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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这项研究建议通过比较学校图书馆标准编目与国际儿童数字图书馆(ICDL)元数据模式，重

新考虑编目工作的效率。该研究采用交叉研究法来比较两种元数据模式。研究结果解释了

两种元数据模式如何反映儿童图书选择独有的特点。比起标准图书馆编目，ICDL 元数据

模式往往更能反映儿童信息寻求行为的独特之处。标准图书馆编目趋于在附注范围内描述

儿童信息寻求行为特点，而不是通过各个独立的元数据元素来反映。 
 
1.简介 
当儿童逐渐成为数字化环境中的一大用户群，他们对儿童图书馆的需求也随着增长。学校

图书馆 OPAC 系统、儿童数字图书馆和儿童门户网站都尝试反映儿童独特的信息搜索行

为。过往的研究着眼于儿童友好界面的发展上，很少讨论儿童图书馆元数据模式这一块。

儿童友好界面 主要的目的在于帮助提高儿童检索技巧，以此满足儿童需求。鉴于有效的

信息检索基于良好的信息建构和组织，我们需要在儿童图书馆元数据模式这一块做更多的

研究。 

学校图书馆对于儿童来说是 具代表性的，美国的学校图书馆通常使用第二版“英美编目

条例”(AACR2+) 为其基础元数据模式。此外，学校和公共图书馆，编目标准规则并非

只使用 AACR2，他们还会选择其他编目规则和编码标准作为补充，例如 MARC21、国会

图书馆主题词表(LCSH)、杜威十进分类法(DDC)等。本研究，“AACR2+”指的是学校和

公共图书馆编目元数据模式，包括 AACR2 和其他现行编目和编码标准，比如 MARC21、
LCSH、DDC 等。但是，图书馆编目标准，特别是 AACR2，并没有专门为儿童及适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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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馆藏创建规则。由于儿童的信息搜索行为有别于成人，图书馆标准编目的元数据模式

有可能需要重新考量如何在儿童图书馆里发挥其效能。    

相较之下，国际儿童数字图书馆(ICDL)引入了一种新颖的搜索界面。儿童可以在其色彩缤

纷和图文并茂的界面搜索书的封面颜色、人物、评级、感受、体裁等。ICDL 之所以能为

儿童提供此种友好的搜索界面，是因为采用了一种新的元数据模式。ICDL 有他们独特的

元数据模式以更好地应对儿童的信息搜索行为。可以视其为一种应用文件，它基于都柏林

核心、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和 AACR2。因此，ICDL 元数据模式和 AACR2+基本上

是相似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从儿童选书的信息搜索行为出发，对现有图书馆标准编目元数据模式和

ICDL 元数据模式进行评估。试图找出一个适合儿童图书馆的元数据模式，探讨其如何有

效地在当前的模式中运作，本研究将提出以下基本问题： 

1、当前元数据模式能否反映儿童信息搜索行为？ 

2、以往的研究表明儿童选书的独特信息搜索行为有何特点？ 

3、ICDL 和 AACR2+有何共同的元数据元素？ 

4、ICDL 和 AACR2+的元数据元素有何区别？ 

5、元数据元素如何与儿童选书过程中通过信息检索所体现的信息搜索行为独有特点联系

在一起？ 

2.范围 

[年龄]本研究分析组织儿童馆藏元数据模式的适宜性和有效性，但不直接与儿童互动。由

于年幼的儿童和年纪较长的儿童在选书方面信息搜索行为不同，孩子的年龄在创建元数据

模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现实中，学校和公共图书馆很难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儿

