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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是通过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

通信技术等高新技术结合，基于网络环境下对传

统文献进行数字化，同时与新出现的多种媒体的

数字资源进行组织、整合与管理，并通过网络向

用户提供全方位的知识服务。

• 文献数字化建设背景1



· 数字图书馆概念1995年引入我国；
· 在我国掀起数字图书馆研究热；
· 2000年前后开始数字图书馆建设。

• 文献数字化建设背景1



· 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与规范建设项目
·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 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

• 文献数字化建设背景1



数字图书馆体系结构
·数字信息科学管理体系 是保障

·数字资源建设体系 是核心

·数字资源服务与发布体系 是目标

·数字资源存储与管理体系 是基础

• 文献数字化建设背景1



数字图书馆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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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科学的管理体系



文献数字化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介质的文

本(包括印刷图书)、图形、图像、声音、视频等信息

进行格式转换和压缩处理，使其转化为数字信息并

存储，然后以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为依托进行信息

传递，实现检索，为读者提供信息服务。

• 文献数字化加工标准规范2



· 实物文献
包括甲骨、竹简、印章、石碑、木版、铜板

· 纸本文献
包括印刷型：书、刊、报；手工型：手稿、书札等

· 缩微文献
包括缩微胶卷和缩微平片

· 视听文献
包括录音带、唱片、录象带、视盘。

· 电子文献
包括网络资源和实体资源（如光盘、磁盘、磁带）

• 文献数字化加工标准规范2



·一般来说，一个数字对象就是一个
具有唯一标识的数字资源。

·一个数字对象的组成包含三个要素

• 文献数字化加工标准规范2

（1）对象数据

（2）元数据

（3）唯一标识符



2.1 对象数据

·文本数据
TXT、 XML、HTML 、PDF

·图像数据
TIFF、JPEG、JPEG2000、PDF 

·音频数据
MP3、 WAV

·视频数据
MPEG-1、MPEG-2、MPEG-4 

格式体系



2.1.1图像数据

·资源应用级别
长期保存级（A）

建议以TIFF格式存储，不压缩或无损压缩。

复制加工级（P）

建议以JPG或JPEG2000，有损压缩。

发布服务级 （D）

L（L arge ，大图）

M（Medium，中图）

S（Small，小图）



2.1.1图像数据



2.1.2音频数据

资源级别

主要参数

文件格式 后缀名（小写）

采样率 量化级 通道数

长期保存
级

22/128kHz 16/24bit 由原始资料特性决定 wav wav

发布服务
级

22/44kHz 8/16bit 双声道/单声道 mp3 mp3



2.1.3视频数据

资源级
别

主观质量
描述

主要参数

分辨率
帧数（帧/ 

秒）
视频速率

音频速率
（ kbps）

音频采样 文件格式
后缀名（小

写）

长期保
存级

高清质量
1920×

1080
25/30/60

固定码率
50Mb/s或
25Mb/s的
可变码率

384

立体声
48kHz

MPEG2编码
AVI格式

mpg
avi

标清质量
720×5

76
25/30

15Mb/s固

定码率或
可变码率

最低质量

原采集
窗口尺
寸但不
小于

352×2
88

25
5Mb/s固

定码率或
可变码率

224

发布服
务级

最低质量
不低于
352×2

88
15/25/30

不低于
512kb/s

64-384
立体声
44.1kHz

MPEG4
FLV

WMV

mpg
flv

wmv



2.2 元数据

数字资源对应源文献的内容及特征的描述。建
议选用CNMARC（ISO2709）格式或DC元数据核心
元素集。

·CNMARC，遵循《新版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
册》

·DC元数据，遵循GB/T25100-2010信息与文献：
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



2.2 元数据

名称 标签 名称 标签

Title 题名 Creator 创建者

Contributor 其他责任者 Publisher 出版者

Subject 主题 Description 描述

Date 日期 Type 类型

Format 格式 Identifier 标识符

Source 来源 Language 语种

Relation 关联 Coverage 时空范围

Right 权限



2.3 唯一标识符

·唯一标识符是数字对象唯一、永久的标识。

·对象数据与元数据通过唯一标识符来建立彼此的
关联关系。

·一般来说，唯一标识符基本都不包含元数据信息，
而是通过在元数据中包含唯一标识符（一个或多个）来
建立与对象数据的指向关系。



· 图书整理
· 扫描制作
· 数据标引
· 质量检查
· 数据验收
· 成品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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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图书整理

·交接确认
根据交接清单核对与确认文献实体名称和数量。

·导入数据
根据条形码从Aleph系统获取MARC元数据，并导入系统。

·文献查重
根据图书条形码查重，根据ISBN号，系统号确定是否需要重新加工。

·文献前整理
补充著录文献的缺页、损坏等情况，确定是否加工；确定扫描方式（高

速扫描、平板扫描、零边距扫描、大幅面扫描等）； 系统指定图书加工

编号，生成中文图书数据库之图书基本信息表。



3.1 图书整理

图书数字化加工过程中一册图书的唯一标识 。

文献基本资料类型（1位）、文献语种（1位）、加工年（2位）、大流水号（4位）、

子流水号(2位)。
注：在加工数据库各个表中，要将文献基本资料类型、文献语种、加工年、大流

水号（即前8位）和子流水号（2位）用下划线连接，并作为一个字段使用。如：

01090012_66 

例： 文献语种（中文） 子流水号

文献基本资料类型
（图书） 0   1   0 9 0 0 1 2 6 6

加工年（2009） 大流水号

其存储路径：c:\01090012\66\

图书加工编号



3.1 图书整理

注：图书基本信息表（book表）除加工编号和条码号外，各字段内容原则上均取自书目数据

（MARC）。对于相同“001”、不同“条码号”的图书，要进一步标注“书名”字段，

标注内容用“（）”括起来。如：（上册）、（下册）。

序号 中文名称 字段名称 对应书目数据（MARC）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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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基本信息表



