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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块链技术在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应用逐渐得到重视，文章在分析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图书情报学领
域产出文献特征的基础上，针对当前图书馆特藏文献建设的不足，探讨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图书馆特藏文献建

设中应解决的问题。同时，从区块链的核心技术出发，探讨技术支撑图书馆特藏文献建设工作中实现广泛精

确收集、灵活高效推广、深入挖掘追踪、强化资源保障的可行性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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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藏文献是相对于普通文献而言的。普通文献
的馆藏具有数量庞大、来源广泛、读者众多等特点。

特色文献形成的馆藏（简称特藏）中所收藏的文献

一般具有载体特殊、类型特殊、年代特殊、范围特殊、

来源特殊、价值特殊或主题特殊的特点［１］，是因文

献特殊而专门建立起来的特色收藏。特藏文献虽然

数量不多，却是一所图书馆收藏的重点，是图书馆特

色所在。虽然图书馆在特藏建设与推广上具有资

源、人员、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但是特藏的发展并不

尽如人意。

区块链现已蓬勃发展，且给社会各行业带来了

较大的影响，图书馆界有必要加强对区块链的研究，

依托特色资源优势，采取积极应对策略，做好特藏文

献的高效收集、灵活推广、精准管理和有力保障，树

立图书馆品牌，推动图书馆转型发展。而区块链技

术的共识机制、分布式存储、时间戳、不可篡改性等

特性能推动图书馆特藏文献的整理、挖掘和推广应

用。因此，图书馆应遵循特藏文献资源建设的原则，

依据自身实践经验，结合区块链技术特性，推出特藏

文献资源建设的新策略，盘活特藏资源，形成图书馆

的品牌和特色。

１　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现状
概述

区块链的概念自提出就受到广泛关注，图书情

报学研究领域也有了相关产出。以中国知网期刊库

为数据来源库，以“区块链”为检索词进行主题检

索，将学科类别限定为“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

检索时间范围不限，入库检索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７月７
日，获取相关文献２５５篇，去除无关文献，得到相关
文献２５３篇。从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期刊分布和
主题分布方面对这些文献进行分析，探讨区块链技

术应用于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现状和侧重点。

１．１　研究文献时间分布
将２５３篇文献按发表时间进行整理，结果如表

１所示。
表１　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图书情报学领域

产出文献的年度分布情况

时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文献（篇） ３ ２７ ６６ １０２ ５５

　　区块链概念诞生于２００８年，将区块链技术应用
到图书情报学领域并产出论文始于２０１７年，说明区
块链技术在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较晚，但是文献

产出量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２０２１年未统计全年文
献，故较２０２０年少），说明这一课题发展势头良好，
是图书情报学领域专家关注的热点。

１．２　研究文献所在期刊分布
按照期刊级别进行分类统计，核心期刊（南大

核心及北大核心，下同）刊文共计９２篇，普通期刊
刊文１６１篇。按照刊物进行统计，图情方向专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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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１４８篇，占全部文献的５８％。说明区块链应用
在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产出水平较高，且图情专