童创建及应用单独的元数据模式。因此，本研究元分析中将儿童范围从幼小的小学生划分

到较年长的小学生。 

 [文献的不同性质]鉴于 ICDL 和学校图书馆馆藏类型多样，它们的元数据模式的原始特征

可能会有所不同。ICDL 的元数据模式对于电子图书来说也许更能发挥其效用。相应地，

图书馆编目标准可能更适合于印刷书籍。此外，ICDL 包括多语种、多文化以及多时代书

籍，而学校图书馆通常没有如此多样化的馆藏。馆藏本身的差异要求不同的元数据模式与

之相配。不过，本研究试图限制馆藏类型，专注于与儿童选书信息搜索行为有关的元数据

元素特点，而不将焦点放在馆藏特点上。 

 [背景分析比较]比较和评估元数据模式时，我们更强调数据元素而不是元素值例如受控词

汇、词表或者 LCSH 等。例如，这项研究简单阐述元数据元素是否互相匹配而不描述元

数据模式使用何种受控词汇。即使对同一本书进行描述，其描述方式也会因为用户不同而

不同。例如，儿童读物单纯的被分为绘本、概念书和科幻小说三种体裁，而成人读物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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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入更多的细节或者用不同的受控词汇来编目。然而，这项研究比较关注的是元数据模

式是否具备“体裁”元素，而不是如何描述该元素。 

3.方法论 
本研究方法论由三个部分组成：I. 元分析，II. 元数据模式交叉研究法，III.比较第一和第

二部分设置的数据。 

首先，有五个研究项目(Kragler 和 Nolley 1996, Moore 1988, Pejtersen 1986, Robinson 等
1997, Wendelin 和 Zinck 1983)均探讨过儿童选书时的独特信息搜求行为。尽管这些信息为

儿童选书所用，但儿童选书的独有特点是无法从文献基本书目信息：题名、作者、出版

者、出版年、编者等中发现的。因此为了归纳更多儿童选书的独有特点，本研究将不会侧

重于文献基本书目信息。 

第二，数据模式的交叉比较包括元数据元素的链接。比较法将罗列元素以比较数据模式中

元素的异同。ICDL 网站包含 ICDL 元数据模式以及 AACR 第 1、2 和 21 章。不过，我们

比较的是 ICDL 元数据模式和 AACR2+。AACR2+代表图书馆标准编目的元数据模式：主

要为 AACR2，另外还有其他现行编目标准。换言之，AACR2 将被作为主要元数据模式

用来比较。然而为了更好的阐述图书馆标准编目和 ICDL 元数据模式，本研究也涉及其他

现行编目标准。 

通过交叉法，数据元素可以被分成四类：元数据元素配对，元数据元素相似却不完全相

同，ICDL 元数据模式独有的元数据元素或者图书馆标准编目格式中独有的元数据元素。

下文表格描述了交叉比较的结果。 

第三，这项研究将会根据元数据模式元分析结果来比较数据——分析结果，以评估元数据

元素与儿童选书的信息搜索行为独有特点的相关性。 

4.研究结果 
4.1.元分析 
通过元分析，我们得出以下九个特点：物理特征，知识困难，先备知识，推荐，主题，媒

介连接，情绪，框架和体裁。元分析的详细结果将阐述于 2011 年北美社会知识组织第三

届会议。1 
4.2. 元数据模式交叉研究法 
交叉研究法是检验不同元数据模式中的元素是否相同、类似或者不同的好方法。本研究采

用交叉研究法比较图书馆编目标准(AACR2+)和 ICDL 的元数据模式。标有*的元素不在

ICDL 元数据规范中，但是在检索书籍时，它们仍然发挥作用。此外，即使 AACR2 中没

有与 ICDL 元数据模式相匹配的元素，该元素依然能通过 MARC21 得到描述。在编目领

                                                            
1 Beak, Jihee and Olson, Hope A. (2011). Analysis of metadata schemas for children’s libraries. Proceedings from 
NASKO 2011: Expanding Our Horizons, Evaluating Our Parameters. June 16-17, 2011. Toront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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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除了 MARC21，还有补充 AACR2 并与其相配套的其他编目标准诸如 LCSH、DDC
等，它们囊括了主题、体裁、分类号等 AACR2 未覆盖的领域。再次，交叉研究法侧重于

元数据模式的描述。因此，为了比较元数据模式的对象，我们对图书馆编目标准和 ICDL
元数据模式进行比较。AACR2 和 MARC21 在实践中通常用于描述和编码元数据模式，

