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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数字资源采购经费的大幅增加，馆藏资源

结构越来越向数字资源方向倾斜，当前，大部分高校

图书馆数字资源经费支出已超出所有经费的一半以

上。然而，数字资源不同于纸质实体资源，一旦网络

或存储介质发生故障，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尤其

当前外文数字资源由国外资源供应商提供数据使用

服务，且面临较为复杂的国际环境，因此数字资源长

期保存更为迫切，做好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也是图书

馆的责任之一，对科研的可持续发展及社会发展都

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外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发展程度

不同，英美等国从战略及规划上形成了数字长期保

存的方案及策略。本文拟对国际上数字资源长期保

存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分析其知识脉络、发展热点

及未来趋势，并通过对国内外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案

例进行分析，从保存战略、方法、技术等角度为国内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提供部分实践数据。

２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研究主题及趋势分析
２．１　研究主题分析

利用可视化分析工具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选取的版本为
５．８．Ｒ２，分析数据基于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核心
合集，以“（ｌｉｂｒａｒ 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Ｒ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ＯＲ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 Ｏ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Ｒ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Ｒｓｔｏｒａｇｅ）”为检索条件，不限制年限，

检索日期为 ２０２１年 ９月 １０日，共得出相关文献
５８７篇。

通过对检出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得出图

１，字体大小代表了关键词出现频次的大小，连接线
表示各个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研

究中，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ｔｏｒ
ａｇｅ、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等作
为高频关键词出现。蓝色区块表示不同的聚类，共

得出８个不同的聚类，＃代表聚类，如图１所示，聚类
１和聚类２在中心区域有交叉，存储、档案、文化遗
产、机构知识库，以长期保存对象为聚类条件；聚类

３和聚类 ４中心主题词为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及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保存、数据监管、挑战等是高频关键词；
聚类５包含框架、模式、结构、管理、系统等关键词；
聚类６包含设计、应用、经济性等关键词；聚类０和
聚类７以长期保存技术的相关研究为聚类条件，主
要关键词有技术、网络、系统、数字化、影像等。通过

对聚类关键词及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总结后得出，关

于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长期保存政

策标准、策略方案、技术实施等三个主题领域。

（１）政策标准。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政策及标准
等研究是学界的研究重点之一，Ａｄｊｅｉ，Ｅ［１］利用定
性研究方法，探讨加纳高校图书馆馆藏数字化保存

的标准、策略、支持与挑战，访谈了８家学术图书馆
的专家，结论是建议制定全面的数字保存政策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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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制定灾害计划，并提供资金和人力的支持。

Ｍａｓｅｎｙａ，ＴＭ［２］通过对南非２７所学术机构进行调
研，提出了学术图书馆进行数字保存的必要性，及数

字保存需要的政策、技术、程序及资金上的支持。

（２）策略方案。如何对数字资源进行长期保
存，保存对象、保存策略方案也是学界不断探讨的问

题。ＲａｖｅｎｗｏｏｄＣ［３］提出要对长期保存的对象进行
分析和挑选，资源和数量、标准、政策、法律和道德等

都是在长期保存对象和策略选择时需要考虑的问

题。ＭａｙＣＡ［４］在研究中讲述了印第安纳州文化记
忆组织利用《图书馆服务技术法案》资金资助为基

础，建立了基于社区的数字保护合作解决方案。

图１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研究聚类分布

　　（３）技术实施。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实现技术
是保存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数据的选择、收集组织、