刊对该领域关注度高。

１．３　研究文献的主要研究内容
研读这２５３篇文献，将其按内容进行划分，可分

为五类，分别为服务相关、版权相关、资源建设相关、

应用相关和其他研究主题，其研究主题情况如图１
所示。

图１　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图书情报学领域产出文献主题分布

　　服务相关：区块链技术用于图书馆服务方面的
文献主要聚焦在智慧服务、创新借阅、学科服务、空

间服务等方面。杨群［２］、屈艳玲［３］等提出了区块链

背景下图书馆智慧服务的功能体系和增值路径；周

耀［４］、彭双梅［５］等基于区块链创新了图书馆智慧阅

读平台和借阅模式；张晓新提出了应用区块链对图

书馆学科服务进行变革［６］；赵秋利提出了基于区块

链进行数据存储创新从而进行空间服务创新［７］。

版权相关：由于区块链具有链表结构、时间戳、

不可篡改等特征，其用于版权保护方面具有独特的

优势。图书情报学领域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版权保

护方面的文献主要有两类：一是正确认识区块链技

术用于版权保护的利与弊，如吉宇宽［８］、秦珂［９］提

出了要理性认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版权保护和版权

运营的价值、机遇与挑战。二是将区块链技术应用

于版权管理与保护的具体应用，如李振东［１０］、秦

珂［１１］等提出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数字版权管理，郭

晓提出区块链技术应用于ＭＯＯＣ版权清理［１２］，韩广

华提出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图书馆版权交易模式

变革［１３］。

资源建设相关：区块链技术用于图书馆资源建

设方面的文献主要聚焦在资源采集、存储、共享、管

理等方面。公维臣提出了区块链背景下图书馆隐性

知识的采集方法［１４］；罗孟儒［１５］、张磊［１６］等对区块

链背景下馆藏资源建设进行了探讨；徐俐华构建了

基于联盟链的数字资源共享模型［１７］；刘红则探讨了

区块链在馆藏资源存储中的应用［１８］。

应用相关：区块链技术用于图书情报学领域产

出的文献数量较多，可分为宏观和微观应用两个方

面。其中宏观应用主要是将区块链应用于图书情报

学领域进行总体的探讨，如程锦探讨了区块链背景

下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战略［１９］；张兴龙［２０］、曹锦

涛［２１］、王美佳［２２］探讨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图书馆

的场景；武洪兴［２３］、刘校静［２４］等探讨了区块链技术

应用于图书馆的建设、发展、变革等。微观应用主要

是指将区块链应用于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具体对象上

进行探讨，包括应用于文化精准扶贫领域、非遗保护

与传承、情报协同共享、信息咨询服务、智慧图书馆、

出版跨界融合等领域。

其他：去除以上四类文献，将剩余的文献进行主

题归纳，数量较多的是应用科学知识图谱的多种工

具和方法对区块链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形成基于

区块链的研究热点分析、主题发现与演化分析、发展

趋势分析等。

总体看来，自区块链技术应用到图书情报学领

域以来，吸引了部分学者的注意力，产出文献逐年增

加；图情专刊对相关文献的关注度较高，为后期区块

链技术应用到图书情报学领域的文献打开了局面；

产出的文献主题主要是与服务相关、版权相关、资源

建设相关、应用相关的内容，未见与特藏相关的文献

产出。而特藏文献资源建设在收集、管理、应用、版

权保护等方面均具有特殊性，本文提出将区块链技

术应用于图书馆特藏文献建设过程中，并针对当前

图书馆特藏文献建设的不足，提出应利用区块链技

术的共识机制、分布式存储、时间戳、不可篡改性等

特性，探讨利用新技术实现特藏文献资源建设，推动

其广泛精确收集、灵活高效推广、深入挖掘追踪、强

化资源保障的可行性与策略。

２　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图书馆特藏文献资源建设应
解决的问题

２．１　特藏文献信息共识程度低，阻碍文献收集
特藏文献建设仍难以实现跨机构、跨平台资源

共享，各个机构仍是以自身为中心来进行特藏资源

的收集、整理、存储和应用推广，对特藏文献信息共

识程度低，这导致在资源建设过程中，难免出现资源

重复建设的现象。而特藏资源的重复建设不仅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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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特藏不“特”［２５］，甚至会使众多前期工作功亏一