MARC21 包含但是没有在 AACR2 中体现的元素是本研究不能忽略的。表一罗列了交叉研

究法的比较结果。 
表格 1. 元数据模式交叉研究 

AACR2+ ICDL 注释 
主要元素 下位元素 下位元素 主要元素  

题名 题名 题名、副题名 题名信息   
 补充题名 交替题名   

统一题名 交替题名  

共同题名   

变异题名 交替题名、副题名  

责任说明 个人、团体、译

者、插图者等 
角色： 
作者、绘图者、编

者、改编者、译者 
等 

创建者  

版本 版本说明 版本说明 出版信息  

与版本有关的责任

说明 
编者 创建者  

与特定修订版有关

的说明 
   

与特定修订版有关

的责任说明 
   

出版、发行等 出版、发行地等 出版地 出版信息  

出版者名称 出版者名称  

出版者功能说明   

出版日期 出版年 
版权年 

 

印刷地、印刷者名

称和日期 
  

  出版者 URL  

物理描述 单册篇幅 
物理单位的数量 

 物理特征  

分页 页数  

大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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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R2+ ICDL 注释 
主要元素 下位元素 下位元素 主要元素  

插图   

尺寸 尺寸  

附件   
  阅读方向 从左至右或

者从右至左 
丛编 丛编正题名 丛编题名  

题名信息 
 

丛编补充题名    

丛编副题名信息    

与丛编有关的责任

说明 
   

丛编 ISSN    

丛编编号 丛编编号/信息 题名信息  

分丛编    

多个丛编说明    

附注 性质、范围或者艺

术形式 
附注 附注  

单册和(或)译著或

改编语种 
书籍语种 语种  

正题名来源    

题名变异 交替题名 题名信息 
 

 

补充题名和副题名

信息 
交替题名、副题名  

责任说明    

版本历史    

出版、发行等    

物理描述 封面颜色* 其他*  

长度* 长、中或者

短 
格式* 读本、戏

剧、短篇小

说、绘本、

丛书或者漫

画 
形状* 矩形、窄

的、方的、

不规则的、

宽的或者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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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R2+ ICDL 注释 
主要元素 下位元素 下位元素 主要元素  

型的 
附件    

丛编    

学位论文    

其他格式    

号码(不是 ISBN) 其他号码 标识号  

复本、图书馆馆藏

和使用限制 
   

 “带”附注    

读者层次 
 

年龄范围 文摘、关键词

等 
 

 

 

 

摘要 文摘(摘要)  

内容 书籍子单元  
  读者附注  
 [MARC21: 6XX] 主题和关键词  
 [MARC21: LitF] 类型 小说或者非

小说 
 [MARC21: 655] 体裁 动作冒险、

古典、概念

书籍、民俗

和神话故

事、幽默、

历史小说、

神秘文学

等。 
  [MARC21： 

648, 650-子字段 
|y 和|z, 651] 

背景：时间&地点  

 [MARC21: 568] 奖项  
  评级* 其他* 三星级、四

星级、五星

级 
  感受* 高兴、害

怕、悲伤、

有趣等 
  人物* 成人、小

孩、动物或

者虚构生物 
标准编号和获 ISBN ISBN 标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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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R2+ ICDL 注释 
主要元素 下位元素 下位元素 主要元素  

得方式  
获取形式    

识别题名    

限定条件    
 [MARC21: 082, 080] 杜威十进分类法或

者国际十进分类法

分类号 

标识号  

  元数据语种 语种  

补编文献     

多类型材料单

册 
    

传真机、影印

和其他复制品 
 

    

