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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图概况

山东省图书馆创建于1909年。

现包括一个总馆，以及国学分馆和少儿分馆。

总馆于2002年建成开放。

总建筑面积6.3万平米。

藏书量750万册，其中古籍75万册，善本20万册。

全省公共图书馆除省馆，尚有一个副省级馆（济
南）、一个计划单列市馆（青岛）、15个市级馆、
136个县区级图书馆。



鲁图概况

• 山东自2002年开始，先后实施了文化共享工程、公
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2011年又开始实施数字图
书馆推广工程，并且都率先进行了试点建设，在几
年的建设实践中，边建设、边服务、边探索，边创
新，初步走出一条具有山东特色的公共数字文化建
设之路。

• 2010：县级数字图书馆推广全覆盖。
• 2010：国家图书馆与山东省文化厅数图建设战略合

作协议。
• 2011：政府决策参考数字图书馆上线。
• 2012：“掌上鲁图”移动数字图书馆开通。
• 2013：全省17市图书馆VPN虚拟网开通。
• 2013：全省联合参考咨询平台上线。
• 2014：“光明之家”盲人数字图书馆建成。
• 2014：“尼山书院”传统文化数字服务平台开通。
• 2015：县级图书馆资源提升计划完成；资源联建全

面展开。



一、软硬件支撑平台建设

• 馆域网基础设施：计算机信息节点1518
个，无线信息节点704个，互联网接入带
宽1000M，计算机终端448台，服务器62
台（含刀片服务器），有效物理存储容量
202TB，实际资源存储量130.8TB。

• 推广工程专用高性能服务器4台：
目前已部署的应用为：
1）唯一标示符系统
2）统一用户认证系统(已在省馆、济南、青
岛馆部署)

3) 政务信息公开平台
4）运行管理平台



2013年1月，实现省馆与十七市馆VPN虚拟网互
联：
• 采用标准的IPSecVPN协议
• 省市馆局域网之间实现连通与数据共享。
• 通过集成化的VPN互连设备，实现简单化管理

和安全互联。
• 目前尚存在互联效率不高，有丢包现象。

2015年，省馆及济南市、青岛市馆与国家馆实
现155M专线互联，实现高效的数据交互和资源、
应用共享。

2016年将试点县级图书馆的网络互联互通，山
东为三个县馆。

全省虚拟网



二、特色资源建设与数字资源联建

在线资源库达48个（含自建数据库），数据总量
130.8TB。

•学术数据库：CNKI、维普、万方、E线图情、读秀、国研
网……

•电子期刊：龙源、博看、有声期刊、外文期刊……

•学习培训：智课、超星名师讲坛、新东方学习库、国际教
育视频共享平台……

•全民阅读：书香齐鲁、阅读中国、数字连环画、有声图书
馆……

•下一步工作：资源整合、一站式访问。

1、基础性服务资源已成规模



2、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资源全面共享

•推广工程资源库群约40个资源库140TB的数字资源，通过专网访问、持证读者馆外访问、互
联网访问等三种方式，向读者提供服务。

•文津搜索成为省图读者倚重的知识搜索工具。

•“掌上国图”手机服务平台得到应用。

•推广工程共享资源及文津搜索的页面都在省图书馆网站首页进行链接。



通过统一用户认证系统进行大数据整合，实现基层
馆用户的统一认证，是实现资源共享的重要途径。

2015年底之前，山东省图书馆、青岛市图书馆、济
南市图书馆，在实现与国图专线互联的基础上，实现
了大数据的整合。

2016年，计划还将选择省内10个市级馆进行大数据
整合工作。

省图书馆加入“推广工程”的认证读者达到22.4万
人，青岛市馆认证读者超过10万人。

大数据整合



3、地方特色资源建设初见成效

省图自建资源库20余个，数据容量约12.5TB

1）山东民俗民间文化系列：
《齐鲁民俗文化之旅》40集、《山东地方戏揽萃》30集、《话说鲁菜》20
集、《山东民间手工技艺》20集、《细品鲁瓷》8集、《山东民间手工技艺》
20集、《乡土山东》20集、山东地方戏曲动漫15集、山东春节文化数据库、
山东非遗数据库。

2）山东历史与传统文化系列：
《深宅古韵》8集、《山东历史文化名街》10集，山东艺术名人》20集，
《山东历史文化名镇》10集、《山东历史文化名村》10集、中国传统文化
系列动漫——圣贤故事篇》10集、《大众讲坛》系列讲座20集、山东近代建
筑专题数据库、山东历史人物传记资料库、齐鲁旧影老照片库。

3）山东红色文化系列：
《山东红色之旅》16集、《临沂市抗战遗址多媒体资源库》、沂蒙抗战记
忆专题片。

4）特藏及地方文献数字化：
馆藏地方文献数字化9000种、缩微胶片数字化40万拍、馆藏古籍珍本数据
库501种、馆藏文史资料2万页、济南、烟台等市馆的地方文献数字化建设、
威海市教会古籍数字化建设项目。



