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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概述了由意大利文化遗产部发起的意大利国家图书馆服务体系（SBN）后，提出了新
的 SBN 系统。该发展计划源于 SBN 国家协调委员会，基于可行性研究提出的建议，指出有
必要将国家索引建成为国家书目服务的真正架构。SBN 索引依照该计划中指出的目标取得了
一些进展，标志着图书馆的服务网络以及文化遗产不同部门间的未来合作服务网络朝着更广
阔的空间迈进了一步。
1、SBN：意大利国家图书馆服务
意大利国家图书馆服务（SBN），由意大利文化遗产部发起，各州、地方政府和大学
共同参与，并在意大利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ICCU）协调下发展。
ICCU 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意大利图书馆间的合作来发展遍布全国的服务。同样地，
为了增加书目收藏的范围，ICCU 组织发起和协调建立有关 16 世纪意大利出版品、国家手稿
普查以及意大利图书馆名录的数据库。为支持图书馆的编目工作，ICCU 还负责制作、修改
和传播针对所有资料类型（从手稿到多媒体文档）的编目标准和规则。ICCU 在 SBN 以及传
播意大利数字图书馆（BDI）的元数据标准的数字化计划中扮演了协调者的角色。
SBN 是一个致力于为终端用户提供服务的网络。它的目标是要克服图书馆员结构的
分散性，这过去在意大利文化政治史上是比较典型的特征。SBN 基于对在线编目的统一管
理，资源共享，使文献可使用和获取，从而提供全国范围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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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N 从 1992 年覆盖意大利图书馆国家网络开始，一直致力于依据世界书目控制
（UBC）和世界出版物共享（UAP）的国际规定（建议）组织意大利联合目录和书目控制。
各图书馆连接到一个被称作索引的中心主机，在此编制或下载书目记录，同时各馆的
本地化（馆藏）信息添加到该索引。相应地，新记录也在此产生。SBN 一直使用结构化数
据（结构化查询语言 SQL），并非 UNIMARC 这类平的记录，从而提前引入了 FRBR（书目
记录功能需求）。它允许在诸如“并列题名”、“其它题名”、“其它版本”等概念描述之
间跳转。文献只被编目一次，其他拥有该文献的图书馆只需套录已经存在于索引中的著录项
目即可；每条记录都能通过不同层级的校正（权威层级）得到改进，修改结果会传达到相应
的图书馆。
这个系统最显著的优势在于：
——节约图书馆资源：尤其是公共图书馆，超过 90％的文献都能从这里下载到书目
记录；
——国家索引的本地化信息，有利于馆际互借；
——实现意大利出版物的书目描述（文献）和记录的权威层级两种意义上的书目控
制；
——此外，合作为意大利图书馆员带来了重要的职业成长机会。
截至目前，已有接近 4000 家图书馆加入了 SBN 体系，参与维护意大利联合目录，该
目录中共有约 10,000,000 种文献记录，3,000,000 条著者记录，约 43,000,000 条馆藏信息。书
目记录主要涉及现代文献和古籍（1831 年前出版），印刷型和手稿型乐谱。
2、SBN 索引的进程（2001－2003）：目的
2000 年，网络的成功带来了 SBN 体系中一项新的合作服务方案，意图通过延伸国家
索引提供的服务，为图书馆提供真正的架构，通过不同程度的参与来增加加入 SBN 体系的
图书馆数量。
该索引进展方案，基于如下几方面：数据整合，索引中央数据库的新计划，对其他系
统的开放性以及对不同程度合作的管理。
该方案的主要目标包括：
——硬件和软件的技术更新；
——SBN 索引对非 SBN 成员和使用最普遍的书目格式（UNIMARC 和 MARC21）的图
书馆管理系统开放；
——分层次合作的管理；
——发展诸如衍生编目和非书资料编目等新业务；
——为了提升服务和数据库系统性能，发展政府和监控职能；
——同现有的 SBN 软件的兼容性；
——国家数据库的整合，包括下面几种方式：现代文献和古籍记录在中央索引库中在线
编目描述；印刷型和手稿型乐谱记录通过数据录入软件由图书馆在本地制作，然后
批上载到中央系统；著者（个人名称）的规范记录从 SBN 索引导入一个特殊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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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由中央系统功能更新。新的书目索引将现代文献和古籍、乐谱（印刷型和手稿型
）、著者规范文档以及语义标目（主题、分类）、标准出版地、印刷者标记等记录
整合在一个数据库中；
——新的书目索引数据库将能实现不同类型文献的在线编目：印刷型和手稿型乐谱，图
像资料和地图资料；
——开放的技术架构，基于通用的互联网协议（TCP/IP，HTTP， XML/XSL，SOAP，
JMS 等），允许其它图书馆管理系统通过 SBNMARC 协议开放存取。

3、一种新协议：SBNMARC
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 SBNMARC 协议这个术语，它并不是一种新的 MARC 格式。