或许因为 AACR2 覆盖一般图书和其他载体形态，与 ICDL 元数据模式比较起来它详细很

多，而 ICDL 元数据模式仅关注儿童图书。不过，两者都具备基本书目数据元素诸如题

名、作者、版本、出版者等。在责任说明/创作者方面，ICDL 元数据模式对个人在责任声

明中的角色做了详尽定义。换言之，ICDL 元数据模式允许编目员判断角色责任方式，比

如作者、绘图者、编辑等，而 AACR2 仅仅将对书籍负有责任的角色分为个人和团体。未

对角色做强制规定，但是允许著录角色信息。个人和团体可以代表作者、绘图者、编辑、

改编者、译者等。据 AACR2 1.1F8 条，编目员可以“在题名和责任声明中个人或团体关

系不明确的情况下，为责任声明增加词汇或者短语”。在这种情况下，责任方式应增加在

方括号内。虽然 AACR2 与 ICDL 元数据模式描述责任声明的方式不同，但是两者有共同

的数据元素。 

4.2.1. ICDL 元数据模式特有的元素 
ICDL 有几个特有元素：出版者 URL、阅读方向、主题和关键词、类型、体裁、背景、奖

项、DDC 或者国际十进分类法(UDC)分类号以及元数据语种。这并不意味着图书馆编目

标准没有覆盖这些内容。例如与 AARC2 相配套的 MARC21、LCSH、Sears(希尔斯主题词

表)或者 DDC 包含了主题和关键词、类型、体裁、设定、奖项和 DDC 或者 UDC 分类号

等内容。 
阅读方向 “表明该书籍阅读方向是从左至右（例如英文书籍）还是从右至左（例如阿拉

伯语书籍）。”该元素为物理特征的下位元素。所以，即使 AACR2+中没有与之相配对

的下位元素，在 AACR2 附注项中对书籍进行物理描述时中依然可以提及它。 

鉴于 ICDL 元数据模式的主要元素：文摘和关键词，包含了 AACR2 主要元素和附注项的

下位元素。以下几个 ICDL 元数据模式的下位元素被视为 AACR2 中附注项中的下位元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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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编目标准比如 LCSH、Sears、DDC 涵盖主题和关键词，AACR2 没有与二者相关的规

定，ICDL 元数据模式则囊括了二者。ICDL 元数据模式中的主题和关键词可以通过为一

本书加标签来实现，工作者或者用户皆具备该权限。不过，ICDL 元数据模式本身的主题

词表控制着这些主题词。尽管 AACR2 没有与主题或者关键词相关的规定，MARC21 的

6XX 字段为主题检索提供了入口，该字段也可著录其他主题标目和词表形式。 

类型指的是小说或者非小说。 

体裁“描述了书的一般风格、形式或者内容。”其范围从动作冒险、古典、概念书籍、

民俗和神话故事、幽默、历史小说、神秘文学、戏剧、诗歌和乐谱、恐怖/惊恐、科学和

幻想小说到短篇小说集。AACR2 未设定体裁元素，但是我们可以通过 LCSH 和 MARC21
定长栏(LitF : 文学形式)体现。MARC21 的 655 字段为索引词汇-体裁/形式字段。然而，

655 字段与 ICDL 元数据模式的体裁元素并不完全相同。MARC21 对其定义为“根据智力

内容的风格和技术手段区分文字材料以及特定种类材料，给予体裁词汇(如传记、教义、

散文、赞美诗或者评论)。” 

背景是指 “书籍描述内容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而不是书籍的出版时间或者作者生活时

期。”。时期分为六个部分：史前史、古代史、500-1500 年、1501-1900 年、1901 年后以

及未来。书籍背景的主题可以是具体地点或者真实地点，也可以是虚构的地点。例如爱丽

丝的梦游仙境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地方，这本书可以通过“主题>地点>虚构地点”发现。

AACR2 不包括这些元素，LCSH 则涵盖。此外，它们也可以著录在 MARC21 的 648 字

段：主题附加款目——时间；650 字段论题主题的子字段：|y 时代复分和|z 地理复分；651
地理名称主题字段。它们在 MARC21 中通过 6XX 字段发挥作用，因此不能简单地说

