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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业务工作
●    文献信息建设

●    文献信息组织

●    文献信息保存与保护

●    年度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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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业务工作   

一、文献信息建设

（一）中文文献

�. 中文图书

接收缴送 �0���� 种 �00���� 册，较 �0�� 年种数减少 0.��％，册数减少 �.��％。购买 ������

种 ����0� 册，较 �0�� 年种数减少 ��%，册数减少 �0%。接受赠送 ��0� 种 ���� 册，较 �0�� 年

种书减少 �0%，册数减少 �0%。补藏中文图书旧书 ���� 种（含赠书），较 �0�� 年减少 ��%。

�. 学位论文

采访 ������ 种，较 �0�� 年增加 0.�%。其中博士论文 ����� 种，博士后报告 �0�0 种，硕士

论文 �����0 种。

�. 台港澳文献

采访图书 ����� 种，较 �0�� 年增加 �.��%；采访期刊 ��� 种 ���� 册，较 �0�� 年种数减少

�.0�%，册数减少 �.��%；采访报纸 �� 种 ����0 期，较 �0�� 年种数减少 �.��%，期数减少 �.��%。

�. 中文期刊报纸

入藏期刊 �0��� 种 ��0��� 册，较 �0�� 年种数减少 0.��%，册数减少 0.��%；入藏报纸 ����

种 ������ 期，较 �0�� 年种数减少 �.�%，期数增加 0.��%。

�. 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

接收缴送 ���� 种 ����� 盘，较 �0�� 年种数增加 �.��％，盘数减少 ��％。采访文献 ( 含少

儿 )���� 种 ����0 盘，较 �0�� 年种数减少 �.�%，盘数减少 ��%。其中：购买补藏 �0�� 种 ��0�

盘，较 �0�� 年种数减少 ��%，盘数增加 0.�%；接受赠送 �� 种 ��� 盘，较 �0�� 年种数减少

��.�%，盘数减少 ��.�%。

�. 中文资料

采访非正式出版文献 ���� 种 ���� 册，较 �0�� 年种数减少 0.��%。另有存疑文献 ��� 种 ���

册，较 �0�� 年种数减少 0.��%。

（二）外文文献

�．西文文献

订到图书 ����� 种 ����� 册，较 �0�� 年册数增加 �0.��%；UMI 缩微平片 ���� 种，较 �0��

年种数减少 ��.��%；补订海外中国学文献 ��0 种，较 �0�� 年种数增加 0.��%。

�．东文文献

订到日文图书 ����� 种 ����� 册，较 �0�� 年册数减少 �0.��%；补订日文中国学文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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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较 �0�� 年种数增加 �.��%；订到东文图书 ���� 种 ���� 册，较 �0�� 年册数增加 �.��%（其

中阿拉伯文图书 ���� 种 ���� 册、韩文图书 ���0 种 ���� 册、越南文图书 ��� 种 ��� 册、泰文图

书 ��0 种 ��0 册、印地文图书 ��� 种 ��� 册）。

�. 俄文文献

订到 ���� 种 ���� 册，较 �0�� 年册数减少 ��.��%；补订中国学文献 �0 种，较 �0�� 年减少

��.��%。

�. 国际组织与外国政府出版物

订到图书 ��� 种 ��� 册、期刊 ��� 册、缩微平片 ���� 种 ����� 片、光盘 �� 种 �� 盘。

�．出版物交换

交换到各类型文献 �0��� 种 ��0�� 册 / 件（其中图书 ���� 种 ���� 册、期刊 �0�� 种 ���� 册、

平片 ���� 种 ���� 张、随书光盘 �� 种 �� 盘、电子出版物 � 种 �� 件、音像资料 ��� 种 ���� 件），

较 �0�� 年册 / 件数减少 0.��%。

�．外文报刊

订到外文期刊 ���0� 册，较 �0�� 年减少 �.��%；外文报纸 �0��� 份，较 �0�� 年增加 ��.��%。

�．外文实体电子资源

订到西文实体电子资源 ��� 种 �0�� 盘，黑胶唱片 ��000 张。

�．外文数字资源建设

开通外文试用数据库 �� 个，完成新增 � 个数据库的开通链接交接工作；提交文献资源建设委

员会数据库调整方案，停订数据库 � 个；完成 PQDT 学位论文的采选工作，订购 ��00 篇。截至

�0�� 年 �� 月底，外文数据库总量达 ��� 个，较 �0�� 年减少 � 个；开通远程访问的外文数据库总

量达 �� 个，较 �0�� 年增加 � 个。

（三）古籍特藏文献

�0�� 年，通过各种渠道补充馆藏文献 ����� 种 �0��� 册 / 件。其中：善本古籍 � 种 �0 册，手

稿 ��� 种 �0� 册 / 件，新善本 ��� 种 ��� 册，精装精印 �� 种 �� 册，外文善本 �� 种 �� 册，“文

革”资料 � 种 �0 册，普通古籍 ���� 种 ����� 册 / 件（其中契约 ���� 种 ��0�� 件、古籍 �� 种 ���

册），地方文献接受捐赠 ��� 种 �0�� 册、购买 ���� 种 ����� 册，少数民族语文接收中文采编部转

入新书 ���� 种 ����� 册、期刊 ��� 种 ���� 册，敦煌文献采访书刊 ��� 种 ��� 册，金石拓片采访

��� 种 ��� 件，舆图方面中文地图 ���� 种 ���� 件、西文地图 �0� 种 ��� 件、俄文地图 ��� 种 ���

件、日文地图 ��� 种 ��� 件、老照片 �� 种 ��� 件、接受中文采编部转来明信片 � 种 � 件。

（四）缩微文献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各成员馆全年共拍摄民国图书 �����0 拍，民国期刊 �0���

拍，善本古籍 ��0��� 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文报纸 ����� 拍，现报 ��0��� 拍，共计

������� 拍。其中国家图书馆完成拍摄民国图书 ���0�� 拍，民国期刊 �0��� 拍，善本古籍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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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文报纸 ����� 拍，现报 ������ 拍，共计 ������� 拍。完成珍贵文

献数字资源转换缩微胶片 ������ 拍，其中国家图书馆转换馆藏地方志及美国哈佛燕京藏中文善本

黑白胶片 ��0��� 拍。完成母片拷底 ���� 卷，拷贝 ���0� 卷。

（五）数字资源

截至 �0�� 年底，国家图书馆外购中文数据库 ��� 个，较 �0�� 年增加 0.�%，包括中文少儿数

据库 �� 个、残疾人数据库 � 个；其中 �� 个数据库获得馆外访问授权，较 �0�� 年减少 �.�%。中

文数据库包含的文献数量：中文期刊 �.� 万余种（经查重），中文图书 �0���� 种 ������ 册，中文

报纸 ��00 种（未查重），中文学位论文 ���.� 万篇，中文会议论文 ��� 万篇，国家标准 ����� 条，

行业标准 ����� 条，专题节目 ���00 小时，学术性报告 ��0�0 场，多媒体课程 ��0��.�� 学时，少

儿多媒体教学课件 ��0�� 个，音乐 �0 万首，语言 ����� 集，舞台艺术 ��00 部 /�000 小时，工具

书 ����� 册（未查重），年鉴 ����� 册 / 卷，图片 ��.� 万张。

（六）其他资源建设

�. 学术讲座资源

完成讲座拍摄、视频编辑及资料数字化加工 ��� 场，文津经典诵读诗词音频制作 ��� 首。

�. 移动服务资源

完成“掌上国图”手机特色资源建设，建设视频讲座资源 ��� 场、学位论文数据 ���� 条。完

成手机门户 � 期、移动阅读平台 �� 期专题建设。续订“读览天下期刊”“手机知网”数据库；续

订云图数字有声图书馆中电子有声读物版权过期的听书资源。引入诚品读库、中数图、阅文集团

三家资源商电子图书资源，裸数据 ���� 册、数据库 ����� 册。

�. 网络信息采集

围绕国家图书馆的主要职能和信息文献保存与服务需要，通过先进技术手段对我国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领域完整的、具有重大保存价值的网络资源进行全面和重点采集。

同时，以国际重要组织机构、国外主要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官方网站为主，对其公开发布的重要文

件和资料进行重点采集与有序保存。截至 �0�� 年底，全年共采集不同领域网络专题 �� 个，其中

以“一带一路”“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精准扶贫”为主题建设重点专题资源库，并完成资源库

页面设计和功能开发。采集重要国内网站 �0�� 个、国外网站 ���� 个，与全国人大图书馆合作采

集地（市）级以上人大网站 ��� 个，资源量达到 ��.��TB。对国际政府机构公开发布的 OA 资源

进行采集，完成 �� 个机构共 �� 个资源的采集任务。

�. 公开课资源建设

为满足公众对高质量教育资源的需求，进一步丰富国图公开课资源内容，开展公开课视频资

源的加工制作，完成 �00 场图书鉴赏和 �00 场讲坛精加工视频资源建设。以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目标，调动多学科领域顶级专家资源，结合国家图书馆影视拍摄制作力量，策划、拍摄、制

作 �� 期节目。其中：专题课程类节目 �� 期，包括舞蹈、书法、绘画、戏曲、建筑、《诗经》等内



��

基础业务工作 

容；“馆员课堂——世界图书馆馆长访谈”系列 � 期；读书推荐节目 �� 期。

�.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拍摄

以中华优秀传统典籍为依托，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项目，开展“中华传统

文化百部经典”系列专题公开课拍摄，搭建传统典籍与大众之间的桥梁，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价值。本年度完成拍摄、制作《论语》《管子》两场公开课，时长累计 ��� 分钟，容量 ��.�GB。

�. 新媒体资源建设

积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为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完成自有版权新媒体图文资源加工 ��0�

条 / 期 / 本，其中文化播报资讯 ���� 条、专题导读 �0 期、书刊推荐 ��0 本、书画鉴赏图文信息

�00 条。完成新媒体资源视频转制 �� 场。

�. 记忆资源

中国记忆项目自建口述史料、影像史料等记忆资源约 ��0 小时。

二、文献信息组织

( 一 )中文文献

�. 中文图书

制作中文图书书目数据 ����0� 条，较 �0�� 年减少 �.��%。其中：普通图书书目数据 �0����

条，较 �0�� 年增加 0.��%；少儿图书书目数据 ����� 条，较 �0�� 年减少 ��.��%；民国图书编目

�0� 条。新建名称规范数据 ������ 条，完成规范数据与书目数据的同步挂接。新建中文标准篇名

数据 ��0� 条，维护中文标准篇名数据 ���� 条。中文图书加工 ������ 册（含光盘），较 �0�� 年减

少 �.��%。

�. 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编目加工 ������ 种，较 �0�� 年减少 �.�%。其中，博士论文 ����� 种，博士后报告

