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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
●    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进展

●    基础设施建设

●    标准规范建设

●    服务应用系统建设

●    数字资源建设和发布

●    宣传外联与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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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

2011 年国家图书馆重点加强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力度，设立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领

导小组，整体负责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督办项目进度，合理划分职能分工，完善工作流程，

提高了工程执行效率。

一、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进展

截至 2011 年底，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召开 5 个项目专家论证会，完成 9 个项目的软件开发工

作，完成 10 个项目的招标工作，完成 19 个项目的验收工作，落实 8 家承建商驻场开展工作。开

始为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初步设计规划的文献数字化加工中心、数字资源加工中心、数字资源存

储管理中心、网络管理中心、数字资源服务中心、系统开发维护中心、数字图书馆发展研究中心、

展示与培训中心这 8 个中心建设进行配套准备工作。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立项中总计 56 个项目中

已经交付应用项目达到 76%。

2011 年国家图书馆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工程管理，2011 年度完成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文档报批

53 件 , 召开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例会 8 次，各项目进展顺利。重新制定了《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

采购产品项目实施管理工作流程》、《数图工程定制开发软件项目实施管理工作流程》、《国家数字

图书馆工程集成类项目实施管理工作流程》，确保工程有序开展。在新的管理流程下调整了项目技

术联络人和审核人，完成了在建项目子项目组成员的情况重新登记工作，制定数图工程项目周报

格式，按时检查工程监理与总集成商的工作周报和阅读报告。

研究探索科学管理方法，引进项目管理软件。本年度为了解决多个部门共同参与工程管理而产生

的各种问题，国家图书馆引进了 HP 公司项目管理软件用于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的项目管理工作。项

目管理软件的应用提高了工程建设中各个环节的报批流程与馆方各部门之间的滞留时间，加速了项目

进展。通过项目管理软件，项目进度得到了实时管理。自 2009 年 9 月至 2011 年 9 月底共执行合同 87

份，采购产品类项目 43 个，定制软件开发类项目 19 个，集成类项目 11 个，标准规范项目 14 个。

二、基础设施建设

（一）RFID 扩展

2011 年度购买图书标签、光盘标签共计 80 万枚，增加馆员工作站 6 套，2011 年完成图书标

签粘贴转换工作 25 万册。

自 2008 年 RFID 技术在国家图书馆中文图书阅览区和中文图书外借室得到应用之后，其简化

读者借阅流程、强化室藏文献管理、方便读者查询的优势得到很好的体现，RFID 技术对图书馆业

务管理工作的改善作用获得全面认可。

国家图书馆通过 RFID 技术实现了高效的资源管理，但是每年不断增长的资源数量和读者更

多的功能要求还是推动进一步扩展 RFID 的应用。通过对软件的调整与硬件的补充，国家图书馆

主要开架阅览室都已纳入到 RFID 系统中，能够实现统计读者图书利用率，并据此调整室藏结构，

修订文献订购原则，对馆藏资源进行智能化管理。通过手持 RFID 阅读器等设备的使用，改善现

有业务流程，提高架位导航的准确率，同时减小对 ALEPH 系统的压力，提高了工作效率。RFID

管理功能更为完善，多阅览区提供统一的数据上传、下载以及统计平台。在现有图书分类指引的

基础上，扩大了智能书架位导航的范围，能够为读者提供更人性化、更便捷的指引服务。

（二）UPS 扩容项目

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不间断电源系统原有设计中设计了提供机房支持 750kVA 不间断供电能力的

设计指标，随着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建设，连接到系统的负载随着应用的增多不断上升，2011 年

以前建设工作中所安装电池容量已经无法满足后备 2 小时运行的指标，国家图书馆在 2011 年对 UPS

电池部分进行了扩容，增加电池数量 1032 块。经过扩容之后，后备电池容量达到 7600ah，能够支持

机房设备在 750kVA 满负载情况下运行 2 小时，完全解决了供电系统维护所带来的供电中断问题。

项目实施方案中国家图书馆特别重视环境保护工作，针对淘汰的废旧电池的环保处理明确了

严格的要求，并且严格要求承建商按照项目相关文档的规范进行施工。

（三）时间服务项目

为了确保国家数字图书馆各应用系统数据交互时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 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新

增时间服务项目。时间服务主要用于各服务器时钟与网络设备的授时，也可为各种控制设备提供

标准的时间来源。目前系统同时支持 GPS 授时和北斗卫星授时，授时精度小于 1 毫秒，铷原子钟

守时，精度达 1E-12 以上，能够保证国家图书馆关键应用的时间准确性。

（四）国家图书馆异地灾备系统

为了保证国家数字图书馆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系统安全，有必要对存储、数据恢复、关

键应用系统恢复进一步加强。在不影响生产系统正常运行的前提下，灾备系统可以实现生产系统

数据快速和准确复制到灾备系统的功能，满足生产系统发生故障或灾难后生产系统到灾备系统转

换的要求 ；在生产系统恢复后，实现灾备系统数据快速和准确地恢复到生产系统的功能，满足灾

备系统到生产系统转换的要求，保证国家数字图书馆应用的连续有效运行。

项目的建设目标是通过建立国家数字图书馆的异地灾备系统，提高国图核心业务系统的风险

抵御能力，避免或减少灾难打击和重大事故对国家图书馆及国家数字图书馆核心业务系统和重要

系统造成的损失，确保核心业务系统的数据安全和作业持续性，避免引起重要服务功能和渠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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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中断，保障业务的持续稳定运行。

