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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家图书馆移动服务体系



服务名称 上线时间 服务内容

短信服务

 2006年引入

 2011年升级为短/彩
信服务平台

引入之初开展系统通知、业务提醒等功能。升

级后增加了彩信功能以及与数字图书馆各系统

的连接。还为办公系统、监控系统、认证系统

等提供短信支持。

手机门户
WAP网站

 2008年正式面向用户
服务

 2010年进行了改版

提供手机OPAC检索、读者信息查询、信息公告、

书刊推荐等服务。改版后，增加了在线阅读、

虚拟参考咨询功能，使之成为集读者服务、资

源阅读、信息公告为一体的综合型手机网站。



服务名称 上线时间 服务内容

手机应用程序

 2010年在苹果商店推
出“国家图书馆读者
服务”移动应用APP

后又陆续推出多款资
源展示类应用程序

主要包括检索服务、读者用户中心、讲座预告

等功能；几经改版后，加入影像扫描检索功能、

馆藏资源阅读等服务。

多款资源展示类应用程序，积极将国家图书馆

馆藏资源使用新的展示形式向读者服务。

DCD服务
（动态内容分发）

 2007开始建设

实现信息的动态分发，为读者推送图书馆服务

与资源，主动服务的方式为新媒体服务形式在

图书馆的应用起到了很大的引领作用。



服务名称 上线时间 服务内容

“国图漫游”
手机应用客户端

 2008年推出

通过手机为读者指示馆区阅览室、咨询台等方

位，提供使用方便的导引服务，并且可以一键

调用国图短信服务、国图WAP网站和国图呼叫

中心服务等进行虚拟参考咨询。

手持阅读器服务

 2008年引入

 2010年，与硬件厂商
定制开发“掌上国图”
阅读器

引入后，在馆区配置80台手持阅读器，提供外

借服务。

定制开发灌装了部分我馆自有资源，提供服务。

又搭建了立法决策服务平台，提供立法决策支

持服务，还与社会主义学院分馆、人大分馆、

三沙市分馆等开展了合作。



服务名称 上线时间 服务内容

手机阅读服务

 2008年进行尝试

 2010年与中国移动手
机阅读基地合作

 2013年推出图书馆手
机移动阅读项目

 2008年合作推出基于Symbian和Windows 

Mobile的手机阅读客户端程序，提供图书和电

子报纸的阅读服务。

 2010年与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合作，以CP的

身份利用中国移动手机阅读推送国图精品图书。

 2013年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联合全国百余

家公共图书馆共同推出了图书馆手机移动阅读

项目。9月9日数字图书馆移动阅读平台

（http://m.ndlib.cn/）正式对读者提供图书阅

读服务。



服务名称 上线时间 服务内容

“掌上国图”
微信公众号

 2014年11月

功能菜单包括新闻公告、讲座预告、书目检索、

预约续借等

定期向读者推荐移动端精选图书

M地铁图书馆
（“京港地铁”）

 2014年12月

在地铁四号线推出“我们的文字”专题，向

公众推荐精品图书，扫描二维码即可阅读

积极拓展阅读推广方式，联合社会力量营造

社会读书氛围

国图听书  2015年5月

“国家数字图书馆”app中新增了听书模块，

支持在线播放、断点续听、离线下载、添加

收藏、微信朋友圈分享等功能。

首次发布的有声读物资源量达到一千余册、

两万余集。



资源是服务的基础，只有加强资源建设，增加移动服务的资源储备，不断丰富资源

的种类，才能提高移动服务水平。“掌上国图”将国家图书馆丰富的馆藏特色资源、

展览、讲座视频及采购的第三方资源移植到移动终端，为移动用户提供了丰富的资

源服务。

从2009年起， 建设了:

• 移动视频讲座

国图讲坛、文津讲坛、艺术家讲坛、科学家讲坛、

教育家讲坛、文津读书沙龙等

• 馆藏图片

甲骨金石拓片、年画撷英、西夏文献、老照片

• 学位论文摘要

• 中文公版图书



移动资源建设量逐年增加

视频讲座

1138场，1946.74小时

馆藏图片33019张

学位论文摘要数据

22万余条

“掌上国图”建设移动数字资源：

正式出版电子图书7万余种

中文公版图书 7000余册

听书资源1726余种



移动资源建设量逐年增加

建设国家图书馆特色资源发布平台，

建成分布式手机视频资源格式系统，移动资源元数据导入工具，中文图书切割

软件，特色资源发布平台，为国家图书馆移动资源发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尝试性地引入龙源期刊，约200种，受到用户的欢迎。

