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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 / 意义］针对网络文献快速发展、内涵不断延伸的问题，现有的网络文献定义存在局

限性，故对网络文献进行重新界定。
［方法 / 过程］通过对文献和现有网络文献定义的梳理，结合大数据
时代下网络文献的特点和内涵，抽象出网络文献的定义并将其作为文献进行研究。［结果 / 结论］对网络
文献给出新的定义，并根据该定义对现有网络文献进行分类汇总，进而得到网络文献诸多特征。针对网
络文献的特殊性，分析了网络文献管理中保存和利用现状，并就知识产权保护、文献存档、检索效率和
信息挖掘问题提出解决思路。作为文献和信息技术发展结合的产物，网络文献的研究有助于扩大文献学
研究范畴，为文献信息学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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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应用逐渐融入社会各个领域。“网络文献”从 1984 年“情报
网络文献检索讲习班”中第一次出现，到现在随处可见，其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网络文
献”是否属于“文献”以及是否归属于“文献学”研究的范畴，迄今为止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本
文将从文献定义出发，厘清网络文献是否满足文献要素，给出网络文献的界定和内涵，进而分析
网络文献在当前整理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1
1.1

网络文献的发展及定义
文献的定义

“文献”这一概念在不同时期其涵义不同，从而产生诸多不同定义和见解。“文献”一词，
［作者简介］韩娜（ORCID：0000-0001-7530-6459），女，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献挖掘、文本处理，Email：
17627877@qq.com；马海群（ORCID：0000-0002-2091-7620），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信息政策与法律，
Email：mahaiqun@sina.com.cn；张春春（ORCID：0000-0001-9371-3891），女，副研究馆员，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文化、
信息服务，Email：1241871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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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出现于《论语·八佾》，传统解释是：
“文”为“文章”，
“献”为“贤才”或“贤”。“贤才”
的释义随历史流逝而逐渐淡化，大多古代学者均将“文献”认同为“典籍”。现代对文献的定义
集中在文献应具有的价值和内容、形式等组成要素方面。如文献是“具有历史价值和认识作用
的、以文字记录形式存在的资料”［1-2］；文献是“具有使用价值、历史价值的”具体材料［3］；周
启付［4］ 认为“文献是用文字、图形、符号、声频、视频等技术手段记录人类知识的一种载体，
或称为固化在一定物质载体上的知识”；洪湛侯［5］提出“凡是用文字表述的具有历史价值和科
学价值的图书资料，就是‘文献’。”上述定义将文献是否具有价值及价值类型作为衡量文献的
标准。
而中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 将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
傅广荣［6］建议将该定义修改为“文献：记录有知识的一切物体”。朱建亮［7］辨析了文献定义的
内在和外在表现后，将其定义为：文献是以字符、声像等为信号的，以便于长期保存和广泛传播
的物体为信道或载体的人类精神信息的固态品。林申清［8］将文献划分为三个要素，分别是：知
识（情报）、记录手段或方法、载体。于鸣镝［9］ 以列举方式将文献定义为“兼具人为性、意识
性、可读性、传播性、存贮性、符号性、隐值性、物质性和双重性的固态化精神产品”。陈界［10］
将文献归结为四大元素，并定义文献是“将知识信息用文字、符号、图像、视频、音频等记录在
特定载体上的整合体”。可见随着技术发展，文献的功能和社会作用出现新的特质，其概念也有
了新的发展。以上定义将文献内容和载体作为要素进行说明，而文献内容也不再局限于知识，而
是扩展为“精神信息”和“知识信息”，即知识不仅仅局限于客观知识，也应包含主观知识或主
观经验。
朱娜娜［11］将文献载体、形式、功用等加以悬置，提出现象学视角的文献定义，得出：文献
是以一定形式记录和传递信息的介质，这里的“信息”是“信息链”的统称，包括了事实、数
据、信息、知识和智能（情报）。该定义将文献内容从“知识”扩大为“信息”，强调文献与形
式和内容无关，更关注文献的内涵，符合当前文献类型不断增加、文献内容不断丰富、文献表现
形式多样化的特点。
从朱娜娜提出的文献定义出发，
“网络文献”可以视为：采用现代计算机技术手段将文字、
符号、图像、声频、视频等多种形式的信息记录在硬盘上，并通过网络进行信息的传递以方便用
户使用的介质，符合文献的定义范畴，可以将其视作文献的一种。
1.2