整合存储及揭示的过程包含了各种类型的技术需

求，Ｆａｒｉａｓ，ＪＰ［５］指出了信息技术对于不同领域数字
保存的作用，以及政策制定对于保存的必要性，并揭

示了ＬＯＣＫＳＳ软件在数字保存增长的作用。Ｈｕａｎｇ
Ｘｉｎｚｈｕ［６］提出了一种整合许多数字资源的策略，并
尝试探索使用云计算技术实现资源存储，异构数据

集成、资源管理等关键问题的方法。ＯｍｅｋｗｕＣＯ［７］

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在数据保存中所面临的技术挑

战，以及图书馆员必须参与到信息和知识的创造，进

行信息资源的记录、信息识别服务，并发展到新的资

源保存手段的工作中去。２０１９年度的数字资源长
期保存国际会议（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ＰＲＥＳ）仍旧持续关注长期保存的技术
问题［８］，瑞典国家档案馆的 ＫａｒｉｎＢ等技术专家对
ＰＲＥＭＩＳ项目的概念和实施进行了汇报［９］，同时介

绍了元数据编码和传输标准（ＭＥＴＳ）［１０］。
２．２　研究趋势分析

通过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对ＷＯＳ检出文献的关键词进行
“ｂｕｒｓｔｔｅｒｍｓ”设置，得出了１４个突变关键词，显示了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研究的趋势及主题前沿，数字保

存、数字图书馆在２００４年成为热门关键词，且持续
了近１０年，中国在大约２００５年也加入到数字资源
长期保存研究的国际队伍中，模式、云计算、技术、云

存储、网络等在２０１０年后成为热点，可见技术在数
字保存中的重要性，大数据、合作、区块链、实施等成

为当前热门，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在政策制定、技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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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方案实施上都需要加强区域间的合作。

３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发展实践分析
３．１　美国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发展实践

（１）政策及战略制定。国外数字资源长期保存
起步较早，其中美国及欧盟国家对于数字资源或科

研数据的保存、存储发展实践经验丰富，且从国家政

策及战略上部署数字资源保存计划，２００２年美国立
法通过了国家级数字保存项目《国家数字信息基础

设施和保存计划》（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ＤＩＩＰＰ），由
美国国会图书馆承担全国的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任

务［１１］。国会图书馆《数字战略２０１９－２０２３》提出了
四个目标：扩展访问、增强服务、优化资源和衡量结

果，同时扩大数字采购和保存计划，优先对图书馆的

珍宝进行数字化保存，改进搜索和访问服务［１２］。除

此之外，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利福利亚大学

等都牵头组织了数字资源长期保存计划或项目，数

字保存对象各不相同。

（２）数字格式与技术准则。美国国会图书馆为
数字保存工作提供了上百种数据格式标准及说明，

包括静止影像、声音、动态影像、文字类、网络档案、

数据集、地理空间、泛型等多种类型。数字格式网站

于２００４年上线，该平台支持有关数字内容格式的战
略规划，以确保国会图书馆对数字内容的长期保存，

能够提供当前新兴格式的清单，及时更新。其中，录

音、书籍和期刊以及动态图像项目是四种基本类型，

被作为数字保存的对象［１３］。２００７年发起的联邦机
构数字计划指导方针 （Ｆｅｄｅｒａｌ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简称ＦＡＤＧＩ）计划，是档案和文
化内容的通用可持续实践和指南，主要研究静止图

像和视听，提出了该领域数字保存的相关技术准则，

如表１所示。
表１　美国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技术准则示例

类型 名称 年份

技术准则

ＭＸＦ应用规范 ２０１７

元数据嵌入ＤＰＸ文件的准则 ２０１７

文化遗产材料静止图像数字化技术准则 ２０１６

元数据嵌入广播ＷＡＶＥ文件中 ２０１２

ＰＲＥＭＩＳ元数据标准 ２００５

开源软件

ＢａｇＩｔ文件打包格式规范文档 ／

ＢａｇＩｔ－Ｐｙｔｈｏｎ，开源Ｐｙｔｈｏｎ库和命令行实用程序，用于处理ＢａｇＩｔ样式包 ／

Ｂａｇｇｅｒ开源应用程序，根据ＢａｇＩｔ规范打包数据文件 ／

数据来源：ＦＡＤＧＩ计划［１４］

　　（３）实践案例。斯坦福大学的 ＬＯＣＫＳＳ数字保
存项目始于１９９９年，是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一项关
于数字保存的数字图书馆计划，该项目起始于将纸