建成数字图书馆移动阅读平台，引入共6万余册中文图书

2009年

2011年

2013年

2015年

引入手机知网，包括国内学术期刊约8000种，工具书约5000种，学术会议
论文20000余本，国内公开发行的500余种重要报纸

引入读览天下综合性人文大众类期刊600余种

引入听书有声读物2万余集

畅想之星电子书、库克音乐、新东方微课堂、世界文明史连环画等数据库



短信服务

手机门户

应用程序微信

移动阅读平台



通过全国统一特服号“ 106988106988 "为全国手机用户提供服务

图书催还
续借
预约到达通知
读者卡挂失
发表意见与建议等

读者服务短信提供包括

读者开通短信服务
后即可免费享受这
些服务。

用户通过手机或者掌

上国图网站订阅服务

信息后，国家图书馆

将定期向读者推送订

阅的信息,例如，文津

经典天天读的短信。

这也拓展了国家图书

馆为读者提供精细化、

个性化服务的手段，

满足了读者更广泛的

需求。

信息订阅服务



“文津经典诵读”手机短信订阅服

务，主要是利用短/彩信每日向公众推

出一条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经典诵

读内容，还通过通过国图官网、手机

平台、微信平台推送，引导读者群体

感受和领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

倡导社会阅读风尚。

截至2016年2月底，短信平台共下发

“文津经典诵读”短信约474万条。



短彩信

平台

统一认证系

统

读者通知短

信系统

发布与服务

系统

OA系统

唯一标示符

系统
邮件系统

文津经典诵

读订阅

文津搜索系

统

卫星电视节

目接收系统

短/彩信系统成为图书馆重要的核心业务系统，连接有多个业务系统，为国图各
项服务工作起到最基础支撑作用。



国家图书馆短信服务属于免费项目，读者免费

接收国图下发的各种短信，读者向国图特服号

码发送的短信资费，按照当地移动运营商的普

通短信资费付给移动运营商。



国图手机门户（http://m.nlc.cn）作为移

动互联网的读者服务窗口，国家图书馆一直以

来都非常重视，时刻跟踪前沿技术，与时俱进，

力求为读者提供最优质的用户体验。国图手机

门户历经wap1.0、wap2.0时代，2015年，国家

图书馆采用HTML5技术，对手机门户进行了全

面改版。

新版手机门户本着让读者随时可以方便高

效地获取目标资源及服务的原则，对网站栏目

进行了重新划分，合并读者利用率低的栏目，

突出受欢迎的栏目及资源。现有一级栏目包括、

信息资讯、公开课、资源阅读等。



引入HTML5技术，采用扁平化设计风格，整体给人一种清新、舒服的视觉

感受。针对特别的栏目如文津经典诵读，我们还结合栏目特点进行了专门

设计，融入古典元素，诗词的诵读播放上也更加合理。



增加手机门户首页的节日喜庆风格以及特殊日子的沉重风格设计，便于

在春节或者5.12等特殊时期更换网站风格，使网站在风格上更具人性化。



资源阅读

网站改版的重点突出阅读。本着便于

用户阅读的原则，网站将阅读内容不

仅在资源阅读区统一设置，还在首页

醒目位置突出显示，分为自建特色资

源和外购图书、期刊等在线阅读，各

个资源之间的跳转挂接都经过仔细考

虑，以求最大限度地符合用户使用习

惯。



资源阅读

在线阅读承载了移动阅读平台4万余册

图书、读览天下和手机知网千余种期刊，

而且这些平台、数据库与新版手机门户

均实现了单点登录，用户登录一次即可

无障碍地在这些平台、数据库之间随意

阅读。

另外，手机门户还引进了畅想之星、库

克音乐、世界文明史连环画等多个数据

库。



特色资源

资源发布方面，新版手机门户与发布与服务

系统整合，实现资源的统一管理与发布，一

次发布，PC端、PAD端、手机端多终端展示。

网站还实现了多终端阅读同步，能够无

缝链接读者的碎片化时间。资源内容方面，

手机门户端展示了包括中文图书、博士论文

等11个专题库。中文图书（目前有40942册

PDF图书），哈佛大学善本特藏11168册，文

津讲坛（50场讲座），甲骨拓片、甲骨实物、

年画撷英、碑帖菁华、前尘旧影5个专题库图

片36526张，博士论文摘要数据（251025条）。



专题建设

新版手机门户可以跨平台（本站、发布与服

务系统、移动阅读平台、外购数据库）取资

源形成专题，大大扩充了专题的资源来源。

目前网站发布了11个专题，其中今年春节期

间推出的楹联专题，页面喜庆，内容丰富，

并且在手机端将国家图书馆一系列春节活动