网络文献的发展历程

在文献发展过程中信息载体随社会发展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而变化。经历了原始社会的甲
骨、金石，商代的简策，战国的帛书，直到汉代的纸张，文献的记录和保存才变得普及，从而促
进文献发挥其社会功能。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出现了以胶片、胶卷保存的微缩文献和存储在磁、
光、电介质上的电子文献［12］，也称为数字文献。到 20 世纪 70 年代，网络技术蓬勃发展，才出
现了“网络文献”这一说法。同时期，类似的叫法还有“虚拟文献”“虚拟资源”“网络出版物”
等不同概念。但究其根本，
“虚拟”是相对于之前载体的现实表现的具象化而提出的，但并未真
正明确“虚拟”的具体含义。故“网络文献”的叫法更能明确传输、存贮、利用的载体是网络，
而得到业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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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载体有三个重要的变革阶段，分别是纸质文献、电子文献和网络文献。纸质文献是造
纸术、印刷术后存在时间最长的文献类型，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将仍然是文献的主要类型；电
子文献主要包括微缩文献、音像文献和电子出版物，在发展初期主要是纸质文献的数字化表示而
已，故也被称为数字文献；网络文献的定义和类型则没有明确的界定。由于电子文献和网络文献
的发展时间和表现形式有重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造成二者的概念混淆和互相替换使用情况时
有发生。
“网络文献”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其表现内容也会随新的科技产品出现而变化。王
东波［13］ 认为，网络文献是在计算机互联网上运行的、用户可检索利用的、有历史价值或参考
价值的图书资料。但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文献不仅包含图书资料，还包含音频、视频等形
式，故该定义缩小了文献的范畴。相丽玲［14］认为网络文献是在 Internet 上存贮、检索、利用或
传递信息的过程中，通过各种网络传输协议和计算机程序组织起来的信息单元或信息集合。黄晓
斌［15］将网络文献定义为在因特网上以数字化形式存贮的各种文献信息内容的集合，并列举了如
网络书目数据库、电子期刊报纸、学术会议论文等类型。刘佳［16］将网络文献概念确定为：是依
附于计算机存储设备中，可在网络上传输、识别、利用的，可稳定获取，在一定时间内可固定访
问的信息单元。以上三种定义都认为网络文献要由网络进行信息内容存贮，但并没有区分信息
内容的第一载体是纸质文献还是电子文献或是网络。郭伟等［17］辨析了电子文献和网络文献在载
体、可变性、著录规则、检索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提出网络文献是指以计算机网络为第一载体，
通过网络存储，传递图、文、声、像等信息，并在网络终端进行联机检索，以网页的形式再现的
信息资源或信息集合。该定义明确网络文献第一载体应是网络，但信息资源或集合的呈现形式不
一定是“再现”，也可能是直接呈现，如现在的各种直播，以网络为第一载体产生、传输、存贮，
可以在终端进行检索，应符合网络文献的定义范畴。刘石等在关注大数据时代下传统文献学转型
过程中，认为“数字文献是以数字代码形态存在，依赖计算机系统存取和传输的文本、图像、音
频、视频等文献”［18］，但其主要指代的是“重要文献的扫描、保存和开源共享”，即仍将数字文
献视为纸质文献的数字化。综上可见，网络文献一直没有形成符合当下实际情况的定义。
1.3