异地灾备系统在国内图书馆界属首例，缺乏行业内部的标准和相关参考，从机房选址到网络

带宽和灾备级别的确定，结合图书馆的实际应用情况，考虑投资成本和灾难恢复资源的平衡，该

项目最终确认了同城数据级灾备的技术路线。

2011 年度国家图书馆针对灾备建设需求和涉及技术问题开展广泛调研工作，并对调研结果进行详

细汇总和统计。对国家图书馆现有软硬件基础设施、数据存储及未来增长情况进行统计和预估，形成

统计报表和文档 ；与灾备方案提供商进行交流，了解主流灾备方案的实现方式、设备和优缺点等 ；对

北京周边近 18 家商业数据中心、合作单位等的机房环境、硬件设施、网络现状和技术力量进行了实

地考察。计划按数据的盘阵、带库、本地硬盘光盘存储方式分类，不同的分类用不同的灾备方式。

（五）数字资源组织系统

数字资源组织系统是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资源生产获得的初步产

品都要经过数字资源组织系统的处理实现数字资源有序化、标准化。系统将接收源于文献数字化

系统及其他外部环境下产生的元数据和对象数据，这些数据经检验后引入，经过系统处理、集成、

管理后，形成规范的、有序的数字资源库，从而实现对数字资源的有效组织与管理，为发布系统

提供数据组织的功能，为长期保存系统提供资源组织与封装。

该项目完成后，可以实现对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集中统一加工和管理，为数字资源的质量控

制提供保障。系统 2011 年完成了需求制定工作。

（六）资源集中保存与管理系统运行平台

2011 年底资源集中保存与管理系统运行平台部分软硬件已经投入运行，包含存储设备部分，

服务器设备部分和监控软件部分。

国家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集中保存与管理系统运行平台是数字资源按国家图书馆制定的数据标

准进行加工、组织、存储的运行环境，这个运行环境的原则是以应用服务为核心，保证数字资源集

中保存与管理的应用软件稳定、高效的运行。

面对应用软件的数据处理能够提供高速无单节点的运算平台，面对应用系统的数据库要提供

大容量、大吞吐量、易扩展、具有数据安全保障的存储环境，面对应用软件的运行管理要提供对

服务器、存储、数据库、应用服务器及应用软件的监控和管理。

国家数字图书馆核心业务系统数字资源集中保存与管理系统包括定制开发的应用软件和服务

器及存储构成的系统运行平台。它分为应用软件开发和系统平台建设。

（七）文献数字化

文献数字化加工中心项目分为两方面——纸质文献数字化和图音视文献数字化。

2011 年纸质文献数字化软件开发完成，文献加工场地调研工作正在开展。

文献数字化加工中心包括文献数字化处理及管理软件、采集设备、输出设备、系统运行平台

及基础设施和配套设备。本项目的工程范围和边界是指文献数字化加工中心的应用软件开发，各

类专业扫描仪、缩微数字化处理设备及它们之间的集成。

文献数字化加工中心应用软件功能上主要包括 3 个方面。一是对各类文献数字化生产和标引生产

过程中各道工序的处理提供软件工具级支持，以提高各道工序（操作员处理或程序自动完成）的完成

质量和生产效率 ；二是对文献数字化处理任务进行流程化管理，通过对任务的分派和跟踪管理，提高

文献数字化处理的整体质量和工作效率 ；三是提供系统级支撑和管理功能，包括用户及权限管理、生

产工序配置管理、全局数据管理、生产情况统计、数字成品管理（包括介质管理）和移交管理。

文献数字化加工中心应用软件提供对数字化生产过程中物流数据、生产管理数据、数字化元

数据和对象数据、历史数据的有效管理，这是提高各处理环节生产效率的基础。

（八）无线网接入项目

针对无线网提供读者服务后，用户访问量日益增加，尤其是 2011 年实行免费上网政策之后，

读者反映无线网连接困难，为了能够更好地满足读者需要，工程立即针对网络质量下降的问题进

行了硬件扩容与软件优化。首先增加管理服务器用户授权数量，达到 55000 并发，比原来增加了

将近两倍 ；其次扩充网络出口带宽，目前无线网出口带宽达到了 40 兆，比照扩容之前增加了近 3

倍，已经能够满足每日到馆读者的无线网络应用。 

（九）测试中心建设

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初步设计中明确国家数字图书馆系统开发维护中心承担开发应用软件和

整体系统的应用软件的维护和部分技术研发工作，是数字图书馆系统与其他工作的基础和保障。

由于该中心主要是进行数字图书馆系统软件的维护与开发工作、数字图书馆技术研究工作、数字

图书馆系统应用软件的测试工作，所以主要的工作人员是利用计算机作为工具，通过建立的仿真

与测试环境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合作研究分析，在研究与分析的基础上，组织制定相应

的应用软件的功能、接口定义、与同行合作开发等。

系统测试是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中必需的能力，通过完善的测试工作，能够扩展国家数字图书

馆应用软件推广应用的范围，使工程建设成果更好地转化为应用。

根据《国家图书馆软件测试中心规划方案》，国家图书馆多次派人到中国软件评测中心进行调

研考察，针对中心建设范围、业务需求及实施方案等进行沟通和讨论。同时，对实验室认可准则

和实验室资质认证相关方面进行学习研究，根据《规划方案》和实验室建设标准已初步确定了软

硬件建设方案。

三、标准规范建设

本年度重点加强标准规范建设，积极推广成果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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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1 年 11 月底，组织并参与标准规范项目的沟通及协调会共 12 场，组织并参与标准规