ICDL 元数据模式的背景元素与 MARC21 或者 LCSH 的字段不具有同延性。 

奖项是与一本书有关的奖励。这个元素描述了奖项的名称和时间及其 URL(如果存在的

话)。MARC21 中的 586 字段可用来描述该元素。 

DDC 或者 UDC 分类号是一种标识号。MARC21 的 080 字段(DDC 分类号)、082 字段

(UDC 分类号)与该元素匹配。 

元数据语种指的是编目语言的英语名称。“只有英语翻译才会用到该元素，因为 ICDL 需

要知道使用什么语言的编目员正在使用 ICDL，这样便于与译者合作，如果必要的话”。 

有几个元素没有在元数据模式中得到阐述但依然为 ICDL 元数据元素：封面颜色*、长度

*、格式*、形状*、评级*、感受*以及人物*。本研究发现了这些元素，并将其作为主要元

素考虑，归纳为“其他*”。当读者使用高级检索功能，他们能看到外观目录包含了书的

封面颜色、长度、格式和形状等信息。这个子目录(外观目录)是有关物理特征的目录。该

元素不完全等同于 AACR2 中的物理描述项。因此，这个子目录是附注中物理描述的子元

素。 

封面颜色*即书籍封面的颜色。该元素描述书籍封面的主体颜色或者书籍封面事物的主体

颜色。以此，儿童能通过封面的颜色比如红、蓝或者彩虹色来搜索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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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包含三个类型：长篇幅书籍、中等篇幅书籍或者短篇幅书籍。 

ICDL 元数据模式未对格式*进行定义。格式在高级检索中起一定的作用。根据格式的子

目录，包括：读本、戏剧、短篇小说、绘本、丛书或者漫画。格式与体裁有重叠的地方，

因为没有对格式进行定义，本研究无法确定一个合理的把握度，对格式和体裁进行区分。 

形状*描述了书的形状例如矩形、窄的、方的、不规则的、宽的或者微型的。 

评级*ICDL 元数据模式没有对解释评级*这个元素。评级可以视为类似书评的信息。读者

可以通过一到五颗星评价一本书。 

同样地，ICDL 元数据模式也没有对感受*进行解释。该元素反映儿童阅读完一本书之后

可能存在的情绪。例如，书可能使读者感到高兴、害怕、悲伤或者大笑。 

人物*提供书籍封面对象信息。模式未对人物做具体分类，大概划分为成人、儿童、动物

或者虚拟生物。 

4.3 两种数据模式如何描述儿童选书的独有特点？  
元数据荟萃分析不包括具备儿童图书选择特点的书目信息，因此不存在与分析中四个主要

元素(题名、责任说明/创造者、版本、出版信息)相匹配的特点。此外，因为附注的性质，

如何阐述附注也是一个难题。换言之，附注可以囊括所有信息，但是却不能与其他元素相

匹配。不过，本研究并没有打算将附注的使用扩大到 AACR2 和 ICDL 元数据模式建议的

范围外。本研究试图根据儿童选书的信息搜索行为评估现行元数据模式描述方式如何发挥

儿童图书馆功能。因此，忽略附注的性质，本研究专注于元数据模式的元素是否直接体现

儿童选书的独有特点。可见，在本研究中，儿童选书特点、书籍装帧类型(精装还是平装)
将不会在附注中描述。当然，根据图书馆员判断或者图书馆自身政策，这些特征可以由附

注提供。除了这个特点，其他都由 AACR2+或者 ICDL 元数据模式反映，或者两者共同反

映。以下对比将阐述在元数据元分析中发现的儿童图书选择九种独有特点。 

 [物理特征]有关书籍封面颜色、人物或者对象等物理特点著录在 AACR2 附注项。附注著

录的物理特征是那些不适合著录在物理描述项的信息。物理描述项处理的是诸如彩图、地

图、设计图等有关的说明事项，而不是应该由附注来描述的书籍封面颜色。即使附注可以

提供所有相关信息，编目规则不建议通过附注对书籍封面人物或者对象进行描述。因此，

假若儿童想搜索一本封面有黄色猫咪的书，AACR2 无法提供支撑该检索式的信息。而

ICDL 数据模式具备著录书籍封面颜色和人物的元素，这使儿童能够通过书籍封面颜色和

对象检索书籍。AACR2 提供印刷尺寸，ICDL 数据模式不提供。正如 AACR2 规定，当为

视障人士印刷大型书籍时，我们在物理描述项使用“大型印刷”来描述此特征。因此，

AACR2 该规定也适用于为儿童印刷的大型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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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两种数据模式中代表儿童图书选择独有特点的元素 