网络文献的定义

综合已有的网络文献定义或概念，结合当前科技发展产生的各种网络新鲜事物，笔者认为，
网络文献是网络原生且通过网络存贮、传递和呈现的信息或其集合。
所谓“原生”指网络文献的第一载体为网络，信息资源可以在网络上首发，或与纸质版本同
时发布，只是发布途径不同而已。网络原生是将网络文献与纸质文献的数字化做有效区分的重要
指标。网络文献的信息资源类型与文献类型相匹配，即包含图像、文字、声频、视频等大类及其
混合体，如视频文献中除了声音和图像，可能还会包含部分文字内容，很难将现在的多媒体文献
单独归结为某一独立类型，更多的是多种类型的结合使用。网络文献在网络上首发，可以通过网
络进行传递，其保存方式更多地采用云存储的方式，便于文献的访问和利用。这个定义弱化了保
存、传递、呈现的具体实现方式，究其原因是科学技术仍在迅猛发展。过去的单点硬盘数据库保
存已进化为分布式云端存储，而计算机网络技术也从过去的有线网络访问发展到今天的移动互联
网访问，5G 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普及将带来新的技术变革风暴，所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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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并不是规范网络文献范畴的充分条件，而是其必要条件。至少从目前计算机发展前景来看，
不会根本性地推翻网络文献的产生、传递和存贮是基于网络的这一特质。

2

网络文献的范畴及特点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0》［19］ 蓝皮书提到，全球互联网用户数约为 45.4 亿，普及率达
59%，而美国和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居 48 个受调查国家的前两位。We Are Social 与 Hootsuite 合作
发布的《2020 全球数字报告》显示：数字、移动和社交媒体已成为全世界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20］。互联网规模和技术的发展让网络文献的形式不断更新。从本文提出的网络文
献的定义出发，可以对目前符合定义的信息及信息集合进行分类，将其纳入网络文献的范畴。
2.1

网络文献的范畴

网络文献是网络原生的，即网络文献的第一载体必须是网络。将传统文献的类型分类与网
络文献呈现方式结合，研究者将首发于网络或网络与其他载体同时刊发的文献整合划分为以下
9 类：
（1）网络期刊
网络期刊又称为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任何在网络上首发的以电子形式存在的期刊广义
上都可以称为网络期刊。目前我国网络期刊来源主要有三类：一是期刊社开发有自主版权的网络
期刊，期刊的采编、发行、传播等都在网络上完成；二是依靠主办单位网站或其他合作网络实现
网络化的期刊［21］；三是通过权威信息代理机构如中国知网、万方等代理机构进行期刊网络发行。
与传统期刊相比，网络期刊可以融入图像、文字、声音、视频等动态内容，还可以为用户提供超
链接等互动元素，其延展性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支持在各种个人终端上进行阅读。
（2）网络图书
广义上理解，以网络为媒介存在的各种类型读物都可以视为网络图书。而狭义上来看可以将
其限定为电子图书，且根据网络文献定义将其规范为第一发表媒介为网络的各类书籍。主要指网
络文学，即由作者在网络上首次发表的文学形式。
（3）网络报纸
网络报纸指的是在互联网上建立一个独立的网站，其内容可能包含全部或部分纸质报刊内
容，但所占比例不高，更多的是提供其他的信息服务，如中国的《人民日报》、美国的《华盛顿
邮报》均在网站上提供传统纸质报纸的扩展内容。
（4）电子公告服务
电子公告服务指互联网上的电子信息系统，包含电子公告牌、电子论坛、网络聊天室、留言
板等交互形式［22］。从内容上可以分为综合类和专业类，综合类电子公告内容侧重于各类政治时
事等国内外重大事件新闻信息；而专业类电子公告主要由政府、企业或个人运营维护，发布运营
者提供的相关信息。
（5）计算机程序
计算机程序是由专门的程序设计语言编写、运行于某种目标计算体系结构上的代码化指令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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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或符号化语句序列。尽管计算机程序的运行结果是提供某种功能，即目标结果是一连串的二进
制“0，1”序列，但其源程序可以视作静态文本，即文献。越来越多的计算机程序率先在网络上
发布，用户可以通过免费或付费的方式进行获取、利用。从整个过程来看满足网络文献的基本定
义，可以视为网络文献的一种。
（6）预印本
预印本是指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还未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出于和同行交流目的，自愿通
过互联网发布的科研论文、科技报告等。越来越多的机构提供预印本服务，如美国的 arXiv［23］电
子预印本文献库包含物理、数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学术性信息；由全球不同国家的志愿者共
同建立的 RePEc 网站，主要提供经济学相关研究成果的论文、期刊文章以及应用软件；中国预
印本服务系统是以提供预印本文献资源服务为目标的实时学术交流系统，包含国内预印本和国外
预印本服务两个子系统；奇迹文库是为中国研究者提供免费、稳定的预印本平台，并提倡开放获
取［24］的理念，其主要提供科研文章、综述、学位论文、讲义及专著的预印本；中国科学论文在
线系统［25］采取文责自负的原则，收录自然科学、教育学、管理学和经济学方面的学术性论文。
（7）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指互联网上基于用户关系的内容生产与交换平台，是人们彼此间用
来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26］，现阶段主要包括社交网站、微博、微信（公
众号）、博客（学者个人网站、QQ 空间）、论坛（在线社区、游记、攻略等）、播客（在线直播），
以及具有社交属性的各类提供特定类型文献的平台，如网易云音乐、爱奇艺等等。社交网络的
信息（SNS）因为其时效性，被视为记忆工程的组成部分，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建立社交媒体档案
库，用于保存包括 SNS 在内的多种社交媒体记录［27］。
（8）网络帮助文件
网络帮助文件是指针对网络资源的学习及应用，在网络上提供的各种资源应用说明、使用手
册或应用工具类文档。由于其用途的特殊性，可以单独划分为一类。
（9）网络数据库
数据库是“按照数据结构组织、存储和管理数据的仓库”［28］，本质上是存储在计算机中的
数据集合。因常规数据库并非一定是网络原生，故在归类时仅将网络数据库归并到网络文献中。
网络数据库是指跨越计算机设备在网络上创建、运行的数据库，例如：分布式数据库、云数据
库、物联网数据库、P2P 数据库、移动数据库等。
2.2

