映了档案规范记录所独有的特点(即不仅是简单地控

制检索点，还必须理清被著录文献内容层次关系)19。档案馆和图书馆在规范记录

利用方面有所不同：档案实践活动限制档案创建者规范记录的建立（ISAAR(CPF)
标准仅包括团体责任者，个人和家族责任者），而图书馆为所有的标准化检索点

建立规范记录，包括题名标目和主题标目。 
由于标准互补性的特点，我们在规范记录上所做的努力对于两个领域将来的

合作是特别有好处的，可以推动互操作性。2004 年，我们意识到对话与互操作

性的重要性，现在规范记录这方面的合作已经展开：一方面在 IFLA 框架下制定

规范数据模型，另一方面，为规范数据与 EAC20（档案编码背景信息著录规范，

建立在国际档案学会制定的 ISAAR(CPF)上）合作制定一个计划。 
国际上纷纷对“规范数据的功能需求”(FRAD(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Authority Data))模型进行评论，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迫切建议 IFLA 工作组仔细

研究 EAC，并从 EAC 中获取分析与定义数据元素的灵感。法国注意到 EAC 做

出的几个实体共同特性方面的分析。此外，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坚信，在概念模

型上从 EAC 中获取信息，通过图书馆界和档案馆界对话和合作来推动项目进展，

我们会获益良多。 
EAC 证明了开放的必要性。刚刚建立的国际工作组正致力于在档案人员与

图书馆员中推广 EAC。其实，EAC 已经被图书馆采用，比如澳大利亚国家图书

馆“People Australia”21项目使用了 EAC 格式。在档案馆界，这项工作已经开始，

焦点在于档案参考标准是否与 EAD 具有兼容性、一致性，与应用到有关领域的

相关编码方案是否具有互操作性，比如在必要的时候用命名空间技术集合其他更

多专门参考资料和元数据标准。 

                                                 
15 GARE = Guidelines for Authority and Reference Entries  
16 GARR = Guidelines for Authority Records and References  
17 Common designation for the document entitled Mandatory Data Elements for Internationally Shared Resource 
Authority Records  
18 ISAAR(CPF), 1.8:  “Archival authority records are similar to library authority records in as much as both 
forms of authority record need to support the creation of standardized access points in descriptions.” 
19 ISAAR(CPF), 1.9:  “Archival authority records, however, need to support a much wider set of requirements 
than is the case with library authority records. These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importance of 
documenting information about records creators and the context of records creation in archival description systems. 
As such, archival authority records go much further rand usually will contain much more information than library 
authority records.” 
20 http://jefferson.village.virginia.edu/eac/  
21 http://www.nla.gov.au/initiatives/people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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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描述 
 

在最近由国际档案学会制定的标准中，图书馆也许会对 ISDF 这个“(文件创

作者)职能著录的标准”产生兴趣。 
该标准是对档案特殊需求的回应，即，档案资料是在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履

行职责时产生的，因此对于档案著录来说，档案在哪儿产生，怎样产生以及被使

用，这些是档案评估、分类和著录的重要组成因素。而且，职能比管理结构(管
理结构容易改变)更加稳定，因为一个或者相同的职能在重组中或许会改变，而

且可能由相继的几个不同的机构来行使。 
随着 ISDF 的制定，档案信息模型随之出现，这个模型确定了三个实体：档

案资料、档案创建者、(文件创建者)职能，其相对应的三个标准分别是：ISAD(G), 
ISAAR(CPF)和 ISDF。团体责任者，个人或者家族履行职能，通过履行职能产生

和管理资料。(文件创建者)职能由被档案机构有组织、有层次地分类好的资料体

现出来。  
档案人员定义的管理职能与图书馆界使用的“责任方式代码”(“relator 

codes22”)没有共同之处，图书馆的“relator codes”是为了表达个人、团体或家族与

其所创作的资源之间的关系。根据 EAD 和 EAC 的精神，档案著录与档案规范记

录之间的关系唯一要考虑的是档案创建者。 
虽然如此，职能描述与管理活动的著录对于图书馆规范文档来说是有意义

的：将职能描述和它们正在进行或者进行过的管理活动的描述与团体责任者描

述，尤其是公共团体责任者的规范记录联系起来，会使规范记录内容更加丰富。

这将展现他们管理活动的特点，满足用户对规范文档的需求。实践经验表明，法

国国家书目应用 INTERMARC/A 格式以文摘的方式提供这类被编码过的信息，

其用户将此作为选择感兴趣和有用信息的标准。 
 
国际标准标识符 
 

赋予图书馆和档案馆以及他们的馆藏标识符是使用通用标准促进他们之间

相互转换的另一个领域。在这个数字图书馆发展迅速和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

检索入口统一的背景下，通用标准的使用对各种文化遗产机构来说很有必要。 
同样地，图书馆比档案馆更早意识到标识符的必要性，他们为目录制定了所

需标准。国际背景下，图书馆界制定了 ISO15511：图书馆和相关组织用国际标

准识别符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dentifier for Libraries and Related Organizations 
(ISIL)。顾名思义，这个标准是由图书馆制定并首先应用于图书馆，然后再扩大

其应用范围到其他文化机构，即使这个标准的制定没有真正意义上咨询过其他文

化机构。缺少一致性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正如法国国家 ISIL 管理机构法国高等