儿童图书选择独有特点 
元数据元素 

AACR2+ ICDL 元数据模式 
主要元素 子元素 子元素 主要元素 

物理特征 

印刷尺寸 X X X X 
精装/平装 X X X X 

 X X 格式*/形状* 

其他* 
书籍封面颜色 附注 物理描述 封面颜色* 

物理特征/
先备知识 

书籍封面人物

或者对象/特别

人物 
X X 人物* 

先备知识 丛书 丛书 丛书正题名 丛书题名 题名信息 

知识困难 

 X X 长度* 其他* 
#页码或者文

字 
物理描述 分页 页码 物理特征 

文字困难 附注 摘要 文摘 

文摘，关键

词等. 

年龄适用 附注 读者层次 年龄范围 

话题 
[MARC21: 6XX] 主题&关键

词 
[MARC21: LitF] 类型 

体裁 [MARC21: 655] 体裁 

框架 [MARC21: 648, 
650 |y |z, 651] 

背景：时间

&地点 

推荐/奖项 
[MARC21: 586] 奖项 

X X 评级* 
其他* 

情绪 X X 感受* 

媒介连接 
统一题名 

[MARC21: X30, 6XX, 700 |t] 
 

X X 

 [知识困难]试图检测儿童选书时的难易度。我们使用几个途径来测试难度，比如页码、年

龄适用、阅读书籍的开头或者摘要。AACR2 和 ICDL 元数据模式都提供页码信息。此

外，ICDL 元数据模式还有另一用来测试难度的元素：长度*。但是 ICDL 元数据模式没有

明确定义长度*，对于长度是由页码还是其他因素决定尚不清楚。不过儿童可以通过长、

中等或者短来限制检索以此判断书籍的难度。AACR2 和 ICDL 元数据模式还提供书籍年

龄适用和摘要或者文摘。然而，二者都不提供书籍的开头。书籍的开头和摘要不仅为判断

难度提供信息还有别的作用。鉴于文摘或者摘要往往由作者、评论家或者图书馆员书写，

这部分信息是否能够为判断书籍难度提供信息有待验证。 

 [推荐/奖项]ICDL 元数据模式包含奖项和评级元素。儿童在寻找他们同龄人、老师或者家

人推荐的图书时可以用到这些元素。严格地说，奖项与推荐有些许不同，那些获奖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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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作可推荐图书。因此当老师、家长甚至图书馆员为他们学生或者儿童推荐图书时，与