范项目验收会共 11 场 ；完成 9 个项目结项，11 个项目业界专家验收，11 个项目网上公开质询，5

个项目馆内专家验收工作，4 个项目子项目组验收；完成本年度结项的 9 个标准规范项目成果的档

案建设工作。

推进第二批标准规范成果的出版工作，总计 23 个标准规范子项目中已经出版的占 48%。截

至 11 月 30 日，已出版《国家图书馆元数据应用总则规范汇编》，另有“图像数据加工标准与工作

规范”、“音频数据加工标准与工作规范”、“视频数据加工标准与工作规范”正在进行出版工作。

已经出版的标准规范成果都已下发各省图书馆使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完成第三批拟出版标

准规范项目成果书稿的准备工作。

业务管理处与研究院互相配合，积极促成国家图书馆 17 个标准规范项目成果申报文化部行业

标准。

四、服务应用系统建设

（一）办公自动化系统

办公自动化系统 2011 年正式上线，注册用户 1500 余人。新的办公自动化软件包括信息管理、

工作流管理、公文管理、综合事务平台、通讯沟通平台、个人办公、系统管理，并支持运营功能，

可以通过系统自身的各种自定义功能对系统进行调整，使系统在没有任何代码工作的情况下根据

国家图书馆的个性化需求作出调整。

办公自动化系统主要任务是建立馆内通信联络、公文发布、计划管理、流程管理等，应用于

国家图书馆的各办公管理环节。办公自动化系统旨在利用现有通讯方式和技术手段，加强信息的

流转，加强知识管理，帮助工作人员（管理层、业务人员、行政人员等所有员工）有效获取有用

的信息资源，提高工作效率，达到提高整体办公效率的目的，并将相关信息迅速、准确地送到主

管部门和各级领导的桌面。

（二）网站管理系统

国家图书馆网站管理系统的引入，是为了实现国家图书馆网站的高效管理，避免网站开发者

或内容发布者有可能造成的疏忽错误，增强网站管理体系，建立网站“制作—管理—发布”工作

流。需要实现增强网站管理机制，使网站工作规范化、流程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服务多样化，

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网站利用率。优化网站制作办法，促使网站的制作流程能够走在业内前沿，编

辑人员、美工人员、技术人员的工作分工清晰，并能在系统平台中协调配合。

新的内容管理平台既能实现国家图书馆网站内容的日常发布，又应对数字电视服务和手机服

务的实现提供技术对接。能够完成数据在网站、手机、电视三大媒体同时发布的功能，实现三网

融合。同时遵循 WCAG2.0 标准，实现了网站无障碍化。

（三）文津搜索系统

国家数字图书馆文津搜索系统的建设目标是 ：整合国家数字图书馆自建或其他方式获取的数

字资源，建立和维护高性能分布式索引，并结合基于互连网的信息收集和数据分析挖掘技术 , 向

用户提供一个统一的实时高效、精准权威的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元数据搜索服务平台。

2011 年集群系统采购完成，目前正在根据硬件需求进行机房配套的强弱电改造工作。

结合文津搜索项目对于元数据整理的需求，国家图书馆对资源数据整理工作的范围、操作方

法进行了明确。开始制作样例数据进行初步的测试工作。

数据搜集工作，现已为文津搜索项目收集书目数据 8177576 条。已收集外购数字资源

11931936 条（其中外文数据 900 多万条，中文数据 200 多万条）。自建特色资源数据收集到 718169

种，目次 57297723 条。与外购数据厂商进行沟通与协商，收集两个厂商的数据已将近 1 亿条。

（四）读者自助问询系统

随着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读者通过互联网使用我馆的数字

资源及各项服务。因此如何辅导读者高效使用我馆的各项资源成为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建立读者问询管理系统，整合现有我馆主页上的各项读者帮助，进行统一管理。读者问询管

理系统包括读者指南管理模块和常见问题（FAQ）管理模块两大部分组成。

读者指南管理模块将我馆各项服务指南文字进行编辑和管理，并利用新的触摸屏展示形式，

为读者提供方便快捷的自助式问询服务，达到宣传我馆各项服务以及对读者进行馆前辅导的目的。

通过交互触摸屏来形象、直观地向读者介绍国图各种服务，提供有效的帮助资讯以及国图实时新

闻等 ；实用的地图向导让读者了解国图各服务点的分布情况，能快速找到其位置 ；读者指南以 3D

图片（视频）墙的形式展现，配以目录树形的清晰结构，给读者以培训讲解。并辅以数字资源服

务、文化教育、特色服务、其他服务推荐等内容，使咨询触屏美观大方、内容丰富、实用且易用。

读者指南管理模块可以随时提供大量实时的国图服务信息给广大读者。用触摸屏式终端取代键盘

及鼠标等输入装置，直接以触碰方式输入指令到透明面板，读者通过轻触液晶显示屏，可实现本

系统资源的查询、浏览、阅读功能等。

（五）版权管理系统

2011 年，版权管理系统的主体开发工作完成。版权信息管理系统是建设国家图书馆的版权信

息库，实现版权基础信息、授权信息、版权合同信息的登记、管理，对外提供版权相关信息的查

询、检索和统计服务。建立和维护数字资源和纸质文献资源的版权记录，并根据不同资源类型，

通过唯一标识符或 MARC 字段将版权记录与摘要、目次、书目、数字对象实体等内容进行连接，

既能表明各种资源的版权关系，又能建立版权与对象实体的授权关系。所建系统能向国家数字图

书馆分馆或联盟馆进行推广部署，同时能实现主馆与分馆之间的版权信息库资源共享。结合数字

图书馆推广工程的实施，版权管理系统功能增加了推广工程对版权管理系统的复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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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唯一标识符系统

唯一标识符是实现因特网上应用系统互操作的关键技术之一，通过对数字资源的唯一标识，

可以有效地管理、利用和整合以互联网为应用背景的海量分布式数字资源，为全国各图书馆之间

的互联、互通、互操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数字资源的唯一标识符是实现目前因特网上应用系统互操作的关键之一，在数字图书馆发展