进行了宣传推广，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



截至2016年7月，“掌上国图”用户已经覆盖全国及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等44
个国家。新版手机门户自2015年12月上线以来，访问量不断增长。自2016年7月
起，日均访问人次1116人次，较老版的600余人次增长86%。



随着iPhone等新型手机，以及iOS、Android等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的出现，手机

应用程序商店成了新的手机应用模式。我馆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变化，大胆尝

试了移动应用程序商店的服务模式，于2010年建成了适用于iOS和Android终端

的读者服务应用程序，是国内业界第一个尝试该服务模式的图书馆。



 古典文学优质资源——《四大谴责小说》、《三言二拍》

2010年国家图书馆加工制作了一批古典文学上传到苹果APP Store，

《三言两拍》、《四大谴责小说》通过了苹果商店的审核，提供下载阅读。

制作过程中引入了苹果设备特有的一些特效，采用了全新的卷轴翻页设计,

使阅读效果无限接近纸质书，可实现添加书签、跳转页码等功能

这是将中国古典文学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推广传播出去的首次尝试，打破了

以往读者不到馆无法阅读馆藏资源的局面。国家图书馆选取了可读性强的

一批古代经典小说，以APP形式展示给读者，为中国古典文学寻找到了一

种新的传播途径。



国家图书馆特色资源
——《艰难与辉煌》、《年画撷英》、《国图选粹》

“艰难与辉煌”、“年画撷英”和“国图选粹”三个应用程序以全媒体形式集中
展现图文、音频、视频，便于读者欣赏国图优秀资源。

从视觉、听觉、触觉全方位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90年的光辉历程，有
效激发了观众的爱国热情，是国家图书馆新媒体服务与展览服务结合的一
次非常重要的尝试。

收藏了国家图书馆馆藏大量传统年画资源，辅以中英双语注解，最大限度
地满足了世界各地读者欣赏国家图书馆年画资源的需求，在世界范围内弘
扬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提升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国际影响力。

客户端整合了国家图书馆的各种形式的特色资源、图文专题以及各类信息，
并且实现了资源的实时更新，与其它APP相比，资源更加丰富，形式更加
多样，实现了全媒体集中展现；从技术角度来看，该应用有许多创新点。



寓教于乐——《文津经典诵读》

我馆在2012年将已有服务与移动互联网技术相结合，推

出了基于苹果和安卓系统的“文津经典诵读”应用程序。

 “文津经典诵读”应

用程序首次引入了趣

味游戏表现形式。

 喜欢使用微博的用户

可以便捷地将喜爱的

格言词句通过各类微

博、社交网站进行分

享



国家典籍博物馆于2014年7月正式挂牌成

立，是依托于国家图书馆宏富馆藏，以展示

中国典籍、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的国家级博

物馆。今年推出的国家典籍博物馆APP，包

含了场馆简介、地图导航、展览集萃等丰富

的内容。





服务与资源的结合——《国家数字图书馆》

2012年我馆对国家数字图书馆应用程序进行了优化升级，
以服务和资源为两条主线，以方便读者为目的，为读者提供
了一种使用国图服务、欣赏国图资源的便捷方式：

包含原版强大的书目检索功能及豆瓣书评服务，

基于安卓系统语音服务，将语音检索融入到检
索服务当中

新增的应用荟萃功能使用户可以通过应用一键
式安装或者转到应用程序下载网站

一拍图讯可以通过应用识别各种形式的条码及
二维码，查看图书在全国图书馆的馆藏情况，

增加了与阅读平台的互动及电商网站（卓越、
当当）的链接，真正使读者实现了图书的“就
近借、在线看、上网购”。

此外，程序还汇聚了图书、展览、讲座等多种
资源。

一经推出广受读者好评，日均更新及下载量就达到1000余次。



服务与资源的结合——《国家数字图书馆》

提供快速和高级两种检索方式
搜索输入方式为手工输入、拍照
获取二维码或条形码输入以及语
音输入
在高级界面可以定制关键词属性
和所属数据库
搜索结果中根据不同数据库分类
进行显示
桌面可以增加“书目检索”插件