教育编目中心(ABES (Agence bibliographique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管理的

《资源中心名录》(RCR (Répertoire des centres de ressources))，将图书馆作为最主

要部分，包括少量博物馆和档案馆，然而档案馆和博物馆仍然根据自己的需要分

头为自己制定代码体系。 
ISIL 是 ISCI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ollection Identifier)制定的重要因素，因

为 ISIL 首先赋予机构标识符，接着机构赋予馆藏标识符，ISIL 是 ISCI 的前提。 
2008 年，档案馆采用了 ISDIAH 标准，至此结束了依靠档案来描述档案机

                                                 
22 “Codes de function” in Fr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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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历史，经过反思，档案人员意识到档案标识符对促进合作与数据交换的重要

性。他们采纳了三个标准，这三个标准包括 ISO 标准和为了满足他们特殊需求

的标准草案：ISIL 和有待确定的 ISCI，标准草案 ISNI (International Standard Name 
Identifier)，ISNI 涉及个人或者团体责任者关于智慧产物从创造到各方面相关使

用权的管理。可以预见，他们将对即将使用的标准的发展与完备表现很大的兴趣。 
虽然制定了 ISIL 国际标准标识符，但是图书馆还未制定像档案馆 ISDIAH

那样的国际标准。互联网时代，用户可以通过联机目录查询或者借阅图书，为用

户提供载有图书馆馆藏信息的联机目录非常重要。采用具备兼容性的著录格式可

以为因特网用户提供跨越国界、专业和机构的信息服务。图书馆必须重视

ISDIAH，因为它很有可能是提供元数据与 ISIL 标识符链接的潜在标准，这样的

元数据既可以应用于图书馆也可以应用于档案馆。 
 

为了发展标准加大合作力度 
 

无论是文档描述还是检索点描述和规范记录，或者是机构标识符，图书馆和

档案馆合作利大于弊。在制定标准时通过交流和咨询来促进图书馆界与档案界的

合作是合适的，虽然这不是当前的课题，但至少在国际背景下这是一个趋势。 
图书馆和档案馆制定标准的过程相似，标准化工作都是在国际专业协会——

对于图书馆来说是 IFLA，对于档案馆来说是 ICA 指导下进行的。建立文献著录

标准是书目控制尤其是 IFLA 编目专业组的职责，建立档案著录标准是 ICA 最佳

实践和标准委员会的职责。图书馆和档案馆二者都意识到规范文档标准化工作的

重要性，但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二者的国际性组织没有交流，标准不是一

起制定而是分头制定的。 
这种标准制定方面的隔阂在 ISO 技术委员会 TC46 的“信息与文献”中也可

以发现，这个小组的职责本是超越专业界限容纳所有与文献资料有关部门，虽然

档案馆被包括在 TC46 中，但是他们本质上是在分委员会 SC11“档案/记录 管理”

的直接管理下。他们不被包括在 ISCI 工作组中，没有参加 ISIL 标准的制定。希

望在 ICA 最佳实践和标准委员会展现了这两个与著录和机构标识符相关标准之

后这种分割的状况能够能够得到改变。 
合作的区域的确是存在的，比如 EAC 的发展融合了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努力，

表明了图书馆和档案馆交流与数据交换的意愿。 
图书馆和档案馆的交流与合作同样可以是在国家范围内的。法国编目工作隶

属于国家标准机构(AFNOR)框架，不受国际专业协会的管理，其现状表明在联合

工作组的指导下，编目可以围绕着 EAD DTD 实施开展，在法国档案馆和图书馆，

规范数据或者现当代手稿著录中发挥其作用。 
在进行 EAD Tag Library 法语版本翻译、制定 EAD 在法国的应用指南这两个

工作时，法国标准化协会 EAD DTD23工作组建议对 DTD 进行修改以适应图书馆

手稿著录的要求，比如通过编码表达手稿起始语的需求。 
致力于规范数据24的工作组密切关注图书馆和档案馆有关规范记录的工作：

完成 ISAAR(CPF)标准修订本征求意见稿，探讨 FRAD 模型，积极加入修改 EAC
的工作。工作组需要在规范工作方面得到理解，以便其确定公共服务范围，给出

使标准获得更大的互操作性途径的建议。 

                                                 
23 AFNOR/CG46/CN357/GE3:  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 (EAD DTD) 
24 AFNOR/CG46/CN357/GE4:  Authorit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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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于图书馆和档案馆来说制定和发展著录方面的标准是为了提高他们馆藏

的存取效率。通过因特网来弘扬这些馆藏需要我们采取新行动保证标准和格式的

兼容性，我们必须考虑到文化机构之间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合作，就如有多个机

构参与的数字图书馆之类的合作项目。 
图书馆和档案馆在标准化建设方面对象不同、步骤不同，因而他们建立了具

有互补性的标准。书目和档案标准的互补性能使图书馆和档案馆双赢。档案人员

和图书馆员越来越意识到通过交流协调工作或者更好的指导实践，为用户（档案

馆和图书馆的用户经常重合）提供更好的服务，是非常必要的。 
若档案馆、图书馆制定标准的机构之间的交流能成为一件平常事，具体来说

是 IFLA 和 ICA，尤其是 IFLA 编目专业组与 ICA 最佳实践和标准委员会交流得

越频繁，图书馆和档案馆越能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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