篑，或使特藏资源收集工作难以为继。

特藏文献资源的收集工作仅依靠图书馆采购或

馆员寻访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特藏文献的拥有者

主动提供。但是，当前呈缴本制度、捐赠机制均不完

善，且未深入人心。另外，部分特藏资源的拥有者并

未意识到自己拥有的资源具有独特的价值，这些都

给特藏文献的收集工作造成了阻碍。

２．２　特藏文献资源追踪管理有难度，制约资源挖掘
对特藏文献资源的提供方而言，无论是买卖还

是捐赠，他们都想要知晓特藏文献资源在图书馆的

建设、使用及推广的情况，以便有针对性地提供更

好、更适宜的资源或确保自己的特藏文献资源充分

发挥其价值。现有的特藏文献资源管理部门并没有

将这一点反馈给特藏文献资源提供方，他们往往对

特藏文献资源的卖方，仅提供了验收证明；对特藏文

献资源捐赠方，仅赠予捐赠证书，这一现象制约了特

藏文献资源提供方对于特藏文献资源的挖掘和个性

化推广。

对特藏文献资源研究者而言，对特藏文献资源

的深入挖掘是其文献产出的重要基础，这里的挖掘

不仅指对于某一特藏文献资源本身内容的挖掘，还

包括特藏文献资源隐藏信息及关联信息的挖掘、以

及特藏文献资源用户信息、用户使用文献资源情况

的挖掘等。当前的特藏文献资源管理并没有将这一

点作为一项工作，也没有为研究者建立联络的渠道，

制约了特藏文献资源的挖掘。

２．３　特藏文献资源应用推广不灵活，影响资源使用
特藏文献资源推广人员主要是图书馆馆员，而

图书馆馆员在当前的推广过程中较多的是充当“中

间人”的角色［２６］，承担评估用户信用，并完成文献借

出与归还的工作。流程繁琐，效率不高，导致特藏文

献资源在个性化推广方面浪费了人力资源。

特藏文献资源推广方式主要是在有限的范围内

进行借阅、陈列、展览等，其重点仍聚焦于“藏”［２７］，

对于特藏资源跨时空、跨机构、跨平台的使用仍缺乏

有效的推广措施和有力的保障手段，对于将特藏文

献资源与当前区块链技术、５Ｇ通信技术、大数据技
术、人工智能等相结合而推广应用的实践较少，制约

了特藏文献资源的使用。

２．４　特藏文献资源版权管理遇挑战，弱化资源保障
特定机构或个人所持有的特色文献资源、用户

生成知识资源等是图书馆特藏文献资源建设的主要

内容，一般采用的是传统的版权保护方法，以登记、

鉴定证明为主，存在流程复杂、公信力不足、溯源困

难等缺点［２８］，难以有效杜绝图书馆侵权事件的发

生，在图书馆资源保护方面也存在短板。

３　区块链技术与特藏文献资源建设的关联分析
３．１　共识机制与特藏文献收集

区块链设有共识机制，如果两个节点之间均承认

某一交易信息，那么两者之间可达成认可协议［２９］。

区块链技术的共识机制应用于特藏文献的收集

过程中时，各机构之间应是相互关联的关系，机构之

间的资源可以相互参考、相互传播、互为补充，最终

达到共识状态。此时，图书馆馆员的收集工作重心

从上门进行特藏资源的收集转变为对特藏资源收集

的宣传推广，只有将图书馆特藏资源需求、收集机

制、奖励机制等宣传推广到位，特色资源持有者主动

与图书馆联系对接，一旦双方达成共识，即可完成特

藏资源的收集过程。

３．２　时间戳与特藏资源挖掘
时间戳是区块链技术的重要特征，能实现资源

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可追溯、可验证和不可

篡改［３０］。

区块链技术能够支持特藏资源挖掘的关键点在

于：第一，资源提供方将自己持有的资源在平台上进

行登记，形成一个数据块，经程序进行算法转换后添

加数字签名和时间戳，一旦图书馆馆员对数据块接

收和处理后，资源提供方可获得相应信息；也可以通

过区块链的链表结构追踪和获取后续的资源使用信

息。第二，资源管理者可以依据区块链技术追踪特

藏资源的运行状态，从而获取资源利用情况及用户

相关信息；追踪特藏资源的提供者，从而获取资源的

所属区域、机构、人员信息等；追踪其他机构相关的

特藏资源，获取特藏资源的相关关联信息等。因此，

基于区块链技术对特藏资源进行挖掘，在挖掘广度

和深度上都有一定的扩展。

３．３　分布式账本与特藏资源推广
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存储技术能够提高数据资