���� 种，硕士论文 ��0000 种。

�. 台港澳文献

图书编目加工 ����� 种 / 册，较 �0�� 年种数减少 �.��%；制作图书书目数据 ����� 条，较

�0�� 年减少 �.�0%；期刊编目 �� 种。

�. 中文期刊报纸

新编期刊书目数据 ��� 条，报纸书目数据 �� 条。中文期刊加工 ��0��� 册，中文报纸加工

������ 期。

�. 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

登记加工 ����� 种 ����� 盘，较 �0�� 年种数减少 �.�%，盘数减少 ��.�%；编目入库（含少

儿，不含复本、附件）�0��� 种 ����� 盘，较 �0�� 年种数减少 �.�%，盘数增加 �.�%；制作书目

数据 �0��0 条，较 �0�� 年减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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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微文献

制作缩微品拷底片书目数据 �0�� 条，缩微品拷贝片书目数据 ���� 条，馆藏挂接 ����� 卷，

维护书目数据 ����� 条。

�. 中文资料

非正式出版文献编目加工 ���� 种，较 �0�� 年减少 �.��%。存疑文献编目加工 ��� 种，较

�0�� 年增加 ��.��%。

（二）外文文献

�. 西文文献

编目加工西文图书 �0��0 种 ����� 册，较 �0�� 年种数增加 �.��%；缩微平片 ���� 种，较

�0�� 年增加 �0.��%；缩微胶卷 �� 种 ��� 卷。

�. 东文文献

编目加工日文图书 ���0� 种 ����� 册，较 �0�� 年种数减少 ��.�%；编目加工东文图书 ���� 种

���� 册，较 �0�� 年种数减少 �.��%（其中阿拉伯文图书 ���� 种 ���� 册、韩文图书 ���0 种 ����

册、越南文图书 ��� 种 ��� 册、泰文图书 ��0 种 ��0 册、印地文图书 ��� 种 ��� 册）。

�. 俄文文献

编目加工图书 �000 种 �000 册，较 �0�� 年种数减少 0.0�%。

�. 国际组织与外国政府出版物

编目加工图书 ��� 种 ��� 册，期刊 ��0 册，缩微平片 ���� 种 ����� 片，光盘 �� 种 ��� 盘，

较 �0�� 年总册数减少 �.�%。

�. 外文报刊

新编目外文期刊 �� 种，外文报纸 � 种，实体连续性电子资源（CD-ROM)� 种。新编外文连

续出版物书目数量较 �0�� 年减少 �� 种。

�. 外文实体音像电子资源

编目加工西文实体音像电子资源 ���� 种 ���� 盘，较 �0�� 年种数增加 ���.��%。

�. 书目数据回溯

外文实体音像电子资源书目数据回溯 ���� 种。

（三）古籍文献

新采访文献绝大部分做到随采随编随入藏。开展未编文献的整理编目工作，普通古籍完成

整理库内原遗漏编目文献 �� 种，制作数据 �� 条，补充复本 �� 部；少数民族语文古籍编目 ����

条；对古籍馆无机读数据缩微品进行初步调查，完成 CBM 卡片录入、制作书目数据 ��� 条；开

展已建数据库数据的维护、整合工作，删除普通古籍提善书已编数据 �0�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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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字资源

�. 元数据仓储

接收外购数据库元数据 �0 余批次，约 ��00 万条，其中包含“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清华同

方知网）”“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龙源期刊网”“万方数字化期刊”“网上报告厅”等外购数

据库元数据。对各类数据进行核查、登记、存储并更新映射规则，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反馈、

沟通解决，并将符合发布要求的元数据提交给文津搜索等系统进行资源整合发布。

�. 数字馆藏元数据改造

加强基础数据的标准化，延续开展馆藏中文数字资源元数据改造工作，重点对馆藏再造的中

文数字资源进行改造。结合数字化资源的特点和著录需要，在套用原实体馆藏 CNMARC 记录的

基础上，根据中国机读目录格式的相关规定进行元数据改造。全年共完成元数据改造 �0 余万条。

同时，为便于今后元数据建设工作的组织和开展，在参考相关国家标准、文化行业标准等资料的

基础上，撰写《国家图书馆原生性中文数字馆藏元数据著录规范》与《国家图书馆实体馆藏再建

中文数字资源元数据著录规范》，以更好地推进全馆数字资源一体化建设。

�. 数字资源门户系统（Metalib）和开放链接系统（SFX）管理更新

Metalib 中完成新购中外文商业数据库的编目、整合、加工、发布 �� 个，修改数据库设置 �0

个，累计维护数字资源列表 ��� 次。向 SFX 中添加外购数据库，梳理添加流程和问题反馈机制。

修改电子期刊 �0�� 册，激活外购数据库 Target � 个，更新电子期刊数据库的期刊列表 � 个。

�. 国图公开课关联数据加工

更新、维护国图公开课关联数据加工系统，增加 ID 搜索 API 接口，优化可视化模块。开放

接口为国图公开课系统提供数据支持；跟进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撰写国图公开课关联数据加工

二期建设方案。

�. 重点网络专题库建设

本年度完成“一带一路”专题网络资源库、“双创”专题网络资源库、“精准扶贫”专题网络

资源库专题采集。“一带一路”专题资源库采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相关的政策文件、重要会议、重点工程、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采集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外