初期，各个系统根据自己的资源组织方式、技术方法、系统能力和管理模式，各自决定自己系统

的数字资源标识方式和相应的读取方式，这种方式限制了系统间的互操作。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人们更多地利用 URL 来标识和读取网络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跨系统读取的问题，但由于

URL 直接与数字资源当前物理位置相关，难以解决数字资源移动、版本控制等方面的问题。因此

数字图书馆和网络技术界提出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技术，通过永久性的逻辑标识符来唯一地标识

网络上的每个数字资源，从而使数字资源的标识独立于物理位置、应用系统和存取协议，有效链

接数字资源的多个版本，并在唯一标识符的基础上实现跨系统的指向、链接和读取，从而支持多

个数字图书馆系统对分布数字资源的调用和集成操作。

唯一标识符用于在网络上唯一标识和定位一个数字对象。在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中，唯一标

识符系统本身是一个能独立提供唯一标识符注册和解析等服务的系统，在核心业务系统的建设和

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唯一标识符系统，可以实现数字对象在核心业务系统的各子系统中

的统一标识和引用，方便元数据与对象数据之间的挂接 ；通过唯一标识符系统，还可以在各种检

索应用子系统中，直接通过唯一标识符解析到数字对象的 URL，从而方便实现数字对象的展示。

（七）数字图书馆推广展示项目

为了更好地展示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建设成果，并在公众中普及和推广数字图书馆，国家图书

馆将“数字图书馆推广展示项目”列为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的一个重点项目，2011 年初国家图书馆结

合“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活动撰写了《数字图书馆体验区（数字图书馆推广展示）立项方案》。

根据《国家数字图书馆展示厅观展大纲》，国家图书馆将项目组分成 7 个小组，分别对应体验

区的七部分内容展开工作。每个小组均对各自负责部分进行设计，提出了许多新想法和新思路，

也给水晶石公司提供了许多文字性材料和素材。目前国家数字图书馆体验区的建设正在进行中。

（八）资源发布与服务系统

数字资源发布与服务系统是国家图书馆数图工程重要的核心系统，该系统肩负着国家数字图

书馆揭示资源、服务读者的重要任务，是国家图书馆对外服务的门户和窗口。发布与服务系统是

以专题库的形式来对外提供数字资源服务的，专题库是指按资源的分类、子分类（如硕博论文、

民国期刊等）或特殊分类（如文津图书奖）的形式从数字资源组织系统过来的各分类数字资源库。

根据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总体架构，组织好的数字资源需要通过数字资源发布服务系统（以下简

称发布与服务系统）发布成各类数字资源专题库，为读者提供基于专题的资源访问服务。

项目的目标，是建立国家数字图书馆资源发布与服务系统，实现对专题库的定义、创建和管

理等，对来自数字资源组织系统的数据进行转换、整合处理、入库以实现数字资源发布的功能 ；面

向各类读者为各种专题数字资源提供检索、展现（权限控制机制下的）以实现数字资源服务的功

能 ；建立读者个人门户，为读者访问各应用系统提供统一的入口，并提供面向读者的个性化服务和

服务定制等功能。

（九）统一用户管理系统

在 2011 年以前，国家图书馆尚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用户管理系统，基本上所有应用系

统都建立有自己的用户管理模块，使用自己的用户库信息。这种状况，一方面给维护和管理读者

信息带来了很大不便，因为读者在多个系统中具有多套账号，所以用户信息不能进行统一管理 ；

另一方面给读者使用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一个读者要记住多个系统的账户和密码，在不同的应用

系统间切换时要多次登录 ；此外，由于缺乏统一的安全认证机制，在用户信息管理和认证方面存

在安全隐患。

国家图书馆此前在统一用户管理方面也开展过一些工作，通过读者管理系统向读者提供统一

的资源登录入口，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通过建立国家数字图书馆统一用户管理体系，可以借助各

地图书馆的力量，建成全国性的数字图书馆实名用户库，这些实名用户可以跨馆访问各地图书馆

允许实名用户访问的资源服务应用，达到充分利用数字图书馆建设成果、充分服务读者的目的。

项目的目标，一是建立国家图书馆统一用户管理系统，对国家图书馆读者信息进行统一管理，

提供面向应用系统的用户统一认证和单点登录机制，提供应用系统访问许可控制功能，实现国图

VPN 与统一认证机制的集成。在国家图书馆统一用户管理系统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对部分应用系

统进行改造，将这些应用系统纳入到统一用户管理和统一认证机制中来 ；还要配合新建应用项目

增加与国家图书馆统一用户管理系统完成统一认证和单点登录的功能。该系统应能够在各级省市

县的数字图书馆部署使用。

五、数字资源建设和发布

 （一）数字资源建设

截至 2011 年底，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已达 561.3TB，主要来源为电子报纸呈缴 4.3TB、

外购数据库 71TB、馆藏特色资源数字化 458TB、征集数字资源 8.8TB，网络导航和网络资源采集

19.2TB5 个部分（不含接受缴送的光盘），其内容单元主要包括 ：电子图书 142.7 万种 /185.3 万册，

电子期刊约 5.3 万种，电子报纸约 0.4 万种，学位论文约 353.7 万篇，会议论文约 308.1 万篇，音

频资料约 101.6 万首，视频资料约 8.9 万小时（讲座按每场 1 小时计）。具体来说：

1. 外购数据库

2011 年外购数据库共计 222 个，包括中文 106 个（占全部数据库 47.7%），外文数据库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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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占全部数据库 52.3%）。现有中文引进数据库包含的文献数量累计 ：中文期刊全文 2.07 万余种