源的安全性，降低机构采购存储设备而产生的费用。

同时，用户与资源之间实现直接关联，有利于图书馆

资源的推广。主要表现在：第一，用户身份认证方

面，图书馆使用区块链技术进行资源管理并形成资

源网络后，用户在某一节点上认证成功后，可在其他

节点通用，避免了重复注册和认证，实现了资源的跨

机构跨区域访问，更加方便快捷。第二，资源推广针

对性更强。图书馆可提取用户利用资源的相关行为

数据，促进资源的个性化推广。

５４

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张巧珍，许白云：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图书馆特藏文献资源建设研究



３．４　不可篡改性与特藏产权保障
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是在其时间戳、密码技术、

共识机制等特有技术的支持下而实现的，基于区块

链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使版权管理呈现去中心化、透

明化的趋势。持有特色资源的个人或机构可以自主

将其资源上传到基于区块链的版权登记系统中，系

统为资源加盖时间戳，并存储进区块链中。在这一

过程中，版权管理中心的中心化管理职能被弱化，版

权持有人对自身资源的保护力度更强，自主性更大。

而图书馆获取资源的版权成本得以降低、流程得以

简化，获得授权的机会也更大。

４　图书馆应用区块链技术进行特藏文献建设的
策略

４．１　利用区块链共识机制，提高特藏文献收集效率
避免资源的重复收集和建设、提高资源持有者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特藏文献收集的重要前提。在

区块链共识机制的支持下，图书馆能够建立主管部

门、图书馆、资源持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高校图书

馆、公共图书馆、各类图书馆联盟、各级图书情报工

作委员会、各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以及资源持有者

均是资源识别的主体，它们都可以成为区块链上特

藏资源的提供者、监督者和分享者，这样能较好地去

除信息壁垒（见图２）［３１］。

图２　特藏资源相关方参与区块链联盟

特藏文献资源建设的各相关方均参与特藏资

源区块链建设，特藏文献资源的具体建设者可根据

各相关方提供的信息，如文献的主题、类型、载体、范

围、价值、来源等，从中筛选出可能的特色文献资源。

首先是各级管理部门，包括各类图书馆联盟、各级图

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各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他们拥