3、地方特色资源建设初见成效

山东地方文献数字图书馆 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 山东民俗文化之旅专题片

大众讲坛图书馆公开课 五三惨案多媒体数据库 山东近代建筑资源库



4、推广工程数字资源联建

•自2014年开始，山东省图书馆开始加入推广工程的资源联建工
作。2015年5个市馆参与联建工作。2016年有多达12个市馆参与
资源联建工作。

•省馆组织指导；市馆积极参与。全省统一申报；注重立项评审。
加强督导审验；确保建设质量。

•其中：政府信息公开，2015年省馆及4个市馆共完成9.9万条；
2016年省馆及11个市馆拟加工11万条。目前山东分站已上线运行。

•地方文献数字化（含报纸及图书），2015年省馆及3个市馆完成
27万页；2016年省馆及7个市馆拟完成15.6万页。其中省馆开发
的地方文史资料库已对省政协开展服务。

•图书馆公开课，2015年省馆及济南、威海市馆完成272节；2016
年4个市馆拟完成200节。

•网事典藏，2016年省馆及济南市馆拟完成200个网站的整合。

•专题数据库，山东省图书馆2015年承担了“山东历史人物传记
资料库”的建设工作。



三、数字化应用系统举例

•2010年-2011年，先后开通了山东省政府数字图
书馆、山东省政协数字图书馆、山东省财政厅数
字图书馆。

•以电子图书、综合数据库、决策信息数据库为
主，包括推广工程、共享工程资源库，对于部分
限制使用的资源，以IP绑定的方式实现局域网内
的访问。

•编发电子版的“决策信息参考”、“纪检信
息”、“文化动态”。

1、政府决策的数字化服务



2、移动与自媒体服务平台

山东移动数字图书馆 山东省图书馆微信服务号 山东省图书馆资讯平台（订
阅号）

尼山书院微信 山东省少儿图书馆微信

•为顺应读者信息交流方式的变化，山东省图书馆创新服务模式，搭建包含微信、微博、官网APP、以及QQ群在内的微服务平台，向读者提供及时、
便捷的网络服务。目前拥有一个官网微信服务号、一个官网订阅号，一个官网微博、一个官网APP，以及尼山书院、少儿图书馆、培训中心、志
愿者等微信号。除发布活动资讯外，还提供书目检索、图书续借、书刊微阅读等服务。截至2016年8月，山东省图书馆微服务平台粉丝用户已超
过3万名。

•2012年1月，山东移动数字图书馆正式开通。提供馆藏书目数
据检索，实现在线书刊阅读。通过后台功能强大的云共享服务
体系，提供近5亿条的元数据检索和40TB的资源共享，文献传递
功能强大。目前月均点击量达174万次。



3、特殊群体服务：盲人数字图书馆

• 山东省“光明之家”盲人数字图书馆是专门为全省的盲人朋友开发建设的
一套数字化阅读服务体系，面向全省67.3万视障群众开展数字文化服务。

• 光明之家盲人数字图书馆的宗旨是：用知识和智慧为他们的内心带来光明，
让他们的人生充满阳光。

• 一站---视障人士的信息盲道。（充分采用信息无障碍技术，语音导航、
语音指令）

• 一库---初步建成盲用无障碍信息资源库。（有声电子书1300部、电子刊
2400多种、中外音乐作品近1000首，电影70余部，传统戏剧120余部，讲座420
余部，曲艺笑话600余篇。）

• 一网---盲人身边的终端服务网络。（布局在视障人士集中的机构和场所
，如特教学校、社区、残障人士服务中心等。到目前为止建成阅览室数量59个，
其中：各市县残疾人服务中心22个、特教学校17个、社区2个、基层公共图书馆
18个。）

• 管理运行模式：公共图书馆与残联、盲协、教育部门协作共建，图书馆负
责资源提供、培训与技术支持，残联负责日常服务与运行维护。



3、特殊群体服务：盲人数字图书馆

触摸文明 聆听智慧 沟通世界



4、尼山书院：传统文化数字化服务

•尼山书院是以图书馆为依托的国学传统文化体验、教育、传授、
展示阵地。是山东公共图书馆界拓展社会化功能的一项创新。

•建设运行上实现标准化，功能上的六个一：一个统一标牌、一尊
孔子像、一个国学讲堂、一个道德展厅、一个国学经典阅览室、
一个传统文化体验区。活动内容分五大板块：经典诵读、国学普
及、礼乐教化、道德实践、情趣培养。常态化开展专题公开课、
新六艺体验、展览等。