（经查重），中文图书全文共计 444782 种 /886988 册，中文报纸全文 1600 种，中文学位论文全文

341 万篇，中文会议论文全文 364 万篇，国家标准全文 39149 条、行业标准 13871 条，专题节目

10788 小时，学术性报告 2.2 万余场，多媒体课程 5473 学时，少儿教学课件 76850 个，音乐 50 万

首，语言类 54942 集，舞台艺术 1100 部 /3000 小时。 

2. 数字化资源

截至 2011 年底，国家图书馆特色资源数字化全文数据超过 2.1 亿页，资源存储量共计

458TB，包括 ：中文现代文献（占用存储约 360.4TB），民国时期文献（占用存储约 0.55TB），中

文善本古籍（占用存储约 105.8TB）。

2011 年国家图书馆自建数字资源项目共计 23 项，总建设容量达 229.03TB，与 2010 年相比，

增长 30.03%。根据自建数字资源的内容和性质，2011 年国家图书馆自建数字资源包括六类 ：分别

为中文图书、学位论文、民国文献、古籍善本、视频讲座和特色资源。

（1）中文图书。2011 年，共完成 2010 年中文图书数字化 14081 册，建设容量 25061.66GB，

基藏本补藏数字化 9686 册，建设容量 13167.32GB。“盲人数字图书馆”中文图书全文识别项目共

完成 1260 册，建设容量 0.4GB。“少儿数字图书馆”选取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图书进行数字化加

工，共完成连环画 300 册，建设容量 40.64GB。“2010 年移动阅读”数字资源建设项目，共完成

2387 册，建设容量 3.97GB。“2011 年掌上国图手持阅读器及平板电脑”资源建设项目，共完成中

文新书数字化及全文识别 500 册，EPUB 格式转换 1528 册，建设容量 828.48GB。（2）学位论文。

2011 年内共完成博士论文数字化 25761 册，建设容量 27858.16GB。（3）民国文献。2011 年内共

2011 年自建数字资源建设容量文献类型对比

国家图书馆 2011 年与 2010 年自建数字资源建设容量对比

完成民国图书缩微胶卷数字化 3954 种，4163 册，建设容量 75.30GB。2011 年民国文献数字化加

工合作项目是与浙江大学 CADAL 合作建设的数字资源，2011 年内共接收 CADAL 提供的 1.5 万

种民国文献数据，建设容量 661GB。（4）古籍善本。“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中文善本数字化合作

项目”是国家图书馆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学院图书馆合作建设的数字资源。2011 年内共完成中文

古籍数字化 JP2000 格式数据 754 种，11205 册，建设容量 13247GB ；JPG 和 PDF 格式数据 389

种，7111 册，建设容量 1418.06GB。数字方志全文转换及版式还原项目，2011 年内共接收地方志

全文转换及版式还原 1065 种，21487 卷，建设容量 460.18GB。 “2010 年中华寻根网”家谱数字

化项目，2011 年内共接收家谱扫描图像 2042 种，建设容量 139264GB ；家谱全文置标 913 种，建

设容量 1331.2GB。“2011 年图书数字化与数据切分项目”选取以家谱为内容的图书进行数字化，

2011 年内共完成 36 种，36 册，建设容量 184.52GB。“2010 年世界数字图书馆”数字化专项 20

种，建设容量 111GB。（5）视频讲座。 “2010 年馆内重大活动视频专题片”项目完成摄像编辑视

频 1 场，建设容量 0.95GB。 “2010 年国图专题片拍摄制作”数字资源建设专项完成专题片 4 部，

建设容量 94GB。 “2010 年文津讲坛”讲座资源数据库项目是以国家图书馆面向社会推出的学术

文化系列讲座为基础建设的视频资源，共完成视频 50 场，建设容量 209.92GB。“全国公共图书馆

讲座联盟资源数据库建设”项目 2011 年完成讲座信息数据 10000 条，主持人信息数据 6000 条。

（6）特色资源。 “援疆期刊数字化”项目以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民族语种期刊为基础进行数字化加

工，截至 2011 年底共完成 29 种，326 册，建设容量 345.61GB。 “2011 年手机门户特色资源建设

项目”，2011 年内共完成公版图书 3570 册，视频讲座 90 场，学位论文元数据及摘要 65788 条，

建设容量 24.19GB。

国家图书馆自建数字资源经数字资源部验收合格后入库统一管理。2011 年全年成品光盘入

库 38674 张，较 2010 年减少 61.1%。成品光盘入库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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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 光盘
数量（张）

2011 年自建数字资源成品光盘入库统计

 序   号                          项    目  文献类型 文献数量 文件类型 光盘合计

  2009 年中文图书数字化项目 2 中文图书 49520 条 书目数据 2

   14420  14081 册 TIFF 

   350  15159 册 PDF 

 1 2010 年中文图书数字化项目 4 中文图书 20000 册 数据库 14780

   2  19808 条 书目数据 

   4  — 说明文件 

   6446   TIFF 

   166   PDF 

   20   TIFF 

 3 资源建设（连环画） 2   PDF 

  2011 年少儿数字图书馆 2   数据库 

   2   说明文件   

 4 2009 年盲人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 2 中文图书 260 册 TXT 2

  2010 年盲人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 2 中文图书 1000 册 TXT 2