书目检索



服务与资源的结合——《国家数字图书馆》

微阅书刊

在线阅读国家图书馆公版图书

和期刊资源

展示推荐位、排行榜以及全部

分类图书

自动记录最后阅读的位置

书签、推荐、收藏、分享、书

评



2015年9月，应用程序

再次更新版本，实现了

460种原版原式期刊资源

的下载、阅读、收藏、分

享等功能。期刊资源每月

定期更新。原版原式期刊

百分百还原了各类期刊的

排版与内容，更能满足读

者的阅读需求。

期刊模块



服务与资源的结合——《国家数字图书馆》

我的国图

提供注册、登录服务
读者信息、在借信息、图
书催还、图书预约信息；
个人信息修改
个性化信息：如个人收藏
夹（收藏的图书、展览和讲
座等）、缓存在本地正在阅
读的图书（书架）、视频播
放清单（不缓存）、书签等
个性化信息。
个人账户和微博的关联



服务与资源的结合——《国家数字图书馆》

经典视听

在线播放讲座资源，包

括文津讲坛、历史文化讲

座等

提供听书资源，包括广

播剧、有声书、相声等



听书模块

国家图书馆为更好的顺应新媒体技术的发

展，将国家图书馆的服务及优秀资源呈现

给更多的人群，在应用程序中增加了听书

的功能模块与丰富的有声资源，为读者提

供优质的听书服务。



目前发布的有声读物资源量达到1700余种、4.2万余
集。其中包括小说、有声书摘、经管励志、评书相声、
儿童读物等十大类别的畅销新书。

听书模块



持有读者卡的用户和在线注册的实名

用户可以下载“国家数字图书馆”APP,点

击“经典视听”进入听书模块，免费畅听

全部有声读物。听书模块支持在线播放、

断点续听、离线下载、添加收藏、微信朋

友圈分享等功能。

听书模块



服务与资源的结合——《国家数字图书馆》

掌上展厅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国家
图书馆展览；
按照时间远近排序，展示国
家图书馆展览基本信息；
展览优化

•展览的显示文字时，优化
现有透明度效果
•标题、描述、图片的优化；
增加目录和标题列表
•可设置预约提醒，根据时
间提醒读者展览即将开始



服务与资源的结合——《国家数字图书馆》

应用荟萃

分类展现国家图书馆应用程序

下载的程序资源列表可以从后台

进行管理，增加、修改、删除相关

下载内容

iOS用户跳转到AppStore进行下载；

安卓用户可以直接下载安装apk包



服务与资源的结合——《国家数字图书馆》

新闻公告、一拍图讯

通过客户端查看国图的新闻和公告 调用应用程序的二维码扫描解析功能
用户可以把扫描出来的文字存入手机中



服务与资源的结合——《国家数字图书馆》

留言板



未来升级规划：

优化界面，提升用户体验

优化资源处理流程

馆区地图导览

滞纳金、押金支付

大数据分析

“国家数字图书馆”
应用程序升级



微信是知名互联网公司腾讯推出的一款智能手机应用，支持发送语
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可以聊天和获取信息，目前用户量已经超过
5亿。

微信公众号是企业基于微信平台申请的账

号，通过公众号，企业可以发布消息，为

用户提供服务，更好的与用户互动。

图书馆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为读者提供更

便捷的服务。



目前我馆共6个部门开设11个微信公众账号，每个公众账号都有自己的特
色内容、服务和固定关注人群，且初具规模。

序号 微信名称 所属部处

1 国家图书馆（官微） 数字资源部 信息技术部

2 典籍博物馆
展览部

3 典籍博物馆公共教育

4 文津阅读

社会教育部5 中国记忆

6 国图培训中心

7 国图艺术中心 国图艺术中心

8 少儿图书馆
典藏阅览部

9 国图中文外借

10 掌上国图 信息技术部

序号 微信名称 所属部处

1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数字资源部

2 国家图书馆 数字资源部 / 信息技术部

3 掌上国图 信息技术部

4 典籍博物馆
展览部

5 典籍博物馆公共教育

6 文津阅读

社会教育部7 中国记忆

8 国图培训中心

9 国图艺术中心 国图艺术中心

10 少儿图书馆
典藏阅览部

11 国图中文外借



官方微信

本着“统筹兼顾，资源整合”的原则，为更好的发挥“官微”在对外
宣传、服务读者方面的作用，结合我馆已有公众微信号的服务内容及服务
重点，“国家图书馆”官方微信提供自定义菜单、图文信息、关键词回复
三种服务方式，这三种方式在微信公众号实际服务中并非孤立存在，而是
互为补充。