质资源数字化的过程，逐步转变为对数字资源的保

存，是一个基于社区的数字资源保存模式，目的是让

社区能够自行保存和管理数据，并随着发展实践和

数字保存的需要不断调整保存策略。其资金支持主

要来源于安德鲁·梅隆基金会、国家科学基金会、国

会图书馆、斯坦福大学等。２００４年，该项目研发的
用于数字保存的 ＬＯＣＫＳＳ软件正式投入生产使用，
参与的社区成员包括档案馆、数字共享及数字保护

联盟、爱丁堡大学、ｉＰＲＥＳ等数十家机构，２０１７年，
基于ＬＯＣＫＳＳ软件的参与社区或机构联合发布了
《数字保存声明》，用于推动数字保存工作。

ＬＯＣＫＳＳ数字保存工作包含整个数字保存生命周

期，即内容获取、管理数据内容、保存数据内容、提供

内容使用［１５］，获取内容和机制如表２所示。
表２　ＬＯＣＫＳＳ获取内容及获取机制示例

获取内容或平台 获取机制

机构知识库 ＬＯＣＫＳＳ－Ｏ－Ｍａｔｉｃ，ＯＡＩ－ＰＭＨ

存储在磁盘上的袋装内容 ＬＯＣＫＳＳ－Ｏ－Ｍａｔｉｃ

大中型出版社 ＬＯＣＫＳＳ网络收割机

Ｗｅｂ内容 网络档案存储

其他 自动获取等

数据来源：斯坦福大学ＬＯＣＫＳＳ项目［１６］

３．２　英国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发展实践
（１）政策和策略支持。英国重视数字资源保存

工作，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保存制度，从政策、

策略、技术到活动实施面面俱到。较为知名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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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数字保存联盟》（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Ｃｏａｌｉ
ｔｉｏｎ，ＤＰＣ）致力于英国的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政府
制定了相应的数据保护政策和策略，政策来源于

政府、国家档案馆或数据保护机构等，这些政策和

策略推动了英国数字保存工作的发展，数字保存

工作分布在档案馆、图书馆、文化馆等多个领域，

英国数字资源长期保存部分相关政策及策略如表

３所示。
表３　英国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相关政策及策略示例

序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发布者
发布时间

（年）
主要内容

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Ｓｔｕｄｙ

数字保存政策研究 ＪＩＳＣ ２００８
对象是英国的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

领域。

２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议会的数字保存政策 英国议会 ２００９
指导英国议会开展数字资源保存活动

的原则。

３
ＳＣＡＰＥ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ｏｆ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ＳＣＡＰＥ保护政策要素
目录

欧洲ＳＣＡＰＥ项目 ２０１１
列出了供图书馆，档案馆，数据中心和

其他机构使用的数字保存政策。

４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
ａＳｍａｌｌＰｒｉｖａｔｅＣｏｌｌｅｇｅ

小型私立大学的数字

保存策略
ＰＯＷＲＲ项目 ２０１１

对数据量较小和／或资源较少的图书馆
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可持续的数字保存

解决方案。

５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ｒ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数字保存政策：档案

指南
国家档案馆 ２０１１

解释了数字保存政策的主要特征，讨论

了为什么需要一项政策及其如何支持

数字保存，该政策主要受众是公共资助

的档案。

６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ｒｅｓ
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ａｎｄＭｕｓｅｕｍｓ

当前的数字保存政策

分析：档案馆，图书馆

和博物馆

ＭａｄｅｌｉｎｅＳｈｅｌｄｏｎ ２０１３
讨论了文化遗产组织内部数字保存政

策规划的现状。

７
ＢｒｉｔｉｓｈＬｉｂｒａｒｙ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ｒｅ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大英图书馆数字保存