交、电力、运输等重点领域，共采集资源 ��0� 条，搭建全新的资源展示与服务平台，利用互动地

图、时间轴、分类导引等形式提升资源的揭示和发现力度。“双创”专题资源库采集中央及地方

颁布的相关政策文件、省市实践成果、会议，人物等资源 ���� 条，“扶贫”专题资源库采集重要

会议、讲话、重点工程、政策文件、地方治贫方式、典型成果和人物、相关研究解读等数据 ����

条。数据总量 ��.��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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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献信息保存与保护

（一）数字信息保存与保护

�. 自建数字资源入藏

�0�� 年，自建数字资源典藏库房入藏光盘 ����� 盘，包括中文现代文献入藏光盘 �000 盘、

民国文献 ���� 盘、善本古籍 ���� 盘、音视频资源 ���� 盘、其他资源 ��� 盘，其中善本古籍类资

源光盘入藏量较 �0�� 年减少 ��.��%，中文现代文献光盘入藏量减少 ��.��%，民国文献类光盘增

加 ���.��%，其余类别光盘入藏量变化幅度不大。

开展自建数字资源库房定期巡检，做好数字资源库房管理系统的管理和数据维护。完成入库

光盘基础信息系统填报审批，根据库房管理系统的预警提示，对入库满三年的光盘按照总量 �%

的比例进行质检，合计完成质检 �� 个项目 ��0 张光盘。

国家图书馆 �0��—�0�� 年自建数字资源光盘入藏量对比

�.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

�0�� 年，完成网络资源长期保存 ��TB。触摸屏电子报纸资源备份 �.�TB。完成 ��0 种电子

期刊、��00 本新书推荐、�0 场学术讲坛视频、�00 张老照片、�0 张年画、� 场古籍珍品 flash 视

频、� 册民国书刊、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展示页面的数据硬盘备份，共计 ��0GB。完成中文图书、

博士论文、数字善本、数字家谱、国际敦煌项目（IDP）数据、触屏报纸、民国期刊、网页采集、

自建音视频等共计 � 大类、��0��� 册，音视频文件 ���� 个，数字资源长期保存 ������0� 页、

���.��TB。截至 �0�� 年底，国家图书馆长期保存数字资源总量达到 ����.��TB。

长期保存数据安全性检查采用效率较高的全盘检查方式，对所有保存有数据的磁带介质进行

检查。全年共完成 ��� 盘次的检查，数据检查结果均正常，没有发现损坏数据，全面保障长期保

存数据的安全性和磁带介质的健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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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长期保存数据总量历年增长情况

（二）文献修复与保护

�. 文献修复

完成馆藏善本等各类文献修复 ���� 册，为 ��0 种文献制作修复档案，拍摄修复照片 �000 余

张；继续履行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职责，协助各收藏单位开展文献修复，为地质图书馆、鲁迅博

物馆完成扇面、古籍等文献修复 ��� 册 / 件，与清华大学图书馆就契约文书修复进行前期联系、

沟通。完成“古籍保护修复档案记录规范”“文献修复用纸选配规范”两项标准主体设计工作，初

步开展文献修复工作桌面式及头戴式影像记录系统的预研工作。注重发挥修复人才的优势，参与

多项培训教学工作：� 人作为指导老师参与广东省第三期档案保护技术培训班相关工作，时长 �

周；� 人在首都联合职工大学国图分校开设的“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以及“文化部老年大学培

训班”古籍修复、书画装裱课程中承担 ��0 余学时的教学工作。此外，还以联合办学的方式，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 名学员进行理论教学和实践指导，历时 � 个月；为山西省平定县档案

局培训古籍修复人员 � 名，时长 � 个月；为中医科学研究院图书馆培训古籍人员 � 名，总计时长 �

个月。出版《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献的修复》，展示国家图书馆在保护珍贵文献方面取得的成果。

�. 文献保护

开展实验室认可工作（CNAS）的准备工作，组织参加 � 月底 CNAS 举办的相关培训；完成

古籍装具行业标准研究的结项，完成《文献保护中英双解词语手册》校对；检测装具样品 �� 个，

冷冻文献 �� 批次 ��� 箱；完成馆藏古籍及特藏文献装具需求调研，并制定 � 年规划；制作近万个

普通古籍、民文古籍装具；制作 �0 个金石裱轴书柜。完成温湿度监测系统二期建设与调试工作，

极大改善国家图书馆各重点库房及典籍博物馆各展室温湿度的检测手段。提交全馆各书库月度温

湿度、虫害检测报告，并根据库房情况及时提出改进建议；提交半年及全年有害气体检测报告各

一份。与西什库小学组织开展 � 次科技周活动。

� 月，启动 �00�—�0�� 年出版的期刊外迁工作，将文献搬迁至北京市顺义区天竺地区盛世通

物流空港周转库房暂存。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此项工作，组织专人分别负责登记、装箱、押运、接

收入库等工作。搬迁期间，每次运输文献 � 车，每车 �00 箱，全天入库 �00 箱左右。从 � 月 �—

�� 日，历时 �� 天，搬迁中文期刊 ������ 册 ���� 箱，西文期刊 ���� 册 ��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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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缩微文献库房，扎实推进库房规范化管理。完成 ��00 种古籍馆移交缩微胶片核查工作。

完成库房标签管理标准化项目工作，定期进行库房安全、环境检测及母片监测工作，确保缩微文

献安全存藏。开展净化冲洗废液的研究，对废液成分进行分析测试，并按照测试结果进行市场调

研，选择离子交换树脂法作为净化冲洗废液的解决方案。深入开展缩微胶片保存保护研究，对成

员馆胶片发霉等问题及时给予指导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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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掠影

