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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献数字化加工

重点建设1949年以来的地方文献，精选体现本地区地域特色，有较高文献

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精品馆藏资源。每个馆按照申报数量进行数字化加工。

方志 地方文史资料

 综合志，指以某一地域范围，分类记述一定时期的
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其现状的志书，如《福
州市志》、《大连市志》、《浙江省鄞县通志》等；

 专志，指专门记述本地域内某一事物或某一事业的
历史与现状的著述，包括专门志、专题志、部门志、
行业志等独立于综合志书之外的志书，如《天津石
化通志》、《浙江省青年运动志》、《越剧志》等。

 地方史料，指专门记述某一地域或社会发展过程的文
献，包括地方社会史、地方经济史、地方文化史、地
方革命史等诸方面,如《河北文史资料选辑》、《在井
冈山的岁月》、《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旧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1840～1919》等；

 地方人物资料，指地方知名人士的传记、评传、回忆
录等，如《赖少其传》、《爱国港商潘以和》等。

2015重点内容



地方文献数字化加工

重点建设1949年以来的地方文献，精选体现本地区地域特色，有较高文献

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精品馆藏资源。每个馆按照申报数量进行数字化加工。

 优先选择重点建设内容中已进入公有领域或自有版权的文献；

 对重点建设内容按年代由远至近依次遴选；

 本年度以汉语言文献为主，暂缓选择少数民族语言的地方文献；

 暂缓选择地方人物的文学作品、纪念文集、研究评论文集及手稿等；

 暂缓选择不便于OCR内容识别的地方文献，如图集、画集、歌曲集等。

2015遴选原则



版 权 证 明

自有版权承诺书 其他来源版权承诺书
公有领域版权

甄别证明



时间：1949年之后

内容：地方特色文献
包括不限于地方志，
行业志。

版权：公有领域或者
自有版权优先。





• 黑白页用灰度

方式扫描。

• 彩色页用彩色

方式扫描。



高速扫描仪



数字化环境注意防护光源，避免透光或反射光的影响。数字化后
的图像清晰，文件页码连续，没有重页、缺页，错页等情况（原
书缺页、错页除外）。补扫的图像要与同册图像文件的大小一致，
颜色接近。

1.以原文献的上边沿为基准，以中缝为中心线，保持原文献的天
头、地脚的尺寸不变，左右两边的尺寸基本不变。

2.数字图像放大至实际尺寸100%，图像不失真。
3.数字图像文件与文献原件颜色不一致，须先进行设备色彩校正，
再重新进行扫描或拍照工作。



高速扫描仪







双层PDFTXT文件TIFF图像

TIFF图像均为单页 双层PDF有单版和合并版TXT文件有单版和合并版









1.文本数据应如实反映原书内容、版面等所有原书相关信息。
2.文本数据保存格式为TXT纯文本格式。
3.文件命名无误，且在数量上与TIFF图像一致。
4.文本数据内容与TIFF图像内容吻合，不存在乱码、转换错误等
问题。
5.文本数据应如实反映原文的章节、段落，不应出现与文章段落
不符的字符、段落、硬回车、空格等。
6.单版TXT文件与合并版TXT文件内容完全一致。



注释

注释分注释类和解说类，仅对有意义注释进行转换，无意义注释不做
转换。

 注释出现在当页，且明确标出与正文对应位置的：将注释内容填入
括号“（）”内，插回到原文注释所对应的位置。

 注释在一篇文章或章节结尾，以参考或引用等专项标题单独列出的：
按原文版式转换，不插回原文。

 解说类注释出现在正文文字段落中间或左右两侧，在正文中无对应
位置的：将注释内容放在其出现的那段文字后，另起一段，段首标
注“注释：”。

 解说类注释出现在黑框或深色底框内，且在正文文字段落中间的将
注释内容放在【】内的：原位置转换。

：



注释出现在当页，
且明确标出与正
文对应位置的：
将注释内容填入
括号“（）”内，
插回到原文注释
所对应的位置。



空白页

为保持内容完整性和页面连贯

性，正文中空白页需保留，并按照

命名规则正确命名，内容标注为

“[=此处为空白页=]”。



插图与插图页

 插图

仅对有意义插图进行转换和标注。在插图出现的段落后另起一段，

标注为“[=此处为插图（图注）=]”。

 插图页

均需保留，并按照命名规则正确命名，内容标注为：“[=此处为插

图页（图注）=]”；对于包含多个插图的插图页，内容标注为：“[=此

处为插图页：图一（图注），图二（图注）…=]”。







表格与表格页
表格只转换表格内文字及表注，任何形式表格边框不予转换。
 表格

简单的单列或横向排版表格应予转换；多列复杂表格，内容为分类列举的
文字按列予以转换；其他表格不予转换，在表格出现的位置，标注为“[=此处
为表格（表格说明）=]”。
 表格页