所提供的服务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离线操作执行，一种是在线联机编目。标准的
UNIMARC 和 MARC21 记录在输入操作（批上传）时被转换为 SBN 结构数据，SBN 结构数
据在输出时转换为 UNIMARC 和 MARC21 数据。SBNMARC 协议用于本地图书馆管理系统
和索引之间的交互，共享编目功能，采用 XML 消息和一种基于 MARC 概念和属性的框架。
本地系统与索引相互作用获取共享编目服务。所提供的在线服务包括：
——检索（文献和规范款目）
——两种意义的本地化：一种是图书馆拥有该种文献，一种是书目记录存在本地数据库
中；第二种形式有利于那些想获取其他图书馆修改记录的图书馆
——编目（文献、规范款目）
——修改（文献、规范款目、修改建议）
——数据标准化的需求（以接收其他图书馆修改的记录）
为了促进其他图书馆管理系统同索引的交互性，除了引进国际标准（如 UNICODE 作
为字符集标准），该方案还提供了大部分 SBN 中央系统应用相关的检测（数据一致性和数
据必备性）。
4、图书馆需求档：灵活度和参与程度
随着新的索引逐渐成为图书馆的真正架构，参与 SBN 的图书馆数量增加，该方案提
供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可能：
——为那些只能下载和本地化记录的图书馆提供书目获取和本地化功能
——为那些只能提供新书目记录不要求数据标准化的图书馆区分编目层级
——为那些需要编目、修改记录，并在本地目录中接受其它图书馆修改记录的图书馆提供
完全的支持
至于用户需求档配置，图书馆也能选择自己的著录级别；配置文件针对每种资料做了说明，
是否需要为每一个除著者外的规范文档（如统一题名、主题、印刷者标记等）接收特定的数
据（116 字段代表图像资料；120、121、123 和 124 代表地图资料；125 和 128 代表印刷乐
谱），是否可以创建、修改或只是下载和使用规范款目。
5、面向非 SBN 图书馆管理系统的开放存取和 SBNMARC 协议的推广
超过 20 家软件公司提出了 SBN 测试环境的访问申请，有 16 家已经获得 SBNMARC
的认证。当然并非所有的应用于 SBN 编目的软件同索引在同一层级交互：一些图书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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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仅仅开发了用于检索和本地化的信息；大部分系统开发了更多的功能，但不允许为所有
的规范文档创建新款目，对特殊的资料也不允许提供编码数据字段。有 5 个图书馆管理系统
获得了 SBNMARC 的最高级认证，开放了所有的规范文档和特殊资料的存取功能。
截止目前，69 个 SBN 节点中已有 16 个采用了新的 SBNMARC 协议：大部分节点多
年来一直采用旧的 SBN 协议，现刚变换了应用软件；但有 6 个新节点已经通过新协议与
SBN 连接。2009 年内将建成 4 个新节点，采用经认证的图书馆管理系统。到 2011 年极有可
能所有现存的采用旧 SBN 协议的节点都将变换其应用软件，到时候对任意一个客户端 SBN
索引都采用 SBNMARC 作为唯一的协议。这将简化未来提供新服务的发展历程。
6、最终的政策考虑
索引自 2004 年发展以来，致力于基于简化协议的交互开发，复杂多样性的配置为图
书馆提供了在大量的 SBNMARC 适应软件中挑选图书馆管理系统的可能，同时图书馆也可
以选择合作的程度。如今我们在获取该计划取得的成功带来的益处时，必须考虑避免这种灵
活性可能对合作和书目记录质量的削弱。该索引事实上向所有连接到一个本地数据库的图书
馆配置的一个用户文件。
一旦基于区域性标准形成节点上的图书馆联盟，由于位于同一区域的图书馆要满足同
一区域的用户各自不同的需求，考虑到在质量和编目数据完整性方面的书目控制，可能需要
重新审查联盟标准。更确切地说，如果我们将 OPAC 作为用户目录，SBN 本地数据库看作
图书馆员目录，那么标准对于两者应该都适用。不同的图书馆管理系统能下载书目数据，更
新一个 OPAC，而在同一个本地系统下的图书馆能更新不同的 OPAC 目录。但要保证源于如
此众多的图书馆“节点”合作产生的联合目录的一致性将更加困难。通过数据标准化，每一
个节点都能接收最高权威层级编目的书目记录，OPAC 目录也能通过上载更完整的书目记录
得到提升，然而联合目录不能辨别连接在同一节点下的不同图书馆所描述的书目记录的真实
层级。例如，试想佛罗伦萨和罗马国家图书馆加入一个 SBN 节点，编目级别均最高，他们
可能上载各自的记录到两个不同的 OPAC 目录提供用户服务。
为了保护 SBN 不受网络的非控制扩张而引发的风险影响，SBN 政府委员会提出了指
导方针和实践措施。主要目标包括：
——同新节点签署协议，详细说明连接的图书馆合作程度，包括编目层级和文献获取性；
——鼓励创建实现编目规范和书目记录权威层级的统一的本地数据库；
——检查和评估经认证的图书馆管理系统在管理本地节点图书馆不同需求配置方面的性
能；
——增强对图书馆员的教育和培训活动，减少同一节点由于编目层级不同导致的差异性。
意大利国家图书馆服务（SBN）的新架构体系和它面向本地系统和其它机构的灵活性
在书目控制领域需要重新考虑。SBN 索引依照在计划中指出的目标取得了进展，标志着图
书馆的服务网络以及文化遗产不同部门间的未来合作服务网络朝着更广阔的空间迈进了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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