【制订中文基藏本补藏计划  协助建设视听服务中心】

为配合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项目，�0�� 年开展中文基藏本补藏工作。通过比对中文保存本与

基藏本的馆藏数据，筛查整理中文图书基藏本缺藏目录 �� 万余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文期

刊基藏本缺藏目录 �.� 万余种约 �� 万余期。经过全面的调研和分析，拟定中文基藏本补藏计划。

为保证国家图书馆视听服务中心如期开放，组织人员对基藏本 ���0 种 ��0� 册图书进行馆藏

信息修改，补藏相关图书 ��0� 种，补藏音像电子出版物 �0�� 种 ��0� 盘。

【配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抽检博士学位论文】

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收藏中心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定的全国唯一负责全面收藏和整理我国

学位论文的专门机构，其博士学位论文收藏数量以及学科专业覆盖面在国内首屈一指，是国家博

士学位论文最终保障基地。根据《教育督导条例》（国务院令第 ��� 号）和《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

检办法》（学位〔�0��〕� 号）有关要求，为保证博士生培养质量，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决定 �0�� 年度抽检的博士学位论文继续从国家图书馆调用。按照国务院教育督导办 � 月 � 日函件

要求，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收藏中心对分散在采访、编目、待装订库房、外包及保密等多环节工

作流程中的博士学位论文逐一筛查，共提取博士论文 ���� 种，经数字资源部进行数字化扫描制作

成电子文档，按照要求提交国务院教育督导办，圆满完成相关工作。

【中文引进数据库使用统计】

中文数据库的使用统计数据均直接或间接由数据库商提供，按获取方式可分为厂商提供、自

查远程服务器、自查本地服务器三种。截至 �0�� 年底，国家图书馆有一定使用时间的中文数据

库 ��� 个。其中：无法统计使用情况的有 �� 个，占数据库总量的 ��.�%；可直接或间接获取统计

数据的数据库有 �0� 个，占数据库总量的 ��.�%。具体包括：由厂商统计汇总形成最终数据，以

Excel、Word 等文件通过邮件提交的（即厂商提供）有 �� 个；工作人员登录数据库商远程服务器

统计系统，自行统计汇总形成最终数据的（即自查远程服务器）有 �� 个；工作人员登录数据库本

地镜像服务器统计系统，自行统计汇总形成最终数据的（即自查本地服务器）有 �� 个。同 �0��

年相比可获取统计数据的数据库增加 �%。

【加大中文商业数据库元数据收集力度】

通过查询商购数据库的合同协议、核对以往的数据提交情况，对中文商购数据库以及推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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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商购数据库的元数据收集工作进行梳理汇总，包括已提交元数据数据库的合同约定情况、更新

频率、最新数据时期以及未提交元数据的原因统计等。按照工作规范以及约定的提交周期，与数

据库商沟通数据更新事宜，对于后续数据问题及时沟通解决。截至 �0�� 年底，本年度共获取 ��

批次中文商业数据库元数据，共计 �������� 条，总量较 �0�� 年减少 ��%。共收集数据库的元数

据 �� 个，占中文商业数据库总量的 ��.�%，其中：全文型数据库 �� 个，数值事实型数据库 �0

个，多媒体型数据库 �� 个。中文商业数据库的元数据是图书馆开展资源整合的基础数据之一，元

数据收集工作为国家图书馆的资源建设、数据整合与读者服务提供有力的数据保障。

【召开中文名称规范联合协调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

�� 月 �—�� 日，中文名称规范联合协调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在澳门大学伍宜孙图书馆举行。

来自国家图书馆、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香港教育大学图

书馆、澳门大学图书馆、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公共图书馆管理厅的代表参

会。与会者围绕各自一年来的工作进展、规范数据的共建共享、新的编目规则的应用、名称规范

的发展方向等问题展开讨论。在过去，名称规范主要应用于传统的纸质文献检索。在数字环境下，

其应用场景拓展到资源建设、版权筛查、资源整合和关联等方面。中文名称规范联合协调委员会以

会议和论坛等各种形式交流信息，沟通情况，讨论问题，为不同文化背景编目人员的业务探讨提供

平台，不断协调规则，求同存异，加强中文名称规范数据的共享。

【开展全国县级公共图书馆业务调研并编撰基层公共图书馆基本藏书推荐目录】

�0�� 年，配合中国图书馆学会开展全国县级公共图书馆采编业务调研，通过深入了解县级图

书馆采编基础业务的开展、馆藏资源建设情况、业务人员配备、配套采访经费、管理运行机制等

情况，进一步全面掌握我国县级图书馆采编业务现状，分析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思考。同时，

为进一步完善县级图书馆的藏书体系，加强其文献资源建设质量，优化其馆藏结构，推动引领阅

读、推广阅读、倡导阅读的广泛开展，在县级公共图书馆调研的基础上，编撰 �0�� 年县级公共图

书馆基本藏书推荐目录，旨在为县级公共图书馆采购配书时起到参考作用。目录的编制遵循可读

性、普及性、经济性、可供性原则，共遴选 �0�� 年出版的中文普通图书 �000 种。

【中国国家图书馆成为RDA国家机构代表并正式采用RDA开展资源编目】

�0�� 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被选为 RDA( 资源描述和检索 ) 亚洲地区国家机构代表，任期 � 年