 5 2010 年移动阅读数字资源建设 2 中文图书 2387 册 TXT 2

   412   TIFF 

   16  500 册 PDF 

 6 2011 年掌上国图手持阅读器 54   TXT 

  平板电脑资源建设 4 中文图书 1528 册 EPUB 492

   2   数据库 

   2  — 书目数据 

   2   说明文件 

   13454  23386 册 TIFF 

   240  23502 册 PDF 

   2  30000 册 数据库 

     中文摘要

 7 2010 年博士论文数字化项目 2 学位论文 29969 个  13702

     英文摘要

     29982 个  

   2  28804 条 书目数据 

   2  — 说明文件 

6612

26

中英文摘要

9686 册

300 册中文图书

中文图书2009 年基藏本缺书补藏数字化项目2

DVD 光盘
数量（张）

 序   号                          项    目  文献类型 文献数量 文件类型 光盘合计

   1644   TIFF 

   30  2375 册 PDF 

   2   数据库 

 7 2011 年博士论文数字化项目  学位论文 中文摘要  1680

   2  2373 个 

     英文摘要

     2369 个  

   2  — 说明文件 

   28   TIFF

   12  3954 种 PDF

 8  2 民国文献 4163 册 数据库 46

   2   书目数据

   2   说明文件

   464  143 种 JPG

 9 2010 年哈佛燕京中文古籍数字化 40 特藏古籍 3270 册 PDF 506 

   2   说明文件 

  2011 年哈佛燕京中文 324  246 种 JPG 

  古籍数字化 32  3841 册 PDF 

   120   TIFF、PDF、 

 10 2011 年图书数字化与数据切分项目  普通古籍  TXT、MDB 122

   2   说明文件 

   2   MPG   

 11 2010 年馆内重大活动视频专题片 2 视频 1 场 书目数据 6

   2   说明文件 

   8   MOV   

 12  2 视频 4 部 书目数据 12

   2   说明文件 

   102   M2P 

 13  2 视频 50 场 书目数据 106

   2   说明文件 

（续表）

356

中英文摘要

36 种

36 册

特藏古籍

2011 年民国图书缩微胶卷

数字化制作

2010 年视频数字资源建设

（国图专题片）

2010 年讲座资源数据库

（文津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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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 光盘
数量（张）

（续表）

 序   号                          项    目  文献类型 文献数量 文件类型 光盘合计

   92   TIFF

  2010 年援疆期刊数字化 6 期刊  JPG 100

 14  2   说明文件

   76   TIFF

  2011 年援疆期刊数字化 24 期刊  JPG 102 

   2   说明文件 

     公版图书  

     3570 册

     视频讲座    

 15 2011 年手机门户特色   90 场

  资源建设项目   学位论文  18

     65788 种  

      数据库

   2  — 书目数据

      说明文件 

 合    计  38674    38674

3. 网络信息资源建设

2011 年图书馆学导航资源新增资源 1532 条，维护资源 1662 条，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全库总量 6966 条。图书馆学新闻 2011 年度新增 414 条，全库总量 2656 条。农林导航资源 2011

年度新增 13 条，维护 103 条，全库总量 9653 条。电子报刊导航 2011 年度维护 6 条，全库总量

1360 条。政府公开信息 2011 年度新增 194247 条，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全库总量 525017

条 ；政府公报 2011 年度新增 697 期，全库总量 58 种 8317 期。触摸屏系统展示电子期刊 69 种，

数据年增量 54.5G，总量 125G ；电子报纸 200 种，数据年增量 3.27TB，总量 7.98TB。

2011 年网络信息资源采集与保存项目新增政府网站数据 0.655TB，新增专题 11 个，数据量

0.575TB。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网络资源总数据量达到 19.48TB，其中政府网站 13.88TB，

占总量的 71.18% ；专题 70 个，专题总数据量 5.6TB，占总量的 28.82%。

4. 数字资源征集

2010 年国家图书馆开展了数字资源征集工作 , 面向全国各省级公共图书馆及全国数字图书馆

特色资源

TXT

3GP

TXT2

12

2

12 种

138 册

17 种

188 册

建设与服务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等机构广泛征集数字资源。截至 2011 年底，征集资源存储量共计

8.8TB，主要包括地方志、民国文献、老照片、家谱、专题视频和馆藏特色资源等。

国家图书馆网络导航资源主要包括政府信息导航、国内外图书馆导航、电子报刊导航、新农

村建设专题导航、农林导航等。近年来，国家图书馆有重点地开展了中文网络信息资源的采集与

长期保存，目前已保存我国 5 万余个政府网站信息（每半年更新一次）、315 种中文电子报纸以及

中国学、开放存取、奥运会、航空航天、日本地震核泄漏、汶川地震 3 周年纪念等 70 个专题信

息。网络采集资源存储量共计 19.2TB。

全国数字资源征集项目是为丰富国家文献资源总库，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面向全国

各省级公共图书馆及全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等机构广泛征集数字资源，并

将通过互联网、新兴媒体服务计划、县级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全国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等，向

全国公众提供高质量的数字资源服务。2011 年内已完成了项目一期 23 个地方馆提交的 54 个资源

包的数字资源建设，建设容量 10143GB。

国家图书馆开展数字报纸典藏项目（Digital Newspapers Repository，简称 DiNeR），通过报社

授权征集、公开资源获取，征集电子报纸数据用于长期保存。截至 2011 年 12 月，征集数字报纸

库累计报纸种数 74 种，数据格式包含 PS、PDF 及自动运行程序。2011 年度新增 1305.62G，较

2010 年增加 15%，累计数据量达到 4460.82G。

（二）数字资源发布

截至 2011 年底，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发布总量达 473.4TB，占数字资源建设总量的 77.9％。