网络文献的特点

网络文献的来源广泛，类型多样，形式复杂，但均具有以下共同特点：
（1）网络文献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互联网规模的急剧扩大，使得网络文献信息量急剧增
加，网络文献几乎覆盖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娱乐等所有领域，同时也促进了全球文
献信息资源的共享和交流，而信息的共享又进一步刺激网络文献信息的蓬勃发展。
（2）网络文献更新速度快，时效性强，生命周期缩短。网络文献的产生、交流和获取都在网
络上进行，而网络的传输速度决定其较传统文献缩短了信息时滞，无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几秒的
时间就可以完成网络文献信息从产生到获取的全过程，极大地缩短了网络文献的生命周期，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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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网络文献的新陈代谢速度，网络文献的稳定性降低。
（3）网络文献来源和形式多样化，规范性相对较差，质量良莠不齐。网络文献来源复杂，既
有政府、专业机构发布的信息，又有微博、微信、网络小说等以个人为单位产生的网络信息，既
有传统出版机构网络正式出版物面世，又有博客、播客等自媒体生产者持续输出。各类网络文献
信息由于来源和表现形式不同，产生的信息没有相对统一的规范，且质量参差不齐。
（4）网络文献分布广泛，具有无序性和隐蔽性，检索难度大。无论是传统的文字、图片、音
乐信息，还是现有的视频、音频等信息，或是未来的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表现方式，多种形式
融合的网络文献分布在互联网的各个角落。其中有经过加工整理、结构规范、方便检索和获取的
文献信息，但更多的文献信息处于无序状态，甚至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检索或获取时需要多种技
术手段进行文献处理才能进行统一管理和利用。
由于网络文献具有信息量大、生命周期短、形式多样等特点，所以与传统文献管理相比，网
络文献必须根据其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管理。

3

网络文献的管理及其问题

李明杰教授［29］ 提出文献学研究应包括文献本体研究（如类型、产生等），文献整理研究
（文献的保存、组织、挖掘等）和文献利用研究（文献的复制、流通等），且重在“文献整理和利
用”。网络文献按照文献学路径研究的同时，更应关注其特质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
3.1

