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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与科研   

一、科研项目

（一）立项情况

�0�� 年度获准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 项，资助经费 ��0 万元。馆级项目立项 �� 项，资助

经费共计 �� 万元（参见“统计资料”之四“科研立项与结项”）。

（二）结项情况

�0�� 年共结项 �� 项。其中馆级项目 �� 项、部级项目 �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 项（参见

“统计资料”之四“科研立项与结项”）。

二、学术成果

截至 �0�� 年年底，国家图书馆员工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 项，正式发表的成果包括著

作类（包括参与编撰等）�� 部，论文 ��0 篇。

文津出版基金共资助 � 部著作出版：①李蜜《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综论（附图书目录）》。该书

对民国时期古籍出版史做概览性描绘，用丰富翔实的出版统计数据直观揭示此阶段古籍出版业

的发展趋势。通过论述各类出版主体不同的运营方式和出版特色，揭示出政治社会变迁与古籍出

版业间的影响关系和互动现象，从古籍出版业的变化展现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潮起落。附录《民国

时期出版古籍简明目录》系统著录民国时期出版古籍图书，是这一主题的首部专类目录。②刘波

《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国家图书馆是中国收藏敦煌遗书最丰富的机构，也是中国敦煌学研究与

敦煌学学术服务中心之一。全书共 �0 章，分多个专题阐述百余年来国家图书馆在敦煌遗书保护、

敦煌学研究等方面的作为与贡献，内容涵盖收藏史、保护史、编目史、研究史、服务史等多个方

面，并综论国家图书馆对敦煌学的贡献。书后附《国家图书馆敦煌学编年事辑》《国家图书馆敦

煌学论著目录》两个附录，具体展现国家图书馆对中国敦煌学发展的贡献与影响。③肖禹、王昭

《家谱谱系数据模型研究》。该书是国内第一部以家谱谱系模型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国家图书馆馆

级优秀科研项目成果。通过对谱系表格、世系树 XML、GEDCOM 等现有数据模型的比较研究，

结合大量数字化工程实践，提出具有专指性、通用性和可扩展性的世系树模型，实现人物数据与

关系数据的低耦合度建模。世系树模型按照核心集、扩展集、辅助集的方式构建，支持各类谱系

数字化，能够描述联宗谱、通谱、支谱等不同规模的谱系。同时，给出世系树文件 XML schema

描述和谱系数据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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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0�� 年，国家图书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以下简称“工作站”）紧密围绕图书馆事业发展重

点，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各项工作均取得稳步发展，一个科研与业务相互

促进、科研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的良性互动机制正在形成。

（一）颁布博士后工作有关文件

�0�� 年 � 月，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见》（国办发〔�0��〕

�� 号），国家图书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结合工作实际，对 �0�� 年 � 月印发的《国家图书馆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管理办法》（国图研发〔�0��〕�� 号）进行修订，发布《关于印发〈国家图书馆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图研发〔�0��〕�� 号），进一步完善工作站管理制度。

（二）博士后进出站及日常管理情况

工作站发布 �0�� 年招生简章，收到 �� 份进站申请书，分两批组织进站面试，最后确定招收

� 名 �0�� 级博士后人员；组织完成 � 名博士后出站；组织召开出站鉴定会 � 场、开题论证会 � 场

和中期考核会 � 场。

（三）在站博士后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 �0�� 年年底，工作站共有合作导师 �0 人，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

文献信息组织、数字图书馆、古籍题跋整理与研究、古典文献学研究和善本书志与古籍保护；已

出站人员 �� 人，在站研究人员 � 人。

在站博士后人员中：�0�� 级 � 人，�0�� 级 � 人；古典文献学 � 人，图书馆学 � 人；全职 �

人，兼职 � 人；女 � 人。

（四）博士后基金申报与资助情况

�0�� 年，工作站积极组织在站博

士后申报各类型科研项目：组织开展第

��—�0 批博士后面上资助项目，获批面

上资助二等项目 � 项；获批国家图书馆

馆级科研项目 � 项。

（五）博士后科研及学术交流情况

�0�� 年，工作站在站博士后共发表

论文 �0 余篇，参加学术研讨会 �0 余人

次。组织博士后在馆内开展学术报告两

场，反响良好。
�0�� 级博士后杨观做馆内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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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图书馆事业发展研究与图书馆政策研究