（�0��—�0�0 年）。RDA 是用于创建图书馆和文化遗产资源元数据数据元素、指南和说明的数据

包，根据用户导向的关联数据应用的国际性模型而精心设计，目前国际上多个国家图书馆参与研

制。国家图书馆完成 RDA 的中文版翻译工作，并提出外文文献编目的本地化实施方案。鉴于此，

RDA 理事会希望中国国家图书馆成为亚洲地区的国家机构代表，从而参与 RDA 的管理工作。经

申请，中国国家图书馆成为 RDA 国家机构代表。说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科研和标准化工作在国

际编目领域引人注目，能够起到国家图书馆在国内的业务指导作用。并借此机会，加强与国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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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联系，推动编目工作的国际化进程。

� 月，将《国家图书馆外文文献资源 RDA 本地政策声明暨书目记录操作细则》《国家图书馆

外文采编部 RDA 本地化应用测试报告》《RDA 本地化实施技术需求》《RDA 本地化实施测试效

果》等相关文件一并提交业务管理处以及馆编目工作委员会审核。同时，在 Aleph�00 系统测试机

进行两次本地化技术测试，均获得技术需求的正面支持。� 月 �� 日，国家图书馆编目工作委员会

批准采用 RDA 开展外文文献资源编目工作。此举标志 RDA 在国家图书馆正式实施。《国家图书

馆外文文献资源 RDA 本地政策声明暨书目记录操作细则》作为馆级编目标准正式出版。RDA 在

国家图书馆的正式实施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对未来 RDA 在我国图书馆界的普及与应用

将产生重要影响。

【开展开放获取西文图书建设调研工作】

为了适应新的出版形势，为业务转型做好准备，完成《外文采编部关于开放获取西文图书馆

藏建设的报告》。此项调研于 �0�� 年 � 月底截止，调研报告中总结近几年国外开放获取图书的发

展情况，汇总各类型图书的出版模式、数量、版权和使用许可问题，讨论了国家图书馆参与开放

获取图书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和难点问题，最后提出具体实施方案。报告方案所述的开放获取

图书的发布、检索和长期保存，涉及国家图书馆多个系统，需根据图书的格式和服务方式评估具

体操作方式，建议参照中文图书、博士论文数字化加工规范，制定外文开放获取资源采集加工规

范，时机成熟后即可实施。

【外文书目数据RDA化改造专项任务】

�0�� 年，开展承担外文书目数据 RDA 化改造专项任务，旨在以 RDA 标准完善外文规范检

索点，特别是为中国经典作品和外国经典作品添加首选题名和中文翻译题名，以期实现相同作品

不同语言版本的汇集及 OPAC 界面中外文书目数据库同步检索。以权威参考工具书为依据，按学

科、人物调研馆藏中国经典作品外文书目数据的情况，汇总中国各领域知名人物的名称、规范形

式、作品简介及馆藏数量等信息。此后，制定详细的工作规范和指南，对参与项目人员开展定向

培训。本年度按照最新编目规则 RDA 完成中国经典作品各语种书目数据完善 ����� 种。

【购进国外原版音乐黑胶唱片15000余张  研订《国家图书馆外文黑胶唱片编目指南》】

�0�� 年，购进国外原版音乐黑胶唱片 ��000 余张。此次购进的黑胶唱片主要是 �� 英寸 �� 转

的密纹唱片，于 �0 世纪 �0 年代至 �0 年代由德、英、荷、法、美、意等国家制作发行，既有很高

的欣赏价值，又有极其珍贵的保存价值。黑胶唱片作为一种特色资源，其编目加工有一定的特殊

性，为保证资源揭示水平，外文采编部以此为契机深化有关音乐资源的编目研究，研订《国家图

书馆外文黑胶唱片编目指南》。《指南》结合外文最新编目规则 RDA 及资源特点，规定书目记录

编制的细则和馆藏、单册及加工处理细则，于 � 月提交业务管理处审核通过。《指南》的研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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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胶唱片的编目、加工提供业务指导，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为开展黑胶唱片长期编目和管理奠定

基础，同时也为特殊资源编目规则的制定提供借鉴。全年完成编目加工并投入阅览室提供服务的

黑胶唱片近 �000 盘。

【国家图书馆启动民国时期期刊补拍工作】

�0 世纪 �0 年代初期，国家图书馆对馆藏民国时期期刊开展规模化缩微拍摄，以缩微卷片方

式保存民国期刊 ���� 种 ������� 拍，以缩微平片方式保存民国期刊 ���� 种 ������ 拍，基本完成

馆藏民国期刊的缩微抢救，但尚有部分期刊遗漏。�0�� 年，国家图书馆启动民国时期期刊补拍，

使用 ��mm 无孔银盐缩微胶片以 �B 方式双画幅拍摄，每盘胶片长度 �0.� 米，全年完成民国期刊

缩微拍摄 ��0 种、�0��� 拍。

【中国记忆项目开展口述史料、影像史料等记忆资源建设工作】

�0�� 年，中国记忆项目继续开展记忆资源建设工作。开展东北抗联专题延续性资源建设，采

集东北抗联战士赵一曼孙女陈红等人口述史料、影像资料约 �� 小时。开展当代重要学者专题延续

性资源建设，采集哲学家余敦康、作曲家王震亚、西夏学家史金波、植物学家朱英国、数学家丘

成桐等学者口述史料 ��� 小时。开展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延续性资源自建与共建，采集国家图