需保留，并按照命名规则正确命名，内容标注为“[=此处为表格页（表格
说明）=]”。

对未进行转换的图像和表格，需在其所属单板TXT文件目录内建立“未转换
文件对应图像”子目录，将此插图/表格所在的图像文件保存在该子目录内；多
个插图/表格对应同一个图像时，仅保存一个图像文件。同时对未进行转换的插
图/表格在《文献全文转换未转换文件记录表》中进行记录。





拼音文字混编

拼音文字混编分为对全文均做拼音标注和仅对个别文字做拼音标注两种情况。

 全文均做拼音标注的（拼音一般标注在文字上方）

只转换文字，不转换拼音

 个别文字做拼音标注的（拼音一般标注在文字后面）

需按照原文版式，同时转换文字和拼音。



下划线

 下划线标记的为单个字符或字母的

将标注内容填入【】，放在有下划线的字符或字母后。

 下划线标注的为一句话或一段字符或字母的

将有下划线的内容放在（）内，标注内容填入【】，放在有下划线的内

容后。



其他

无法录入的生僻字、公式、符号等内容用“〒”表示。同时将“〒”所对应

图像文件保存在单版TXT文件目录内建立“未转换文件对应图像”文件夹内。

文件夹建立方法：

 子目录内应包含所有用“〒”表示的图像文件并以jpg格式保存。

 图像文件删除其他信息，仅保留“无法录入的内容”信息，图像命名不变。

 多个用“〒”表示的内容对应同一个图像时，仅保存一个图像文件。









 双层PDF数据需完整，避免缺页、重页、页码顺序颠倒等问题。

 双层PDF文件的图像层和文字层的文字对位准确，反显区域与文字区域

相差1毫米以内。

 打开一本电子文献阅览并对文字放大时，保证在放大到百分之二百的时

候，字迹清晰，笔画连续，无断裂、缺块的现象。

 整本PDF必须制作书签。书签是电子书的目录，内容和纸质书的目录一

致。书签的功能是用户点击书签的某一章节，电子书会自动显示为相应

页。打开PDF文件时，自动显示书签，书签只展开到第一级目录。



图像层

文字层



加工编号：文献数字化加工过程中一册
文献的唯一标识，11位数字和1位下划线

第 1   位：文献基本资料类型，图书为0

第 2   位：文献语种，中文为1

第 3-4 位：加工年，公元年后两位数字

第 5-8 位：机构代码，前2位表示省，后两位

表示市，黑龙江0800

第 9-11位：单位内部流水号，自行分配，从1

开始，不足3位以0补齐。

1位下划线在机构代码之后。







数据库命名

8位：

文献基本资料类型（1位）

文献语种（1位）

加工年（2位）

机构代码（4位）。

如：01140100.mdb

数据库



序号 中文名称 字段名称 对应书目数据（MARC）

1 加工编号 book_id

2 分类 cat_id 第一个690字段$a

3 书名 book_name 200字段$a.$h,$i,$e

4 作者 author 200字段$f

5 出版社 pub_house 210字段$c

6 出版时间 pub_date 210字段$d

7 ISBN号 isbn 010字段$a

8 001 record_id 001字段

9 条码号 barcode

10 唯一标识符 cdoi

book

book_id
cat_i
d

book_nam
e

author pub_house pub_date isbn
record_i
d

barcode cdoi

01140100_0
01

K835.1
65.76=
41

贝多芬传 (法)罗
曼·罗兰
著

华文出版社 2013 978-7-
5075-
3899-1

00651792
7

32939369
97

book表



样例



catalog表



样例



copyright表



样例



insert表



样例



Lostpage表



样例



process表



样例



struct表



样例



说明文件

文献总体
说明文件

数据总体说明
文献单册数据量统计
文献全文转换未转换文件记录表
全文转换加工文字量统计表

单册文献
说明文件

图书的名称、作者和页数

存储介质
说明文件

存储介质信息：文献数量、文件数量、存储容量等；

技术参数：存储格式、加工设备、加工软件、扫描

方式、扫描分辨率等





Author and Publish 
Spreadsheets

Authoring Exploration and Consumption

Exploration and Consumption



合并版）、TXT文件（单版和合并版）、对应数据库、说明文

件、介质说明文件、文献的书目数据，各一份。

提交格式

数据库文件 （Acess文件）
文献总体说明文件 （Excel格式）





质量检查 数据检查

验收合格

实例

对
象
数
据

数据
库及
相关
说明
文件

数据
提交
相关
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