数字资源发布方式包括馆域网发布服务和互联网远程授权访问服务，发布数量如下 ：馆域网发布

278TB，占已发布数字资源的 63.6％ ；互联网发布 159.4TB，占已发布数字资源的 36.4％。以上

已发布的数字资源的内容单元包含电子图书 129.9 万种，172.5 万册；电子期刊约 5.3 万种；电子报

纸约 0.4 万种 ；学位论文约 350.5 万篇 ；会议论文约 308.1 万篇 ；音频资料约 60 万首 ；视频资料约

3.7 万小时。

国家图书馆外购数据库 60 个（中文 43 个、外文 17 个）法律授权允许馆域网服务，占全部外

购数据库的 27% ；162 个（中文 63 个、外文 99 个）法律授权可实现互联网远程授权访问，占全

部外购数据库的 73%。

馆藏特色资源数字化。国家图书馆已发布馆藏特色数字化资源存储量为 358.2TB，占全部馆

藏特色数字化资源的 78.2％。其中，实现馆域网服务 252.3TB，实现互联网服务为 105.9TB。

数字资源征集开展顺利，由于征集的数字资源类型复杂，格式多样，因此发布前的验收和整

理工作周期较长，截至 2011 年底征集数字资源发布资源的存储量约为 0.8TB，占全部征集资源存

储量的 9.1%。

网络导航数据采取建设即发布的方式，并保持定期更新维护，全部实现互联网服务。网络资

源采集发布资源的存储量为 5.9TB，占全部网络资源采集存储量的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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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至 2011 年数字资源建设与发布情况

（三）数字资源建设项目制订和管理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项目分别由多个部门承担，具体包括数字资源部、信息网络部、社

会教育部、古籍馆、缩微文献部。2011 年完成 41 个数字资源建设专项任务的制订 , 推进 2010 年

数字资源建设专项任务验收和 2011 年数字资源建设专项任务的开展，对专项的进展情况和数字资

源建设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还制定了 2012 年数字资源建设规划，内容包括自建数字资

源、版权征集和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资源建设 3 个方面。

数字资源管理方面，完成《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与发布统计报告（截至 2010 年底）》的

撰写，完成《国家图书馆外购数据库建设情况统计报表》和《国家图书馆自建数字资源建设及发

布情况统计报表》审核汇总工作，完成《2011 年数字资源建设专项任务完成情况表》审核汇总工

作，开展国家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摸底统计工作，完成《基于网络的自建数字资源读者使用情况

统计表》的制订和统计工作。

六、宣传外联与科学研究

（一）汶川援建

在“5•12”汶川地震三周年之际，为提升灾区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推动灾区公共文化服务跨

越式发展，实现文化惠民，国家图书馆依托“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利用国家数字图书馆建

设成果，联合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图书馆，通过推送精品数字资源、捐赠图书、举办文化讲座

和展览、组织专家对灾区图书馆工作者提供培训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做好灾区文化援建工作。 5

月 7 日，纪念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国家图书馆灾区文化援建活动在四川省都江堰市图书馆举行，

本次援建面向“5•12”地震极重灾区和部分重灾区的县级图书馆。主要援建内容为 ：捐赠图书 20

万册，受捐馆将建立国家图书馆捐赠图书专架，图书内容涵盖文学、心理、经济等多个方面 ；以

硬盘封装的方式，向各馆推送 5000 册近年来新出版的中文电子图书 ；面向各馆开放国家图书馆

部分数字资源远程访问权限，包括访问 1 个多媒体数据库，5 个少儿类数据库，部分电子图书 ；

赠送 1000 套“送书下乡电子图书光盘”，该光盘资源精选自“送书下乡工程”中的图书进行数字

化加工制作而成，涉及法律知识、百科知识、医学保健、农村实用技术、文化教育等 11 类 ；向

各馆赠送国家图书馆第六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国家图书馆还将首先在都江堰市图书馆开

辟“国家数字图书馆服务专区”，并逐步拓展到其他县馆，以便各馆读者直接访问国家数字图书

馆丰富的数字资源。

（二）中日韩数字图书馆项目

10 月 21 日中日韩数字图书馆项目业务交流会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行，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

长魏大威、馆长助理孙一钢出席了会议。

经文化部批准，2010 年 8 月，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

签署了《中日韩数字图书馆计划协议草案》，中日韩数字图书馆项目正式进入实施阶段。此次业务

交流是《中日韩数字图书馆计划协议草案》签署以来举办的第一次三方工作会议。

国家图书馆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谢强，国际交流处副处长马静，研究院副院长申晓娟，数字资

源部主任李晓明、副主任李春明，信息网络部副主任邢军、主任助理李志尧等项目工作组成员和

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日本国会图书馆总务部主任参事原田久义 (HISAYOSHI Harada)，关西馆主

任司书柴田昌树 (SHIBATA Masaki)，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数字企划部高级研究员朴振虎（Jin Ho 

PARK），信息技术课副课长洪承演（Seung Yeon Hong），数字企划部馆员朴一心 (Il Sim PARK) 参

加了会议。魏大威作了题为“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的实践与展望”的主旨报告。

日本、韩国国家图书馆的代表也分别介绍了本馆数字图书馆建设取得的成就，并对“中日韩数

字图书馆项目”的具体合作事项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各自的建议。三方通过反复协商，就共享

标准规范、WebOPAC 检索进行互联与对接、业务交流会议组织机制、工作组沟通机制以及项目宣

传等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

此次中日韩数字图书馆项目业务交流会的成功召开为三方今后在数字图书馆领域的进一步合

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军营网上数字图书馆

12 月 30 日国家图书馆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合作共建军营网上数字图书馆，并举行共

建数字图书馆签约仪式，周和平馆长在仪式上发表讲话。国家图书馆为沈阳军区提供了总量超过

10TB 的数字资源，包括 20 万余册电子图书、1000 多小时的专题视频、1 万首音乐歌曲及 3000 余

册中文电子图书、老照片等资源，通过专题网站为军营提供浏览和检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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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警营数字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与重庆公安局就合作数字图书馆建设事宜进行了积极沟通，推进国家图书馆与重