�0�� 年，国家图书馆围绕图书馆事业发展与相关政策开展系列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一）图书馆事业发展研究

�. 组织开展图书馆事业发展中长期规划研究

组织编制规划文本。其中，《国家图书馆“十三五”规划纲要》根据征求意见和国家的最新政

策文件，完成规划文本修改；《全国图书馆标准化工作“十三五”规划纲要》于 � 月正式发布；受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委托编制的《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经反复讨论修改后于

�0 月上报。

受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委托开展规划支撑研究。其中，《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十三五”发展规

划》围绕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现状及问题、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数字图书馆建设、法人治理结

构等 � 个重点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完成 ��.� 万字的调研报告上报；《全国古籍保护“十三五”规

划纲要》围绕古籍制度建设、普查登记、保护修复和开发利用等重点问题开展调研，完成 �.� 万

字的调研报告上报。

�. 组织开展图书馆事业发展研究

组织编纂《中国图书馆年鉴》和《国家图书馆年鉴》。其中，《国家图书馆年鉴 �0��》于 � 月

正式出版，约 �� 万字，��� 幅图片；《中国图书馆年鉴 �0��》于 �� 月完成编校并交付出版，约

�0�.� 万字，��� 幅图片。� 月在甘肃兰州组织召开“《中国图书馆年鉴》编纂工作会议”，部署

�0�� 卷年鉴编制工作，共 �0 余人参会。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 ·“十二五”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卷》统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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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编纂《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

（蓝皮书）。其中，《农村图书馆卷》于 � 月正

式出版。《数字图书馆卷》根据出版社意见完

成审校修改，待正式出版。《少年儿童图书馆

卷》于 � 月召开统稿会，完成修改稿并交付出

版。《“十二五”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综合卷》

于 � 月召开启动会，并完成初稿撰写。

在文化部财务司的支持和指导下，继续组

织对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年度数据进行

汇总整理与分析，完成编制《�0�� 中国公共图

书馆事业发展基础数据概览》，供省级以上政

府主管部门领导和副省级以上公共图书馆管理

者参阅，共寄发近 �00 份。

组织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图

书馆事业”分支，确定分支条目遴选、参与条

目编纂、联系业界专家撰写或修改条目、召开

撰稿人会议等，目前已回收 ��� 个条目。

开展全国各省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情况调

研。梳理各省省情、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情况以

及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情况，完成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概况初稿。

为全面系统地剖析国家图书馆的特殊职能，并从世界各国国家图书馆履行职能的具体实践中

汲取成功经验，为国家图书馆在“十三五”时期建设成为“国内最好，世界领先”图书馆提供参

考借鉴，启动《国家图书馆概论》编纂工作，已完成初稿，并于 � 月召开统稿会。

（二）图书馆政策研究

�. 开展立法支撑研究

开展《公共图书馆法》立法支撑研究。受文化部委托，对社会各界关于《公共图书馆法（征

求意见稿）》的 ��� 条意见与建议进行汇总整理，组织召开 � 次专家研讨会；根据国务院法制办的

意见，对法条中涉及的重点问题、概念表述进行阐释说明，并对法条中涉及的图书馆行业组织、

文献信息处置制度、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数字图书馆事业发展等重点问题开展专题研究。

向文化部报送 �0�� 年度调研成果《“公共图书馆法”立法支撑研究报告》，被评为“全国文化系统

�0�� 年度十佳调研报告”。编辑整理《�0�� 年公共文化相关法律政策选编》。

�. 提供重要政策建议及报告

根据文化部等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中华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 · 农村图书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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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关于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与学校教育融合发展的工