网络文献保存

网络文献随网络技术的出现及广泛应用，在内容、形式、类型等方面不断扩充和延展。网络
文献可以由规范的出版机构发行，如网络报纸、网络期刊，也可以由专业机构（政府、企业、组
织）发布。网络文献可以是科研工作者为学术交流，遵循一定规范而完成的学术研究作品，也可
以是普通网络用户对日常生活的简单记录。网络文献的产生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只要不违背法律
法规，具有表达的意志就可以在网络上生成属于自己的信息，成为“自媒体”。在网络文献发展
初期，网络文献保存问题几乎不被关注，但随着网络文献数据量的增加，其中蕴含的社会和历史
价值逐渐凸显，而网络文献的不稳定性可能导致依赖网络存在的人类社会记忆的消亡，因此，各
个国家开始建立网络文献保存体系。
针对网络文献内容丰富、样式多样化的特点，互联网保存联盟资助并发布的 WARC 成为
网络资源存档使用的文件格式。目前大多数的网络文献存档工作均采用此文件格式，如英国网
络档案馆［30］、澳大利亚 Pandora 项目［31］、中国国家图书馆［32］、中国台湾大学网站典藏库项
目［33］等。
网络文献保存根据文献信息覆盖范围可以分成 4 类：
（1）国家（地区）范围
此类保存主要围绕国家或地区的重要历史事件、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网站、具有地方文化特
色的网络资源开展，一般由国家级图书馆牵头进行信息采集和保存。目前此类网络文献保存项目
数量最多，影响最广，如美国 Internet Archive 的 Archive-It 项目［34］、美国国会图书馆 MINER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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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35］、大英图书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等机构发起的 UKWA 项目［30］、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Pandora 项目［31］、法国国家图书馆 BnF 项目、芬兰国家图书馆 FinnishWeb Archive 项目、瑞典国
家图书馆 Kulturarw 项目等［36］。中国国家图书馆从 2003 年起开展网络文献采集和保存实验项目，
2007 年加入国际互联网保存联盟，2014 年通过“网事典藏”项目联合全国的公共图书馆以全域
采集和专题性采集完成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网站和专题资源保存［37-38］。
（2）机构范围
当网络文献影响范围缩小时，就可以由指定机构或组织对其进行保存。机构范围的网络文
献保存内容根据机构的特点、关注的内容、需长期保存的信息分类等确定其采集和存档的实现。
以欧盟网络档案项目［39］为例，该项目负责对托管的 europa.eu 域或其子域上的欧盟机构网站进
行保存，除了每 4 年进行的自动存档外，还会对下线或发生变化的网站进行临时爬取保存，也
可以根据欧盟机构的特定要求进行信息采集和留存。英国议会网站档案［40］ 则用于采集和保存
有关英国议会的网络文献信息，包括 2009 年至今的英国议会网站和政务社交媒体信息。世界
银行网络档案项目［41］ 保存已停用或大幅更新的世界银行网站的内容，从而保留其历史和研究
价值。
（3）社群范围
网络文献的网络传输特性让全球的共享交流更加便利，越来越多的用户由于相同的身份、爱
好、文化背景或信仰形成特定的社群。例如，根茎组织为纽约市现代艺术博物馆附属机构［42］，
致力于创作、展示和保存用数字网络和工具制作的艺术品进而倡导自然的数字艺术和文化［43］。
类似的社群还有 NYARC 网络资源［44］、荷兰声音与视觉研究所［45］等都将保存的网络文献类型定
位为新时代多媒体类型展示的学术、教育、艺术等领域的作品。
（4）个人范围
随着移动网络的发展，网络文献的生产者门槛降低，普通大众参与到分享自身事实中，成
为自媒体的主力军。尽管普罗大众的个人记录具有极大的个性，但无数个体的记忆汇聚能更加全
面、细致地反映当代社会生产生活的原始面貌［46］。把有价值的个人网络信息加以归档保存，发
挥其社会记忆功能是个人范围网络文献保存的初衷。较为代表性的 Internet Archive（互联网档案
馆）［47］致力于保存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尤其是即将关闭的平台，如已明确不再为个人用户提供
服务的 Google+ 社交网络平台。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起的社交媒体归档项目［27］，中国国家
图书馆与新浪微博在博文保存与利用方面建立合作关系［48］，德国的 LiWA、ForgetIT 项目和英国
的 ARCOMEM 项目的目标都是建立社交媒体的长期保存系统［49］，但以上保存都是有选择性的归
档，更多个人范围的网络文献信息保存需要借助社交媒体网站提供的数据下载功能或第三方提供
的信息备份工具完成本地保存，这种保存方式并非符合网络文献要求的归档，保存后的内容无法
在原始数据丢失或更新的情况下，恢复到网络上实现再次获取。在社会记忆理论的大背景下，社
交媒体的归档成为现在研究的热点内容之一。
3.2

