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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網路資源連結-P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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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固定的 URL 名稱。基本仁， PURL 
是 URL 的…餾轉向機制，它利用現有的

自 TTP 協定做轉向讀取，目此和目前網

路晶m協定相容，它含有三個基本的項

目(1)詰定 (Protocol )、( 2 )辦
析位上正 (Resolver Address) 、 ( 3 ) 
乞情( ~a llJ e )升起

~ ι 司F 司司 \\首』…iI r竺已ddress name 

標准 úl; lRL 、 11 ,_ 

是會先連結到 pur l. oclc. org 
PURL Server 上，再轉 Ikeith/home

料庫~最搜尋，找出真正的網址，熱後

使用者端蝕轉向讀取，如醫一

爪， Bi安當這個文件被撮移至1其它地方
詩，只要在 PGRL Server 上的資料館更

，使用者在讀取或文件上的

，還是維持 http://purl.oclc.org/

keith/home 即可，不用再做更動。

PURL Sener 本身會告
料庫，就算封

無蹺，資料庫中

當歷

if支持;再~， PL RL 存必

且1
口
一
悴

PURL seavcr 

3. 是至于今畜飲 E交靜的

且1
盟 2 1-1 PURL 存取棋路資潭

PURL 的特~

從蔚醋的敘連中，

認為 PURL 和網路上捏供獎吊著免

的巴拉S '或者免費謂

的功能，其實不然， PURL 在車且上

性，其特色有:

一、使用者管理功能:目話網路上

供的免費 DNS 豈是錄或網頁對應，

具{備使舟者管理的功能，也就是

路仁所有使m者皆可存眾，

面將建成威脅，但是 PURL 除了揖供

一臨夜間者普灑性的 PURL 解析外，更

可進一步提供已註冊使用者私人的

PURL 解蜓'mJ且已註冊使用者可自行

管理研層的 PURL '對其它使用

群組、存取權限等等，對於安
的保

二、額(以輯菜系統的目錄: í吏

可以對登記的 PURL Domaìn ~故類似檔
的功能，這也是一般免費品的S

或網真對 ß章所缺乏的，問如 PURL

http://pur l. fake.com/ 立 IB/CI

documen t '其中包括三@[ Doma i n : 
A 、 B 、 c '假設立為使用者登線註而

名稱，與 A 為1使月1者最高的 Domain ' 
而 B 是 A 的 subdomain ， C 是惡的

subdomain '時這些相對庸的部位，可
宿使用者自己

玉、部份轉向前龍: PU RL 雖然
的協定仍是 URL '但 PURL Server 在

解析時，會儘可能地位資料庫中尋找和

軒惡的 URL '並插入剩餘的 URL 來當作

解析，與如: http:// 開了1. f 00. coml 
barl 可以解軒出 http://you r. 當 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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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your/ 嘗 eb/root/ '但

http://pur l. foo.com/bar/some 
st 叫f. html 卻可;三解析出 http://

vour. Web. server/vour几~eb/root
some/stuf f. html 、和用前述的檔案系
控目錄，使用者可以對單。一資誰敢目

'寵若晶晶份轉向功能，則可

站做管理，用以當緝

住址時，對一般使

: PURL Server 
用者下載，且

SunOS 、 Solaris 、 AIX 、 Linux 等作
系饒的版本，特別是百前 Linux 作業

系較正逐廟前行，且硬體需求較{氏，一一

閥、企業、但人1連串者都可依

實彈需求自行架話，自此若著使用

P U R L 的意穎，皆可至 o C L C 串連
(http://purl.oclc.org/) 下載程式

目前並未援供幫indows

統票設 PURL Server 的程式。

PURL 的態揖

說‘京論是內部網路

厝 PURL 必定能提供較佳的寮源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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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關鍵芋，讓使厝者選議搜

多的網路資源，但

讓人大失所望，浪費的
時問，自Ift擁看… f[a

示法將是非當

許

科技投育系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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