作方案》《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政策文件的制定和实施提出意见建议。

就国家图书馆重点工作开展研究，向有关部门提交研究报告及相关政策建议，包括《关于

国家图书馆战略储备库功能定位的研究报告》《关于国家图书馆分馆建设的调研报告》《关于国

家图书馆各馆区名称及职能 / 功能定位的建议》《国家图书馆关于上报中华文化传承工程材料的

函》等。

�. 组织开展省、市、县图书馆业务规范研制工作

受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委托研制《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召开专家讨论会，根据专家意见完成

对省、市、县三级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的修改，于 � 月正式上报。经公共文化司审查，建议作为

文化行业标准正式发布，目前正在向文化科技司申报行业标准。

�. 接受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委托开展调查研究

承担文化部 �0�� 年重点调研项目“公共文化机构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完成《我国公共文

化机构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调研报告》并上报文化部，被评为“全国文化系统 �0�� 年度优秀调研

报告”。

受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委托，开展“乡镇综合文化站专题调研项目”“乡镇综合文化站服务效能

抽查项目”调研和召开工作会、专家研讨会等工作。

完成廊坊市创建第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制度设计研究。根据委托方廊坊市文广

新局的意见，完成项目成果的汇总整理，并协助委托方完成示范区验收评审等工作。该项目在文

化部组织的示范区制度设计成果验收中位列中部组第一名。

完成教育部委托项目“我国文化场馆语言文字应用调查及对策研究”。撰写项目成果《我国文

化场馆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及对策研究报告》，共计约 ��.� 万字，获 �0�� 年度教育部机关优秀

调研报告二等奖。根据教育部新的委托要求，起草《文化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文化场馆语

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通知（建议稿）》。

�. 对相关政策文件及行业发展动态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

组织编发《图书馆政策研究参考》《图书馆决策参考》《业界动态》等内部刊物，面向图书馆

管理者和政府主管部门领导，跟踪报道国内外图书馆相关政策制度发布情况和图书馆事业发展实

践动态信息，目前共计编发各类刊物 �0 期。

编辑整理《习近平论文化》第二辑（�0�� 年 � 月—�0�� 年 � 月）；在之前整理《习近平论历

史》《习近平论文化》基础上，编印《习近平论历史文化学习读本》。

（三）数字图书馆研究

�0�� 年编发 � 期数字图书馆发展研究专报。其中：《新信息环境下的图书馆营销》分析公共

图书馆的营销现状，全面总结分析新信息环境下图书馆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的营销案例，给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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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图书馆营销的策略建议；《文献战略储备库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介绍国内外图书馆战略储备库

建设的基本情况，详细梳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结合国内外相关案例

的介绍，为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出建议；《开启全民阅读盛宴——移动阅读

平台调研分析与启示》对国内外商业移动阅读平台和国内图书馆界移动阅读平台进行全面系统

的调研与分析，为公共图书馆开展移动阅读平台建设和服务提供参考与建议；《聚焦信息安全，

探索网络空间新发展——图书馆信息安全研究》研究和分析当前主流的信息安全防护体系框架，

介绍信息安全防护的新理念、新技术、新趋势，为图书馆建立和完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提供参

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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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掠影

【文化部科技提升计划项目“中文字符数转模技术研究”结项】

�� 月 �� 日，文化部科技提升计划项目“中文字符数转模技术研究”通过验收委员会专家评

审，顺利结项。该项目主要进行四方面研究，一是对中英文字符的差异性进行分析，对典型中文

字符字体的线对表现技术进行研究；二是数转模设备曝光技术研究，解决数字屏幕分辨率较低、

曝光次数与时间配比及影像边缘变形等问题；三是数转模设备的设计与研发，解决硬件设备设计、

选型、加工、组装、测试等环节中出现的问题；四是研究和制定中文字符“数转模”标准规范。

该项目由国家图书馆、北京市照相机总厂、天津图书馆 � 家单位联合申报，�0�� 年 � 月正式立

项，旨在全面调研国外数转模技术原理及实现办法，深入研究中文字符数转模标准规范及实现手

段，研发数转模样机，为设备的国产化搭建技术环境。

文化部科技提升计划项目“中文字符数转模技术研究”结项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