有或管理较丰富的特藏文献资源，在确定文献是否

为特藏文献方面具有权威性。其次是需要进行特藏

文献资源建设的主体部门，如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

馆等，他们依据自身发展筹建特藏文献建设项目，负

责联络上级主管部门与特藏资源持有者，确定资源

是否重复建设以及资源是否为特藏资源，并做出是

否收集该资源的决策。最后是特色资源的持有者，

他们可将自己持有的资源信息录入到区块链上，与

资源建设方直接形成联系，简化了特藏资源的提供

流程，提高了持有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基于共识

机制，各相关方形成由多个节点组成的联盟链，实现

对特藏资源的多方面验证，保证资源的广泛及准确

收集。

４．２　利用区块链时间戳，推动特藏文献资源深入
挖掘

对特藏资源进行深入挖掘，是特藏资源收集、管

理、研究的重要支撑。区块链的时间戳功能支持从

时间维度对数据块进行追根溯源并追踪其发展状

况、使用情况等。特藏资源的提供方、使用者、管理

者在区块链上的行为都会被记录下来，通过这些行

为可以挖掘出潜在的可用信息，以促进特藏资源的

收集、管理和研究工作的进行。

具体来说，一方面，特藏资源的持有者在链上建

立了属于自己的区块以后，因为自身资源的变动或

其他原因，会产生新的区块，持有者形成的多个区块

形成一条横向的链条；另一方面，因为特藏资源的使

用者或管理者对区块的访问、验证、确认或拒绝等行

为而产生纵向的链条，进而形成特藏资源网络。图

书馆可以通过追踪特藏资源的访问者，获取特藏资

源的受众信息，分辨特藏资源的关注人群、机构等信

息。通过追踪特藏资源的提供者，获取特藏资源持

有者的相关信息，分辨其是个人还是单位持有资源，

如果是个人，可追踪其持有资源的原因、背景、特藏

资源在个人持有时的发展等情况；如果是单位，可衡

量单位的资质、持有特藏资源数量、是否有稳定的特

藏来源等情况。此外，还可以追踪特藏资源的其他

建设者和管理者，可避免资源的重复建设，吸取同行

特藏建设的先进经验。同时，特藏资源的提供者可

以追踪自己的区块，获取区块的访问、获取与拒绝

情况、收益情况等，从而对自身资源的收集与推广

策略进行调整。基于时间戳，可以从时间维度对

特藏资源的信息进行挖掘，作为特藏资源建设工

作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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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利用区块链分布式账本，促进特藏文献资源个
性化推广

特藏资源推广是指图书馆依托特藏资源，通过

一定的方式方法来宣传和推广特藏资源，满足用户

的需求，并达到盘活特藏资源、提升特藏资源利用率

的目的。打破传统推广模式，推动特藏资源推广个

性化，是特藏资源推广的要点。

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可实现去中心化，各级各

类图书馆及相关机构都是链上的一员。用户在某一

个节点上认证后，便可在整个资源网络上实现资源

访问。同样，机构发布的特藏信息，也是面向链上所

有的成员，扩大了读者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使自

己所在的区块在广大读者眼中更亮眼，更符合目标

用户的需求，是特藏资源推广的重中之重。

具体来说，用户无障碍地访问区块链上的所有

信息之后，其面对的信息更纷繁复杂，在其进行主动

的信息检索和利用的基础上，图书馆可以针对其访

问、浏览、下载等记录信息，确定用户的关注点，为其

提供针对性的信息搜集和推送，改变传统的资源被

动等待、用户上门索取资源的方式。基于分布式账

本可以跨机构跨地域、个性化、精准化满足用户的特

藏文献需求，实现特藏资源的高效推广。

４．４　利用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提升特藏文献资源
产权保障

传统的版权管理属于中心化管理，流程复杂且

溯源困难，国务院及国家版权局均对版权管理及图

书馆合理使用版权作了规定，但是图书馆侵权事件

仍有发生。新技术不断产生和发展，给图书馆版权

管理带来较大影响，区块链技术的时间戳、共识机

制、密码技术使其具有不可篡改性，在版权保护、防

伪等方面具备独特的优势。版权持有人首先将自己

的作品上传到区块链构建的系统中，利用时间戳功

能生成时间维度上不可更改的版权登记，并附加智

能合约来实现版权交易的自动化；在版权交易过程

中，版权消费者访问、接受或拒绝合约，版权持有人

均会收到相应的信息，为版权监测提供了依据。版

权管理与司法服务由第三方技术服务提供商执行，

一旦发生侵权行为，由他们对情况进行核查，并为司

法鉴定提供可信采纳证明。应用区块链技术进行版

权运营能够提升图书馆获取特藏资源的效率，同时

提高图书馆特藏资源版权保护的安全性。

５　结语
图书馆特藏建设将是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之

一，对图书馆转型发展来说是不可忽视的。将区块

链技术应用到图书馆特藏建设工作当中具有较强的

可行性和优势。通过合理运用区块链技术，图书馆

在特藏文献资源收集、推广、挖掘、资源保障等方面

能够事半功倍，有利于推动图书馆的整体转型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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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陈小平．区块链技术在图书馆智慧服务中的应用研究［Ｊ］．现

代情报，２０１８（１１）：６６－７１．

［３０］严　珊．区块链技术在图书馆馆藏借阅中的应用研究［Ｊ］．图

书馆研究与工作，２０１９（４）：７８－８１．

［３１］刘一鸣，王佳佳．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公共图书馆文化精准扶贫

研究［Ｊ］．图书馆建设，２０２１（３）：１４３－１５０．

［作者简介］张巧珍，馆员，现在黄冈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

许白云，助理研究员，现在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工作。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１－０５ （肖　蔚　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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