网络文献利用

网络文献的呈现从原有的文字、图片和声音发展到今天的视频、音频甚至互动性极强的弹幕
等多种形式。但从其本质上来看并没有脱离文献的基本利用方式即文献复制、流通、检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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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献复制
网络文献的载体是网络，用户只需要通过“下载”就可以完成文献复制［50］。随着分布式融
媒体技术在数字出版领域的深度应用，网络侵权现象愈发严重［51］。以我国网络文学付费阅读为
例，网络盗版主体借助自媒体链接、社交分享、P2P 技术进行病毒式上传和下载数字版权内容，
致使 2018 年我国 PC 端、移动端的网络文学付费阅读收入损失超过 70 亿元［52］。更遑论通过印
刷、音频化或视频化等不同形式对原文献进行复刻或演绎，远远超过了静态复制的范畴。网络文
献复制方式的不断变化和升级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巨大挑战。
（2）文献流通
网络文献的流通速度和范围取决于网络的延伸程度。网络文献的共享和交流是其重要特点，
而现在的文献流通不同于传统文献流通可记录、可循迹的方式，用户可以通过转发、下载、超链
接的方式完成信息流通，对于未授权的文献也可以采用现代化的拍照、摄像或第三方工具完成文
献的复制和流通。文献作者或拥有者由于版权意识不足，可能忽略了网络文献的网络传播权的授
权，也会造成文献无节制、无规范的流通。
（3）文献检索
网络文献检索依赖网络文献的规范性和编目情况。不同类型的文献检索方式有所不同。网络
期刊、网络报纸、电子公告服务等类型由相关网站按照文献类型、文献服务对象、文献主题等提
供搜索功能，便于用户快速检索得到需要的文献信息。网络数据库或预印本服务则提供相对专业
和细致的检索条件帮助用户进行文献检索。其它文献在所属网站或平台上都提供了一般的查询检
索功能，为用户提供快速定位文献功能。
文献呈现形式不同，检索方式也有区别。用户大多使用搜索引擎对网络文献进行检索，如
Google、WiseNut、百度等。现有的搜索引擎基本已实现全文搜索，可以自动爬取互联网上的网
页信息，也可以通过网站主动提供网页信息获取网络文献内容。获取到的内容经过 PageRank 算
法或分词计算筛选出要保存的信息，对每个词建立索引，并将索引保存到数据库中。用户提出检
索需求后，搜索引擎将数据库中查询到的内容排序后提供给用户，用户可以通过超链接获得网络
文献。对非文字文献类型的检索则需要通过该文献在网络呈现时提供的标签、关键词、类型等外
部属性的文字性描述完成。
3.3