奖项相关的信息就显得很有用。推荐与图书评级以及书评有关。ICDL 元数据模式允许儿

童通过 1 到 5 颗星来评价书籍。儿童越喜欢一本书，该书获得的星星就越多。评级*不仅

体现了星星的多少，也提供了摘要以及其他读者对该书的感受。正如上面所说，与成年人

相比，儿童对书的评论对于判断该书的难度更有帮助。然而，即使与奖项相关的信息能够

著录在 MARC21 中，AACR2 未包含奖项或者评级元素。因此，用 AACR2+编目，儿童无

法通过推荐或者评级来搜索他们需要的图书。 

 [主题]儿童的学习、社会活动或者兴趣影响着他们的搜索行为。主题的描述应该从儿童角

度出发。它可能需要主题间更加简明的结构层次或者更简单的受控词表。ICDL 不仅具备

主题和关键词的元数据元素 而且还有其自己的主题词表。AACR2 则没有主题元素，不过

MARC21 的 6XX 字段可以著录主题检索点以及其他主题标目形式和词表。与 MARC21 相

配套，我们使用 LCSH、儿童文献 LCSH、Sears 或者青少年标题表来提供主题检索点。本

研究将不会深究 AACR2 和 ICDL 元数据模式使用何种主题标目或者词表。不过，AACR2
和 ICDL 元数据模式具备主题和关键词元素这一点很重要。 

 [媒介连接]儿童对与他们所知的电视节目、电影等有关联的书产生熟悉感。这暗示了书籍

与其他形式媒介的关系。例如，源自书籍的电影，即使电影内容有一些或者很大的不同。

假若儿童能够获取两种作品之间的联系，该信息也许能够促使儿童选择书籍或者电影。使

用 ICDL 元数据模式，无法提供媒介连接信息。AACR2 则可以通过统一题名连接载体表

现。  

根据 AACR2 25.1.A： 

 “统一题名可以用于以下几种情况： 
• 集中具有不同题名、多种载体表现的同一种作品(例如版本不同、译

著)； 
• 当著录的正题名与为人知悉的题名不同时，确定某一作品。 
• 区分发表在相同正题名下两种或者多种作品。 
• 组织文档” 

此外，对于小说或者故事改编或者重编的多媒体资源，在现行编目中，MARC21 的

X30(统一题名)、6XX(主题检索字段)或者 700(附加个人名称款目)这些字段可以作为检索

点连接原始小说和多媒体资源。例如，Babe 是环球影业制作的一部电影。电影源自 Dick 
King-Smith 所著的 The sheep pig 。在这部电影的书目记录中，题名 The sheep pig 著录在

130、730 或者 700 的子字段|t 作为检索点。这样，当儿童搜索电影 Babe，他们也能检索

出原始书籍。反之亦然，就算儿童不知道这部电影，当他们检索书籍时，检索结果会包括

电影的书目记录。儿童可以选择两种作品中的任意一个。 

 [情绪]儿童希望获取阅读过一本书后他们可能的感受这样的信息。例如，儿童可能询问图

书馆员是否有读后使人“快乐”的图书。这种特点大大不同于成年人寻找图书的信息搜索

行为。情绪的设置一般由作者来决定。AACR2 没有有关描述情绪的元素。ICDL 元数据

模式则有：感受*。因此儿童能够通过 ICDL 元数据模式的“情绪”来检索图书。 



12 
 

 [框架]儿童搜索图书不仅依据主题，还根据书籍内容的背景比如时间、地域或者社会环境

(Pejtersen 1986)。 ICDL 元数据模式提供一个名为“背景”的元素，其内容包含时代和地

点。利用这个元素，儿童可以通过六个不同时代限制他们的检索条件：史前、古代历史、

500-1500 年、1501-1900 年、1901 年后、或者未来；还可以通过地点来限制检索条件，例

如大陆、海洋或者虚拟地点。与主题相似，AACR2 不涉及与书本内容相关的框架。不

过，MARC21 和 LCSH 有与 ICDL 元数据模式背景元素相应的内容。MARC21 的 648 字

段，主题附加款目——时代；600-650 字段子字段：|y 时代复分和|z 地理复分，这两个子

字段通常与 LCSH 复分相对应；或者 651 字段，地理名称。MARC 也有编码地理和时代

主题的字段(043：地理区域代码和 045：内容时间)以此来限制搜索。AACR2 没有覆盖主

题，无法对比 AACR2 与 ICDL 元数据模式，因此该部分对比在本研究范畴外。除了自由

行文的附注，AACR2 中无著录框架信息的地方可供选择。 

 [体裁]体裁也是儿童选择图书的关键标准。ICDL 元数据模式将书分为小说和非小说两

种，并为其分别设置了不同的元数据元素。ICDL 对“体裁”这个概念解释与众不同。儿

童可以通过搜索包括动作冒险、概念书籍、民俗和神话故事等体裁来浏览图书。AACR2
则没有为体裁设置一个元数据元素，不过 MARC21、LCSH 或者《国会图书馆资源类型标