自定义菜单

关键词

回复

图文信

息

国图讲座、少儿馆活动；不定
期举办的各类展览；我馆特色
馆藏资源；典籍博物馆展品图
片及对应讲解音频等为了满足用户的

体验，利用通过
这些吸引人的自
动回复获得更多
用户的好感，吸
引更多的关注者

三大类别：
资讯、资源、服务



自定义
菜单

菜单 子菜单 点击子菜单的响应动作及展示内容

资讯

讲座预告 链接至手机门户“近期讲座预告”页面，提供不同栏目近期讲座预告信息。

少儿天地 发送图文信息，提供当月少儿馆活动安排

文化培训 发送图文信息，提供近期北图文化发展中心及社会教育部等相关培训安排

文化播报 链接“国图空间”网站“文化播报”栏目，提供近期京城文化动态

常见问题 发送图文信息，提供常见问题解答

资源

移动阅读 链接至移动阅读平台专题图书，提供在线阅读服务

国图公开课 链接国图公开课网站，提供在线讲座播放等功能

馆藏一瞥
发送图文信息，提供馆藏珍品汇总目录，用户回复编号查看对应图文藏品介
绍

文津听书 链接掌上国图网页“国家数字图书馆”app下载页面

文津经典诵读 链接至手机门户网站“文津经典诵读”栏目页面。

服务

我要找书
发送文字回复框，提示查找图书方法；通过相应提示操作，发送图文消息，
提供检索结果。点击检索图书进一步查找相应馆藏信息

在借图书
读者卡未绑定，发送文字回复信息，提示绑定读者卡。读者卡已绑定，显示
在借图书信息、提供图书续借

借阅历史
读者卡未绑定，发送文字回复信息，提示绑定读者卡。读者卡已绑定，显示
读者历史借阅信息

预约查询
读者卡未绑定，发送文字回复信息，提示绑定读者卡。读者卡已绑定，显示
图书预约进度

新书推荐 链接手机门户页面“新书推荐”栏目，提供新书。



图文
信息

①将我馆每周定期举办的主要活动，
如国图讲座、少儿馆活动等整合后作为多图文信息群发；

②将不定期举办的各类展览的海报（标明展期、展地等主要观展信息）
作为图片信息群发；

③将我馆其它微信号制作的相关图文信息提供至
“国家图书馆”官方微信进行发送；

④将我馆特色馆藏进行筛选整理，以类型或朝代等主题制作系列图文或视
频由“国家图书馆”官方微信定期发送，并可将已发送内容汇总成目录，

作为自定义菜单中的“馆藏一瞥”子菜单内容；

⑤每周一库，每周以话题形式推荐我馆中外文数据库。



官方微信

国家图书馆官方微信实现了微
信号读者卡绑定功能，与国家
图书馆OPAC、统一用户系统
实现数据对接。读者通过微信
号成功绑定读者卡后，可以实
现查询借阅信息、在线续借，
在线预约图书三项功能，在保
证读者账号安全登录的同时简
化了繁琐的登录流程。读者也
可以主动选择解除绑定，绑定
读者卡后后台可获得更多的读
者的个人信息，可以提供更多
的大数据分析结果。