•图书馆+书院模式覆盖全省：包含1个省馆、17个副省和市级馆、
136个县馆都建有规范化的尼山书院，乡镇及城市社区分别建有乡
村儒学和社区儒学。

•建立全省尼山书院理事会，成立全省尼山书院联盟。书院总山长
为前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理事长为省文化厅厅长。



4、尼山书院：传统文化数字化服务

•尼山书院数字化服务平台包含网站及微信平台，体现了线上数字
化服务与线下活动的有机统一。主要资源栏目有：国学经典、国
艺学堂、网上展厅、国学讲堂。

•各市级公共图书馆也都有自己的专题网站或网页。

•国学公开课（孔子公开课、孟子公开课）同步实现网上直播。

•线上服务资源包括：国学经典有声读物18400种；国艺学堂（包
括视频及电子读物12000部）；国学讲座1300部。

•开展专题资源建设：建设“新六艺在线学习资源库”，通过微视
频、微课、仿真游戏、动漫等方式，围绕琴、棋、书、画、礼仪、
健身等内容，建设基于互联网和移动网的资源服务平台。



5、其他应用服务系统

全省图书馆联合参考咨询平台 山东省公共文化学习网 书香齐鲁全民阅读平台



6、市级公共图书馆优秀应用案例

2011年9月，德州市网络图书馆开通，
200万册中文电子图书文献传递，310
万册中文图书书目，中文期刊5720万
篇，外文期刊7789万篇，面向全市城
乡所有的电信联通用户提供完全开放
式访问。

2016年4月，济宁市电视图书馆开通。利
用山东有线在济宁地区的广电网络线路优
势，馆藏的电子图书、视频资源以及图书
馆馆情动态、社会活动等能实时的面向全
市140万户家庭发布。

2016年4月，枣庄电视图书馆开通。与中广
有线合作。设有10个栏目，5000余种数字
资源。上述两个电视图书馆建设过程中，
国家数字图书馆在资源上给予鼎力支持。



四、馆际协作与资源共享

全省图书馆讲座联盟

全省图书馆展览联盟

全省公共图书馆书院联盟



四、馆际协作与资源共享

资源联建工作等的协作协调

• 选题调研与征集

• 积极开展立项申报工作的指导和
培训

• 资源联建过程中的技术支持（共
享政务信息公开整合的网络爬虫
软件）。对市馆项目的质检和初
验。

• 举行数字图书馆优秀案例征集活
动

资源共享共用

• 积极开展省馆资源向基层馆
共享。建立以资源共享和文
献传递为主的全省参考咨询
平台。

• 建立山东网上图书馆共享服
务平台，便于基层馆集中访
问。

• 部分资源库全省开放访问：
龙源、博看、新东方……

• 部分资源库开放账号和权限
共享：万方、维普。



五、培训与服务推广

1、推广工程业务培训

• 2014年至今，共举办全省推广工
程或数字化服务培训班8期。

• 培训主题包括：推广工程资源建
设；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理念；
新媒体、新技术服务；数字图书
馆应用技术。

• 积极参与中图学会举办的数字图
书馆业务与技能竞赛。

全省图书馆数字化创新服务研讨会暨
2016数字图书馆业务技能竞赛培训班

2015年图书馆新媒体新服务展示
交流现场会在潍坊举办

2016年图书馆新媒体新服务交流会
及数字图书馆高层论坛在淄博举办

2015年全省特色资源建设培训班在
枣庄举办



五、培训与服务推广

1、推广工程业务培训

2016年5月全省盲人数字图书馆培训班在济南举办

2016年6月全省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培
训班在济南举办

国家图书馆在我省举办推广工程舆情
监测与分析培训班

2015年12月，全省数图推广工程培训
班在临沂举办。



五、培训与服务推广

2、推广工程服务推广

• 2014年至今，省及各市图书
馆共开展推广工程服务推广
活动10余次。

• 服务推广的主要方式是：展
览、读书会、征文、发放资
料、利用节假日举办推广活
动……

• 积极组织本省开展“网络书
香过大年”活动，连续两年
组织举办“中国年中国梦”
摄影大赛。

山东省图书馆举办的推广工程体验展示
活动。

六一儿童节，省图书馆针对残疾
儿童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省少儿图书馆举办图书馆数字资源
与服务系列讲座。

东营市图书馆举办手机移动阅读推
广活动



五、培训与服务推广

2、推广工程服务推广

• 各地服务推广活动集锦

济南市图书馆开展“书香泉城-数字阅读
进网咖”活动。

青岛市图书馆：让我们一起电子悦
读吧——数字资源使用推广活动

潍坊市图书馆在世界读书日期间开
展数字阅读推广活动

书签、海报、微信：山东省图书馆
推广方式多种多样。



几点粗浅的认识

数字资源的重组与再造不容忽视

数字化服务向移动平台迁移乃大势所趋

注重体验的多终端、新技术、全媒体服务将引领潮流

服务推广是决定成败的关键环节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