题表》有与体裁相关的内容。但是 MARC21 对体裁的定义似乎并不适用于儿童图书馆。

“[…]体裁指的是文字材料或者图形材料智力内容的样式或者技术，比如观点、用途、创

造者特点、发布状态或者表达方式。[…]例如文字材料的体裁有：传记、教义、散文、赞

美诗或者评论。”同样地，MARC21 中的主题字段能够体现体裁，但这对于区分主题、

体裁和书籍类型来说比较困难。 

[先备知识]儿童比较容易选择他们熟悉的图书或者丛书，这些图书或者丛书里面可能有一

些特定的人物、电视节目和电影等其他媒体推荐过或者具备某些奖项。大多数引起儿童熟

悉感的因素在之前元数据元素中已经提到。AACR2 和 ICDL 元数据模式都具备与丛书题

名有关的元数据元素。但是，儿童经常把丛书准确题名记错。特别是当丛书题名有一个特

定人物的名字，儿童可能只记得人物的名字，而不记得丛书的完整题名。例如，《The 
Adventures of Benny and Watch》是著名儿童丛书。儿童也许只用一个人物的名字比如

Benny 或者 Watch 来搜索图书，因为他们对人物名字比较熟悉。正如这个例子体现的，图

书或者丛书有特别的人物，人物的名字对于搜索获取图书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所

以，元数据模式不仅要提供丛书题名，也需要一个单独的元数据元素著录人物名字。

AACR2 和 ICDL 元数据模式有著录丛书题名的元素，但是不提供人物名字著录的元素，

即使虚构名字比如米老鼠(文学角色)在 LCSH 中可能会被用为主题标目。  
 
研究发现，根据儿童信息搜索行为，一般而言，ICDL 元数据模式在描述儿童馆藏方面比

图书馆标准编目更为有效。通过拥有更多与儿童选书独有特点相关的元数据元素，ICDL
元数据模式为儿童搜索图书提供了更多的检索点。此外，考虑到信息组织和信息检索之间

的关系，在附注中描述信息，而不在独立的元数据元素中描述，对信息检索有不同的影

响。由于元数据元素严谨，ICDL 元数据模式在浏览检索系统中更为有效。利用关键词搜

索，附注中的信息可以被找到。然而，有关儿童搜索行为研究文献显示，浏览搜索对他们

来说更有效。这说明基于儿童选书特点建立的独立元数据元素具备多种渠道检索点的功

能。换言之，只要我们在元数据元素中描述等级、情绪或者人物等信息，儿童就可以限制



13 
 

检索条件通过字段搜索或者目录搜索从而获取自己需要的图书。它不仅仅为浏览检索提供

了更多的检索点，亦能提高检准率。  

可是，ICDL 元数据模式依然无法涵盖儿童选书的所有特点。另外，虽然 ICDL 元数据模

式具备著录儿童选书特点的更多元素，但是不意味着这些元素能很好的发挥功能来满足儿

童信息需求。例如，ICDL 元数据模式具有人物*元素，它将人物依对象或者角色分为动

物、小孩或者成人，但是并没有确定人物名称。这意味着元数据模式需要提供可供检索的

元素来著录与人物相关的信息。 

 
当焦点放在数据元素而非其价值时，本研究建议对主题表现形式在更为复杂的领域中进行

类似的研究。AACR2 和其他标准例如 LCSH，儿童文献 LCSH 或者 Sears，其目的是为了

描述主题、体裁或者形式。ICDL 有其独立的主题词库和受控词表。本研究只对其在结构

层次进行了阐述。因此，未来的研究将可能更需要对元数据元素的内容如主题、体裁等进

行评估。 
总而言之，在元数据模式和信息检索系统之间的关系方面，ICDL 元数据模式构建的信息

检索系统对儿童来说似乎更为有效。不过，本研究结果并未在真实环境中测试。因此，为

了确认这些结果，必须直接与儿童在真实环境中对两个模式的有效性进行对比研究。本研

究的变量将会是日后进行这类研究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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