我与国图的故事



掌上国图微信公众号是我馆移

动服务微信公众平台，于2014年11

月2日正式上线运营。

公众号利用自定义菜单聚合了

读者服务（图书检索、预约续借、

在借信息查询）、在线阅读、国图

新闻公告等主要功能和资源，并利

用公众号图文消息推送功能实现精

华资源的推送。

掌上国图



“掌上国图”微信公众号群发专题推送消息163条，有效的为读者提供
各项服务和阅读平台的精华图书资源，引导公众阅读。

掌上国图



掌上国图

“掌上国图”微信公众号群发专题推送消息163条，有效的为读者提供各
项服务和阅读平台的精华图书资源，引导公众阅读。



掌上国图

“掌上国图”微信公众号群发专题推送消息163条，有效的为读者提供各
项服务和阅读平台的精华图书资源，引导公众阅读。



掌上国图

“掌上国图”微信公众号群发专题推送消息163条，有效的为读者提供各
项服务和阅读平台的精华图书资源，引导公众阅读。



掌上国图

“掌上国图”微信公众号群发专题推送消息163条，有效的为读者提供各项
服务和阅读平台的精华图书资源，引导公众阅读。



• 1、M地铁图书馆

• 2、国图公开课

• 3、互联网+时代下的业务整合

二 联合社会公众力量 共同开展移动阅读



国家图书馆于2015年01月12日在地铁4号线国家图书馆站站内建立京

城首家地铁图书馆——“M地铁·图书馆”。

M地铁·图书馆项目是国家图书馆和京港地铁共同创意发起的大型公
益项目，以“地铁图书馆”为活动主题，在2014年12月至2016年12月期
间实施，每三个月推出一期主题活动，让乘客在日常出行中多一个阅读
的平台和场所，促进全民阅读。





M地铁·图书馆项目共推出了五期主题活动

第一期 “我们的文字”

第二期 “文津十年”

第三期“向着胜利”

第四期“我们的节日”

第五期“和爷爷奶奶“童”读一本书”



国图公开课是国家图书馆2015年推出的一项全新的社会教育服务，它借鉴
了MOOC的大规模、开放、在线的理念，以专题的形式设置课程，并采用线上
线下互动的授课模式。国图公开课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核心，以国图的馆藏资源为依托，借助“互联网+”的新模式，同时紧密联系
当代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阅读和学习平台。

http://open.nlc.gov.cn/



国图公开课依托国家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开设。我们现在的纸质文献
总量已经达到3300多万件册。国家图书馆每年要举办200多场各种讲座，
积累了一大批专家学者所做的专题报告。“国图公开课”已上线约1000
门课程，都是经过信息化重新编排后的精品文化内容。



国图公开课目前有五个栏目，分别是专题课程、读书推荐、特别活动、
典籍鉴赏和名著品读。



国图公开课目前有五个栏目，分别是专题课程、读书推荐、特别活动、
典籍鉴赏和名著品读。



国图公开课目前有五个栏目，分别是专题课程、读书推荐、特别活动、
典籍鉴赏和名著品读。



国图公开课目前有五个栏目，分别是专题课程、读书推荐、特别活动、

典籍鉴赏和名著品读。



国图公开课目前有五个栏目，分别是专题课程、读书推荐、特别活动、

典籍鉴赏和名著品读。



国图公开课

PC端 移动端 电视端

目前在苹果商店已经上线了国图公开课的APP，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移动端
APP、电视端以及PC端等全媒体服务，进而形成以云计算、大数据为核心技
术支撑的社会教育体系。

http://baike.baidu.com/view/1316082.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954399/13647476.htm