书馆老专家熊道光口述史料 � 小时，并就“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建成 �0 周年”主题，采集吴良

镛、黄克武、崔愷等建筑师以及谭祥金、黄俊贵、富平等国家图书馆相关亲历者口述史料约 �� 小

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等共建单位已完成口述史资源采

集，获得口述史料超过 �0 小时。

开展“我们的文字”、古籍修复等

非遗专题延续性资源建设，采集

程文、和国耀、杜伟生等传承人

和非遗专家口述史料及相关项目

影像资料约 ��� 小时。同时，完

成 ��� 盘录音带保存级、服务级 �

种版本的数字化及数据加工。编

制《中国记忆项目数字资源人物

名称规范、地理信息规范表单》

并数次修改完善，完成视频数据

编目 �000 余条。

【柴德赓《清代学术史讲稿》等重要学术手稿捐赠国家图书馆】

� 月 �0 日，苏州大学柴德赓研究所柴念东代表家属向国家图书馆捐赠柴德赓《清代学术史讲

对作曲家王震亚先生进行口述史访问（当代重要学者专题资

源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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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两部重要学术手稿。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代表国图接

受捐赠并向柴念东颁发捐赠证书，柴德赓之女柴令文、《光明日报》记者杜宇等见证捐赠过程。

柴德赓（��0�—���0），字青峰，浙江诸暨人。著名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入室弟子。民国

时期曾任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师范

大学历史系教授、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等职。柴德赓致力于史学研究与教育事业近 �0 年，其

严谨的治学精神、卓越的学术成就令人景仰。�0 世纪 �0 年代，柴德赓曾在辅仁大学历史系开设、

讲授过多门与史学有关的基础和专业课程，“清代学术史”乃其中之一。此次捐赠的《清代学术史

讲稿》手稿为当时的讲义，它不但呈现了柴德赓考察清代学术史的整体视野，而且提要勾玄、旁

及贯穿，将清代的学术史与清代的社会政治变迁、清代的史事与所身处的全民抗战时代相结合，

充分继承陈垣先生读史、治史和用史的精神。柴德赓在北京师范大学及江苏师范学院都讲授过

“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课，深受学生欢迎。但由于各种原因，相关书稿直至 ���� 年才由江

苏师范学院历史系亲炙过其教诲的许春在、邱敏、胡天法完成整理出版，题名为《史籍举要》。后

被列为高等院校文科教学参考书，并于 ���� 年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在学术界影响广

泛。此次捐赠的是柴德赓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稿。

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已藏有 �00 余种陈垣的著作手稿、抄稿及批校本，包括《通鉴胡注

表微》《释氏疑年录》等重要手稿。柴德赓手稿的入藏，以另一种方式再续与陈垣的师生情谊。

【谢燕平女士向国家图书馆捐赠谢簃手稿书籍资料】

� 月 �� 日，谢簃手稿书籍捐赠仪式在国家图书馆举行。谢燕平女士向国家图书馆无偿捐赠谢

簃先生手稿、书籍、照片资料，共计 �� 种 �� 册 / 件。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代表国家图书馆

接受捐赠并向谢燕平女士颁发捐赠证书，捐赠仪式由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主持。谢燕

平之子陈峥先生也专程从美国回国参加仪式。

谢簃（����—�00�），物理学家、教育家。出生于北京，���� 年进入辅仁大学学习，���� 年

� 月本科毕业进入辅仁大学物理研究所做研究生。���� 年 � 月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晋

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工学院和华

北大学工学院任教。���� 年 � 月

任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

前身）院长。他主持了多项不同

型号的火箭、导弹的研究工作，

在缺乏资料和经验的情况下，克

服困难，研制出我国自己的导弹，

是我国导弹制造的先驱者之一，

为我国国防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

献。此次捐赠文献包含谢簃先生

辅仁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Study of 谢燕平女士向国家图书馆捐赠谢簃手稿书籍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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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formance of A Vacuum Tube Sweep Circuit，解放战争时期编撰的《物理讲义》手稿和翻译

的《膛外弹道学》《炮弹》等重要兵工文献，以及北京工业学院校长任命书、中国兵工学会第一届

学术年会出席证等珍贵历史档案资料，文献时间跨度大且具有代表性。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文

献，是谢簃放弃优渥生活，在艰苦的条件和对敌斗争的恶劣环境中，默默耕耘于国防兵工高等教

育，支援解放战争，支援边区建设，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提供人才储备的重要见证。

【杨献珍手稿捐赠仪式举行】

� 月 � 日，杨献珍亲属杨力军、杨陆、杨黎虹女士向国家图书馆无偿捐赠杨献珍撰《党与阶

级（群众）的关系》等手稿共计 ��� 种 ��� 册 / 叶。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代表国家图书馆接受

捐赠并向捐赠者颁发捐赠证书，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周和平出席捐赠仪式。捐赠仪式由国家图书

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主持，杨力军女士代表捐赠方发言，她回顾杨献珍手稿的整理过程，对手

稿入藏国家图书馆感到欣慰。韩永进代表国家图书馆对杨老为研究、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

不懈努力，在哲学、经济学、党的干部教育等领域取得的突出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对杨力军、

杨陆、杨黎虹女士的捐赠表示衷心感谢。周和平在讲话中回顾杨献珍珍贵手稿入藏国家图书馆前

前后后的过程，对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革命文献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希望捐赠者能够继续与