庆市公安局合作建设重庆市公安局警营数字图书馆工作，2011 年完成国家图书馆与重庆市公安局

网络连接认证工作及部分读者证卡办理工作，开通远程资源访问资源 18 种。

（五）企业分馆合作

推进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数字图书馆建设事宜，与塔里木油田公司方面进行资源、服务

事项沟通，就数字图书馆分馆建设工作达成了合作意愿，已经着手实质性建设工作。

（六） 北京科技嘉年华

2011 年 9 月 16 日—23 日，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举行全国科普日——北京科技嘉年华活动，

国家图书馆组织了“全民数字阅读——北京科技嘉年华活动”专题活动。活动以“全民数字阅

读——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宣传”为主题，通过展板、现场互动、宣传册及小礼品派发等多种形

式为观众展示国家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成果 ；观众还可以利用展区提供的计算机、数字电视、移动

终端、触摸屏等真实体验国家数字图书馆。宣传不仅可以反映国家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历程和建设

成果，也能让受众了解数字图书馆的有关知识，并进行互动体验。所采用的技术手段能够体现数

字图书馆的主要特点，给受众以强烈的感官冲击，富于感染力与震撼力。体现国家数字图书馆

“开放、合作、共享、创新”的理念，能让体验区的参观者通过参观体验区学习数字图书馆知识，

了解国家数字图书馆，体验国家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及服务成果，将体验区打造成数字图书馆知识

的普及园地、国家数字图书馆资源与服务的推广展示园地。

年度掠影

【规范项目管理流程，引入项目管理软件】

为了保障数字图书馆工程和项目的顺利实施、开展，降低工程实施风险，2011 年上半年国家

图书馆对项目管理流程进行梳理规范，形成了《2011 年数图项目实施管理流程》，成为数字图书

馆工程实施管理的主要依据。同时引入项目管理软件，建立项目管理系统平台，规范管理过程，

提高项目执行效率与管理成熟度。项目管理软件已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完成初验，试运行顺利。

【数字资源征集工作进展顺利】

数字资源征集工作于 2010 年正式启动。在 2010 年征集工作的基础上，国家图书馆于 2011 年

9 月开始实施 2011 年度数字资源征集工作，制定和完善了数字资源征集办法、数据加工标准规

范、版权证明规范等一系列文件，面向全国发出征集公告，收到 31 家单位 114 个资源包的申报。

为科学严谨开展征集，国家图书馆组织召开了专家遴选会议。结合国家图书馆的数字资源需求，

最终与 25 个机构达成 65 个资源包的征集意向。国家图书馆对 2011 年征集中提交的数字资源进行

了全面验收，共完成对 23 个馆提交 54 个资源包约 10TB 数据的验收。在验收中，敦促补充和修

正数据 21400 余条，补充版权证明材料 43 份，并完成数据备份。验收通过的资源已经在“数字图

书馆推广工程”网站（http://www.ndlib.cn/）上发布服务，并将陆续全部发布。

2011 年国家图书馆征集数字资源的主题分布

【征集资源发布】

2011 年，国家图书馆探索数字资源共建共享的新机制，面向全国图书馆界征集符合条件的数

字资源，并利用特色资源发布平台成功发布地方馆征集资源特色资源 10265 种、地方志 1368 种、

专题视频 2511 种、老照片 3525 种、民国文献 5795 种以及家谱 258 种，充分发挥了国家图书馆在

全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同时也为图书馆界提供更多的资源，为全国读者提供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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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

【加强版权全流程管理】

2011 年，国家图书馆加强数字资源生命周期全流程的版权支持和管理。7 月，国家图书馆

完成对本馆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相关的版权状况的全面梳理，完成自建数字资源和知识库的法

律调研。

在内容方面，全面整理公共领域书目数据，对中央电视台音像资料馆、中国科学院、国内知

名科普类网站和视频网站等机构的数字资源和版权情况进行调研，为开拓数字资源社会征集、丰

富资源的多样性打下基础。在服务方面，国家图书馆坚持合法合理使用数字资源，在新疆数字图

书馆推广工程资源推送、中国残疾人数字图书馆等项目中发布版权声明，规范版权管理。在管理

方面，起草了《国家图书馆接受作品版权转让与授权管理办法》和《国家图书馆文献资源版权管

理暂行条例》，为进一步规范国家图书馆在数字资源征集、加工、服务和保存方面的各项工作提供

制度支持。在宣传方面，编发了《数字版权传真》内部刊物，并定期更新国图网站“数字版权征

集”栏目，组织版权专题讲座等活动，进一步推广数字资源的版权意识。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截至 2011 年底，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工作共完成 8 类资源（页采集数据、中文图

书、博士论文、敦煌 IDP、光盘再生资源、音像资源、基藏本补藏、数字家谱）221.25TB，共

计 760172 册 39061198 页数据的上传、检查、抽检工作。全年接收数据量比去年（93.4TB）多

133.2%。归档保存发布数据 16 个目录，共计 3.46TB 的数据，包括中文图书、民国图书、民国法

律、民国期刊、矢量数字方志、图片、中国学 7 大类数据。完成读者管理系统、一卡通系统、数

字资源门户等多个应用系统的数据备份工作。

【存储系统管理】

完成 24 个应用系统（包括数字图书馆工程项目的 5 个系统）共 389TB 空间申请的详细调研，

提出合理化建议，保证各应用系统的顺利实施。完成对唯一标识符、版权信息管理系统、统一用

户管理系统等 10 余个应用系统的部署和调整，针对各应用系统的特点设计部署方案，成功完成系

统部署和实施。

馆 藏 珍 品

清全形拓《毛公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