策略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大英图书馆 ２０１３

提出了四个战略优先级，即确保数字资

源库可以长期存储和保存馆藏；数字资

源生命周期中管理与数字保存面临的

风险和挑战；将数字可持续性作为图书

馆发展和规划；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国际

机构在数字保存计划方面的合作。

８
ＵＫＤａｔａＡｒｃｈｉｖ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英国数据档案保存

政策
英国数据档案馆 ２０１４

概述了英国数据档案馆（Ａｒｃｈｉｖｅ）的主
要活动的原则，且符合 ＯＡＩＳ参考
模型。

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ａ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爱丁堡大学 －制定数
字保存政策

ＫｉｒｓｔｙＬｅｅ ２０１４
爱丁堡建立数字保存政策所使用的

方法。

１０
Ｗｅｌｌｃｏｍ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惠康图书馆的保存

政策
惠康图书馆 ２０１８

为图书馆藏书的保存和保护提供全面

的说明。

数据来源：英国数字保存联盟［１７］

　　（２）标准和技术支持。英国对于数字资源长期
保存相关标准的梳理也十分清晰，包括操作标准和

技术标准等，包含系统开发、数据存储、保存对象标

准、元数据、文件格式等方面，如表４所示。同时，从
数据保存工具和安全性角度提供技术支持，信息保

护技术包括加密、访问控制、编辑等三种类型［１８］，针

对数据标识符、云存储等技术问题进行指导。

　　（３）实践案例。英国在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发展
实践中，积极发挥宣传作用，强调数据保存的重要作

用及必要性。以爱丁堡大学为例，该校知识战略委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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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于２０１７年批准颁布《数字保存政策》，从保存
目的、保存对象选择、保存策略与计划、权限管理、法

律要求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要求配合信息安全政

策、数据保护政策、高校图书馆馆藏政策、大学馆藏

管理政策等共同执行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工作［１９］，这

一政策通过学校图书馆主页进行展示，可见图书馆是

执行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主要机构。学校制定了长

期保存培训方案，进行宣传和技术指导。同时，数字

保存工作在重要行业或领域逐步形成了标准化的操

作程序，一是前期准备工作，包括需求评估、资金来源

及支持、项目规划等；二是项目实施过程，包括对数据

的选择、组织过程等；三是技术处理与加工，是安全保

障阶段，完成对数据的保存后对数据进行揭示并提供

访问，最后进行长期存储与归档，如图２所示。
表４　英国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相关标准示例

标准类型 名称 发布时间 主要内容

操作标准

ＩＳＯ２０６５２：２００６ ２００６ 空间数据和信息传输系统—生产者—归档接口—方法摘要标准

ＩＳＯ１４７２１：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 空间数据和信息传输系统—开放档案信息系统—参考模型（ＯＡＩＳ）

ＩＳＯ／ＴＲ１８４９２：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 长期保存基于电子文档的信息

ＩＳＯ／ＩＥＣ２７００１ ２０１３ 信息技术认证—安全技术—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技术标准

ＰＲＥＭＩＳ（保存元数据：实施策略） ２００５ 由美国国会图书馆托管的标准关于元数据保存的标准

ＭＥＴＳ（元数据编码和传输标准） ／ 一种ＸＭＬ编码标准，使数字资料可以与档案信息打包在一起

ＩＳＯ／ＩＥＣ２６３００－１：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Ｏｆｆｉｃｅ应用程序的开放文档格式

数据来源：英国保存手册［２０］

图２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工作流程

３．３　中国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发展实践
（１）发展现状。２００９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

中心（国家科学图书馆）与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签

署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协议，出版社提供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现
刊数据库的长期保存数据，并转载到国家科学图书