苹果商店已经上线了国图公开课的APP



完善基础功能，促进跨业务、跨

系统整合，是提升国家图书馆移

动阅读整体服务能力的重要途径。

互联网+时代下的业务整合

不断探索新的服务手段，积极推进移

动服务与馆内其他业务及系统的深度

关联，完善对传统纸质资源、数字资

源的深度揭示，实现“就近借、在线

读、上网购”的一站式服务，满足读

者对于信息需求的集成化与高效化趋

势。

同时，国家图书馆也在和互联网企

业开展全方位合作，正在和百度及

腾讯等互联网企业探索移动互联网+

时代图书馆微服务的新模式。

今后国图的资源可以通过百度学术，

用百度的账号可以直接浏览下载。



• 1、移动阅读平台设计初衷的云服务理念

• 2、移动阅读站群建设

• 3、移动阅读平台的推广

• 4、移动阅读平台二期建设

三 联合建设 共同推广



国家数字图书馆移动阅读平台

（http://m.ndlib.cn）是数字图书馆推

广工程重点项目之一，由国家图书馆

联合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共同建设。

该平台采用了云服务建设理念，旨在

以若干图书馆为点，形成图书馆阅读

平台服务群，为全国用户提供一个全

新的，随身随时随地的阅读空间。

将移动阅读业务与国家图书馆、各公

共馆业务体系协同考虑，推动完善云

服务中心，在全国各级图书馆间构建

共建共享的业务机制，使各地用户均

可便捷地获取平台上的数字资源，培

养全民阅读习惯，促进图书馆服务新

业态的形成。



移动阅读平台采用总分馆

架构，可以快速的建设分

站，域名是相对独立的。

各级图书馆可作为分站灵

活接入。

截止目前为止，已经建设

完成150个移动阅读站点，

760余万读者可以享受移

动阅读平台上的资源。



各个分站点可以发布本馆新闻、公告以及本馆特色资源，并能推荐到总站首页

显示。还支持分站点的个性化定制，如分站名称、logo、栏目的个性化定制，

提供多种模板、色彩、风格的选择，帮助各分站自定制展示界面。



现在我们有了供读者阅读的资源，有了150个分站访问的入口，有了

760万的读者群，接下来，我们应该让读者更加了解这个平台，阅读平台上

的资源，才能发挥好它的作用。

长春市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

绍兴市图书馆

厦门图书馆

重庆市图书馆

用户达十万以上的图书馆

山东省图书馆

江西省图书馆

青岛市图书馆

无锡市图书馆

苏州市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的推广方式：

1、资源组织主要以专题制作、编辑推荐为主。

从平台上线到现在，我们已经制作完成了70多个

专题，平均每个月2期专题。

2、专题会在国家图书馆、掌上国图微信公众号、

新浪微博进行图文推荐。

3、掌上国图公众号也会单独设计专题，如我们

现在策划的读史系列，每本书设计有封面、二维

码、简要等信息，通过二维码直接阅读图书等。

这样就形成移动阅读平台用户、微信公众号用户、

新浪微博粉丝的联动效应，相互补充和推广，并

且，这些平台都有用户分享的功能，可以将移动

阅读平台的资源推向更多的读者。

国图新浪微博发布当期专题



微信平台是一个很好的推广平台，现在大部分图书馆都有了微信公众号，各个图书馆

可以借助微信将我们的阅读平台上的资源推荐出去，既丰富了微信平台内容，也让各

分馆的读者享受了免费阅读资源。

“掌上国图”微信号的读史系列专题



移动阅读平台是推广工程的一个重要的系统，是全民阅读均等化的重要体
验，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以及读者需求的改变，阅读平台一期内容
在某些方面已经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因此，在2016年，我们提出进行阅
读平台二期的建设。在二期建设内容确定之前，我们广泛征求各个图书馆
的意见，以使平台更加符合各个图书馆及其图书馆读者的需求，因为移动
阅读平台的建设是为全国公共图书馆和读者服务的，她的发展离不开各个
图书馆支持。

各位可以致电010-88544581或者发邮件至mobile@nlc.cn，联系移动阅读平
台事宜或者反馈对平台的意见和建议。春节前我们在推广工程的工作群里
也发送了设计好的调查问卷，希望没有反馈意见或者建议的公共馆能够及
时给出宝贵的意见，我们希望阅读平台的二期建设能够满足公共图书馆和
读者的使用需求。

mailto:各位可以致电010-88544581或者发邮件至mobile@nlc.cn


注册登录

• 考虑了简化注册登录流

程，包括如简化注册项，

增加登录选项等，可以

使用手机号进行注册和

登录。与第三方用户的

集成等，但也要考虑图

书馆资源授权情况、图

书馆服务政策等多种因

素，最后再确定是否可

行。

资源方面

• 支持多种类型资源的发

布、组织和管理。

• 实现资源分发功能，分

站可以从总站资源池中

选取符合自己图书馆的

资源，对资源进行管理

和组织。

• 优化资源组织，丰富专

题组织形式；加强用户

行为分析功能，通过用

户阅读行为，推荐用户

感兴趣的资源，实现个

性化推荐功能。

用户体验

• 在二期建设中将用户体

验作为一个重要改进点，

进一步优化用户体验，

重新设计触屏版，优化

彩版。主要从交互设计、

视觉设计、用户操作流

程等多个方面进行优化

改进，设计支持各种资

源类型的阅读器，方便

读者阅读。



谢谢大家！
THANKS

未来，国家图书馆将本着开放、创新的精神，期待更多的合作与共建，来满足
公众的阅读需求，营造全民阅读氛围，为公众提供更新颖、更亲民的社会文化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