国家图书馆合作，未来能有更多珍贵文献入藏。

杨献珍（����—����），原名杨奎廷，湖北郧县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

教育家，为研究、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不懈努力，在哲学、经济学、党的干部教育等领

域都有深刻见解和突出贡献。著

有《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

质》《什么是唯物主义》《论党性》

等。此次捐赠的杨献珍手稿包括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稿、札

记，与党校教学有关的讲稿、资

料，政治运动中的个人交代材料

等，其中还包括大量从未公开发

表的珍贵文稿。这批珍贵文献集

中反映作者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思想体系和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

共产主义信念，也记录了作者的

坎坷命运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

波折，兼具史料价值与文献价值。

【都中谋先生捐赠珍贵西文善本】

� 月 �� 日，台湾藏书家都中谋向国家图书馆无偿捐赠 ���� 年首版《亨利七世国王本纪》等

杨献珍手稿捐赠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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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西文善本共计 � 种 � 册。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主持仪式，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

清代表国家图书馆接受捐赠并向捐赠者颁发捐赠证书，台港澳交流处处长张煦、业务管理处处长

毛雅君、外文采编部主任顾犇等出席仪式。

都中谋及其家族长期关注西文善本购藏，所藏西文善本几乎囊括 �00 年来西方出版史上最重

要的典籍，其中不乏存世稀罕的摇篮本。�0�� 年 � 月，都中谋着手整理家藏西文善本书目，曾有

意转让部分西文贵重书，囿于国家图书馆每年征集经费有限，未能采买。�0�� 年 � 月初，都中谋

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联系，希望顺访国家图书馆。经台港澳交流处沟通协调、古籍馆精心安排，

都中谋决定向国家图书馆捐赠 � 部珍贵西文善本。捐赠仪式上，都中谋首先介绍其藏书情况，回

顾与国家图书馆沟通的历程，对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对其珍藏古籍入藏国家图书馆感

到欣慰，同时表达希望将家藏珍贵西文善本寄存国家图书馆，寄存期间提供读者服务、数字化、

出版、传播，发挥其功用的愿望。张志清代表国家图书馆对都中谋的捐赠表示感谢，并表达与捐

赠者继续合作的愿望。

【司徒乔家书暨夫人冯伊湄《劫后行》手稿捐赠仪式举办】

� 月 �0 日上午，司徒乔家书暨夫人冯伊湄《劫后行》手稿捐赠仪式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司徒

双女士向国家图书馆捐赠司徒乔、冯伊湄手稿 � 种 ��� 叶。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孙一钢接受捐赠并

向捐赠者颁发捐赠证书及赠送礼品，司徒双女士与孙一钢分别致辞。司徒双女士亲友、同学、同

事及学生等 �0 余人出席捐赠仪式。与会嘉宾就司徒乔夫妇的艺术生涯进行研讨，对司徒乔夫妇的

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给予高度评价。

司徒乔家书暨夫人冯伊湄《劫后行》手稿捐赠仪式

司徒乔（��0�—����），广东开平人，中国现代著名现实主义画家，毕生致力于通过艺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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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反映社会现实与人民疾苦。早期画作《五个警察一个〇》《馒头店门前》为鲁迅先生珍藏，代

表画作有《义民图》《放下你的鞭子》《三个老华工》等。���0 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冯伊湄

（��0�—����），广东惠州人，画家、散文家，���� 年与司徒乔结为伉俪。本次捐赠的两种文献，

一是 ���0 年司徒乔先生在美国治病期间给长女司徒圆的家书，这封长达 �0 叶的信是难得一见的

画家的文字手稿；一是冯伊湄女士写于 ���� 年的《劫后行》书稿，书稿共 �00 余页，保存完好。

���� 年，冯伊湄陪同司徒乔赴粤、桂、湘、鄂、豫五省进行战后灾情考察，以途中见闻为素材，

创作纪实文学作品《劫后行》，记录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社会面貌与民间疾苦，字里行间凝结作者

的深沉寄托和时代的悲情之声，是一份兼具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的珍贵历史文献。

【药物化学家谢晶曦先生向国家图书馆捐赠手稿】

� 月 �0 日，�� 岁高龄的药物化学家谢晶曦先生向国家图书馆捐赠其所著《山莨菪碱（���）及

消旋山莨菪碱（���-�）技术资料》等手稿资料共计 ��� 种 ��� 册 / 件。

谢晶曦，江苏无锡人，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天然药物化学合成工作。

其突出贡献在于研发了 � 种我国独创新药：治疗微循环障碍性疾病的消旋山莨菪碱、抗肝炎药联

苯双酯以及抗胆碱能阻滞剂樟柳碱，前二者已载入我国药典。���� 年，谢晶曦获中国药学发展奖

（药物化学奖）。谢老亲自按论著、札记、讲义手稿以及友朋书信、个人简历等分类整理了捐赠文

献。其中《混旋体消旋山莨菪碱（代号 ���-�）合成 AT-� 的途径》《新药樟柳碱（代号 �0�）素

材》《新药樟柳碱技术鉴定会上化学研究部分》《联苯化合物及其有关立体化学》等手稿尤为重要，

是与上述 � 种新药研制相关的原始材料。

此次捐赠文献数量大，内容完整，涵盖谢老科研经历的各个重要方面，是国家图书馆名家手

稿文库继杨先健工程手稿资料之后，征集到的又一套系统完整的科学家手稿档案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