馆的长期保存系统之中［２１］，这是国内数字资源长期

保存工作实践的创举。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国家科学图
书馆先后与 ＩＯＰ、ＲＳＣ、Ｗｉｌｅｙ等出版集团签订了长
期保存协议。２０１５年，ＮＳＴＬ发起《数字文献资源长
期保存共同声明》，在联合声明中指出图书馆在数

字资源长期保存中的责任和义务。ＮＳＴＬ负责国家
数字科技文献资源长期保存体系建设，中科院文献

情报中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

馆为主要参与保存机构，先后加入到国家数字资源

长期保存体系建设的项目之中。ＮＳＴＬ成立国家数
字科技文献资源长期保存体系项目（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ＤＰＰ），２０１６年北京大学图书
馆作为该项目的承办及示范单位，在数字资源建设

及谈判过程中，以长期保存为导向，开展数字资源长

期保存工作，已签署 Ｅｍｅｒａｌｄ电子期刊、ＰｒｏＱｕｅｓｔ硕
博士论文长期保存协议，保存期刊３０５种、学位论文
全文约６５万篇［２２］，长期保存项目在不断的发展之

中，目前已保存的资源类型有电子期刊、电子书、学

位论文、事实数据库等。在理论研究方面，国内数字

资源长期保存研究处于上升阶段，对国外的实践案

例进行分析，并引进至国内，逐步发展到长期保存战

略、策略、标准、技术等具体方面。在科研方面，田硕

在《近十年国外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研究综述》中，对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间，国外发展研究现状进行详细梳理
与分析［２３］。张乃帅，孙超在研究中介绍了北京大学

图书馆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发展实践，长期保存的内

容及节点要求，技术架构、系统部署情况，长期保存

数据获取的途径及保存与建设方案等［２４］。

（２）实践案例。截止到２０１８年１月，共有２１６
个学校签署了 ＮＳＴＬ《数字文献资源长期保存共同
声明》，其中江苏省共有１３个高校图书馆为发起或
共同签署机构［２５］。江苏省部分高校逐步展开数字

资源长期保存的工作实践，南京大学图书馆和东南

大学图书馆联合进行电子书的长期保存工作，目前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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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近３万种已购买电子书资源的本地化保存。
同时，对于购买ＩＥＬ数据库的南京地区高校，由东南
大学负责采购 ＩＥＬ的存档权资源，并统一保管。通
过江苏省集团或高校之间联合采购方式，为地区性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争取更大的空间。然而，区域性

图书馆的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工作仍然缺乏统一的技

术指导和接入标准。

４　结语
随着数字资源经费的不断增加、社会环境的变

化及资源的性质和特点，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工作尤

其是图书馆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工作十分迫切必要且

面临很大挑战，纸质资源的数字化保存和利用、引进

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科研数据的保存等都是图书

馆界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研究和

发展实践可以发现，一是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工作需

要从政策和战略上进行支持和重视；二是加强长期

保存标准和技术的规范性，标准化可以解决不同机

构不同类型数字资源如何进行长期保存并揭示再利

用的问题；三是图书馆之间需要增强区域合作促进

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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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数字保存联盟制度策略［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３－０７］．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ｄｐｃ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１９］爱丁堡大学数字保存政策［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３－０７］．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ｅｄ．ａｃ．ｕｋ／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ｌｉｂｒａｒｙ－ｍｕｓｅｕｍ－

ｇａｌｌｅｒｙ／ｃｒｃ／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ｒｅ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数字保存手册［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８－２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ｐ

ｃ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

ｂｅｓ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１］国家科学图书馆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签订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协议［ＥＢ／

ＯＬ］．［２０２０－０３－０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ａｓ．ｃａｓ．ｃｎ／ｘｗｚｘ／ｚｙｘｗ／