文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由于网络文献仍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现有的法律法规、技术不能解决发展过程中随
时涌现的问题，故在网络文献管理的诸多环节如文献保存、复制、流通和检索中存在以下问题。
（1）知识产权问题
网络文献使用中，知识产权保护难度比较大。尽管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可以避免抄袭，但知
识产权保护还应关注复制权、发行权、公共传播权等权利的侵权和保护［53］。网络文献尤其是社
交媒体中的创作独特性的判断困难重重，在以作者生产内容的网站中，著作权的判别存在不同的
标准［54］。
版权保护法律法规需要持续完善，2021 年 6 月我国知识产权法中有关著作权、专利权等新
规定的正式实施，将为网络文献的知识产权问题提供法律依据。文献的生产者、传播者、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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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该提高版权保护意识，只有全民知识产权意识提高，才能在网络文献整个生命周期的各个环
节都避免出现知识产权问题。同时要积极探索应用区块链技术实现版权的全流程可追溯管理［55］，
从技术层面为知识产权问题保驾护航。
（2）网络文献归档问题
由于网络文献存储载体的不稳定性、网络文献内容的持续扩充性以及现有归档的不完全性，
网络文献归档将面临更艰巨的任务。尽管各国均已在网络文献归档上投入大量的精力，但效果仍
不尽如人意。已归档内容更多集中于国家（地区）的重大事件，归档主体仍集中于各国的政府机
构、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56］，挖掘多种归档主体，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发挥文献归档作用，才有
可能实现对网络文献的全领域归档。
网络文献数量增速远大于归档能力的增长，归档前必定要对网络文献进行评估和遴选，从而
确保归档文献的质量有保障，发挥其社会和历史价值。这就要求在文献归档的规范和审核中发挥
现代化技术的作用，在不影响审核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审核的自动化水平，为大数据时代下网络文
献的归档奠定基础。
（3）网络文献检索效率问题
现有文献检索大多数仍然依赖于文字信息检索。目前，图像类型的文献可以采用基于图像
内容特征和图像形式特征进行检索，例如拍照搜索功能，但需要图像具有一定的规范性，目前
还未应用于大规模的网络图像文献的搜索中。直接用音频进行声音类文献搜索目前效果不理想，
其难点在于对声音事件进行检测，根据特征提取音频并进行模式识别。视频文献可以看作由音
频和动态图像组成，故其搜索识别难度更大。综上所述，由于文献类型和内容样式的差异化，
现有的文献检索效率仍然不高，尤其是目前搜索引擎算法封装在商业公司提供的搜索服务背后，
商业公司由于经济、社会等各种利益关系会有针对性的对搜索结果进行干预，导致文献搜索结
果不能十分客观、准确，也给文献搜索带来障碍。网络文献的搜索需要图像处理、音视频识别
等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支持才可能达到用户期望的快速、准确、客观要求。这就要求文献研究
人员更多地关注科学技术发展，并将其应用到文献检索之中，为文献检索提供更有效的技术
手段。
（4）网络文献信息挖掘问题
大数据时代下的网络文献数量、内容和形式与传统文献相比都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传统的线
性平面表现形式被网络文献的动态立体的信息表现方式所替代，如何将海量、碎片化、复杂的网
络文献信息融合为系统化或创新化的知识，成为网络文献信息挖掘的难点问题。
网络文献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推动了科技的变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解决文献信息数据量巨大、载体多样、信息不完整等问题［57-58］。机器学习、知识
图谱、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前沿技术交叉融合，在网络文献信息抽取、挖掘、可视化等
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网络文献信息的跨时空、跨语种、跨媒
介、跨领域的关联成为可能，信息的网络化关联和流动转化使得“知识获取已非直接来自单个文
本，亦非来自文本本身”［18］，知识将以更多元的形态和性能呈现给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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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献作为新时期的产物，具有发展变化快、形式多样化、产生来源丰富等特点。笔者
通过梳理和分析文献定义，发现文献研究实质由“知识”逐渐扩大为“信息”的趋势，而网络文
献经过辨析符合现代文献定义，可以归属于“文献”范畴。基于当前网络文献产物的共性抽象出
网络文献定义，融合传统文献类型和网络文献的呈现方式将网络文献分为九大类，最后从文献研
究维度总结了网络文献整理和利用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网络文献随现代化技术发展而产生，也
必将随现代化技术的推进而持续演变，未来网络文献的形式、内涵和特点势必呈现动态变化的趋
势，网络文献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将成为文献信息学的研究内容，而现代信息技术和文献学研究深
入融合，也将持续推动文献信息学的创新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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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In view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document and the
continuous extension of its connotation, the existing deﬁnition of network document has limitations, so the
network document is redefined. ［Method/process］Through sorting out the definition of literature and
existing network document,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 of network document in the era of
big data, the research abstracts the deﬁnition of network document and researches network documents.［Result/
conclusion］New definition, classific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document are give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documents, the paper analyzes its current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status
in the management, and proposes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document
archiving, retrieval efﬁciency and information mining. As a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study of network document expands the scope of philology research and provides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document informatics.
Keywords: Network documents; Deﬁnition; Classiﬁcation; Management

（本文责编：周

霞）

046

SBBJB（加周年）.indd 46

2021/7/2 9:48: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