２００９０９／ｔ２００９０９０８＿２４６８３３３．ｈｔｍｌ．

［２２］国家数字科技文献资源长期保存体系［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３－

０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ｄｐｐ．ａｃ．ｃｎ／．

［２３］田　硕，黄国彬．近十年国外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研究综述［Ｊ］．

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１（７）：８－１３．

［２４］张乃帅，孙　超．北京大学图书馆长期保存系统建设与探索

［Ｊ］．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９（２）：６２－６６．

［２５］数字文献资源长期保存共同声明［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９－１６］．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ｓｔｌ．ｇｏｖ．ｃｎ／Ｐｏｒｔａｌ／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ｓ．ｈｔｍｌ？ｉｄ＝

ｐ０ｙｓｈ４ｖｘｆｌ０ｌａａｅｉａｏ５ｖ．

［作者简介］王学琴，馆员；夏　圆，馆员，现均在东南大学图
书馆工作。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３－１０ （肖　蔚　编发）

（下转第８３页）

６３

高校图书馆工作 ２０２１／６·总第４１卷第２０６期



ＡＴｅｘｔｕ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ＷｒｉｔｔｅｎｂｙＮｉｅＣｈｏｎｇｑｉｔｏ
ＧｕＴｉｎｇｌｏｎｇ（１９３９ｔｏ１９５８）

ＷａｎｇＬｅｉ　Ｌｉａｎｇｙｉｍｉｎｇ　ＸｉａｏＰｅｎｇ
（ＳｕｎＹａｔ－ｓ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５１０２７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ｓａｎｄｍａｋｅｓａｔｅｘｔｕ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３５ｌｅｔｔｅｒｓｗｒｉｔｔｅｎｂｙＮｉｅＣｈｏｎｇｑｉｔｏＧｕＴｉｎｇｌｏｎｇ，ｃｏｌ
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Ｍｒ．ＳｈｅｎＪ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ｏｆｔｈｅＲａｒｅＢｏｏｋ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ａｒｖａｒｄＹｅｎｃｈｉｎｇＬｉｂｒａｒｙ．Ｔｈ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ｄａｔｅＪｕｌｙ１９３９ｔｏ
１９５８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ｔｈ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Ｙｅｎｃｈ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ｃｏｍｐｉｌ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Ｈａｒｖａｒｄ－Ｙｅｎｃｈｉｎｇ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ｆｉｃｅ，ｔｈｅ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ｏｆｂｏｏｋｓｂｙＹｅｎｃｈ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ｎ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ＨｅｚｈｏｎｇＬｉｂｒａｒｙ，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Ｐｅｋｉｎｇａｎ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ａｎｄＮｉｅ＇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ｗｅｃａｎｇｅｔａｇｌｉｍｐｓｅｏｆ
Ｎｉｅｃｈｏｎｇｑｉ＇ｓｗｏｒｋ，ｌｉｆ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ｆｒｉｅｎｄｓｓｉｎｃｅ１９３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ｉｅＣｈｏｎｇｑｉ．ＧｕＴｉｎｇｌｏｎｇ．Ｙｅｎｃｈ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Ｈａｒｖａｒｄ－Ｙｅｎｃｈ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ｉｎｏｌ



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ｆｉｃｅ．

（上接第３６页）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ｐｏｆ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ａｎｇＸｕｅｑｉｎ　ＸｉａＹｕａ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２１１１８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ｏｏｌ，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ｒｅｎｄ
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ｓｏｒｔｓｏｕｔｉｔ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ｒｏｍ１９９１ｔｏ２０２０，ｔｈ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ａｎｂｅ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ｏｔｈｒｅ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ｕｂｊｅｃｔａｒｅａｓ：ｐｏｌｉｃ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ｌａｎ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ｔｃａｎｂｅ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ｐｏｌｉｃｙ，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ｒｅｔｈｅｋｅｙｅｌｅ
ｍｅｎｔｓ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ｏｍｅｄａｔａ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ｏｐ
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ｗｏｒｋｆｏｒ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８

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王　蕾，梁益铭，肖　鹏．聂崇岐致顾廷龙信札考释（１９３９—１９５８年）（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