3.1 图书整理

图书基本信息表



3.2 扫描制作

·色彩校正：扫描前根据国际色彩协会ICC标准，做

基本的色彩校正，及针对各类型图书进行色彩校正。

·文献扫描：根据文献整理中确定的扫描方式采用

相应的扫描仪进行扫描。图书为全书逐页扫描方式，

依照扫描规格进行图书数字加工；按照命名规则命

名图像文件。





3.2 扫描制作

·扫描前根据国际色彩协会（International Color 

Consortium，简称ICC）标准，做加工设备的基本色

彩校正，及针对各类型文献进行色彩校正。

·黑白页和灰度页用灰度方式扫描。

·彩色页用彩色方式扫描。

扫描方式



3.2 扫描制作

灰度方式扫描

色彩位深：8 位

分辨率：300 dpi；小于5号字体用400 dpi      

JPEG2000压缩因子：20（根据图像规格、颜色、数据量适当调整）

档案典藏级格式：TIFF 不压缩

发布服务级格式：PDF（经过JPEG2000压缩后，再做格式转换）

彩色方式扫描

色彩位深：24 位

分辨率：300 dpi；小于5号字体用400 dpi 

JPEG2000压缩因子：120（根据图像规格、颜色、数据量适当调整）

档案典藏级格式：TIFF 不压缩

发布服务级格式：PDF（经过JPEG2000压缩后，再做格式转换）

扫描规格



3.2 扫描制作

前封（含封一、封二）

扫描文件名为Axxxxx_00，其中xxxxx为5位数字，按原书顺序依次排序。

前附页
目录页之前的前附页扫描文件名为Bxxxxx_00，其中xxxxx为5位数字，按原书顺序依次排序。

目录页之后的前附页扫描文件名为Dxxxxx_00，其中xxxxx为5位数字，按原书顺序依次排序。

目录页
扫描文件名为Cxxxxx_00，其中xxxxx为5位数字，按原书顺序依次排序。

正文

有页码的正文扫描文件名为Txxxxx_00,其中xxxxx为5位数字,与原书页号一致，按原书顺序依次排序。

正文中插页扫描文件名为Txxxxx_yy，其中xxxxx为5位数字,表示插页的前一页顺序号,yy为数字，表

示插页，并按原书顺序依次排序。

后附页
扫描文件名为Yxxxxx_00，其中 xxxxx 为5位数字，按原书顺序依次排序。

后封（含封三、封四）

扫描文件名为Zxxxxx_00，其中xxxxx为5位数字,按原书顺序依次排序。

图像命名规则



高清扫描仪



高速扫描仪

零边距扫描仪



缩微胶卷高速扫描仪



非接触式扫描仪



3.3 数据标引

· 目录信息标引

· 摘要及内容简介标引

· 图书版权页标引

· 插页信息标引

·  缺页信息标引

· 图书结构信息标引

· 图书加工信息标引



3.3.1 目录信息标引
记录图书目录页内容及图像文件信息。

图书目录信息表（catalog表）

序号 中文名称 字段名称 备注

1 加工编号 book_id

2 标引序号 serial_num 数值型

3 章节号 chapter_num

4 章节名 chapter_name

5 作者 author

6 页码 page_num 客观著录，如实反映目录页原貌（可为空）

7 绝对页码 ppage_num 数值型，文件名数字部分

8 页位置 page_place 文件名字母部分

9 属性 page_prop

1）“目录”属性为“1”；2）“无目录”属性为“2”；
3）每册书除第一条目录外，其余记录的属性默认为
“0”

数值型



图书目录信息表（catalog表）



3.3.2 摘要及内容简介标引
记录图书摘要及内容简介图像文件信息。

摘要及内容信息表

注：摘要及内容简介生成文本文件。

序号 中文名称 字段名称 备注

1 加工编号 book_id

2 书名 book_name 200字段$a.$h,$i,$e

3 作者 author 200字段$f

4 中文摘要位置 chiabst_place 记录中文摘要首页文件名

5 中文摘要页数 chiabst_num

6 英文摘要位置 engabst_place 记录英文摘要首页文件名

7 英文摘要页数 engabst_num



摘要及内容信息表



3.3.3 图书版权页标引
记录图书版权页图像文件信息。

图书版权信息表（ copyright表）

序号 中文名称 字段名称 备注

1 加工编号 book_id

2 书名 book_name

3 作者 author

4 001 record_id

5 版权页位置 copyright_place 记录版权页文件名



3.3.3 图书版权页标引
记录图书版权页图像文件信息。

图书版权信息表（ copyright表）

序号 中文名称 字段名称 备注

1 加工编号 book_id

2 书名 book_name

3 作者 author

4 001 record_id

5 版权页位置 copyright_place 记录版权页文件名



3.3.4 插页信息标引
记录图书插页信息。

图书插页信息表（inset表）

序号 中文名称 字段名称 备注

1 加工编号 book_id

2 插页前正文页号 prior_text_page 图书印刷页码

3 插页数量 inset_num 数值型



3.3.5 缺页信息标引
记录图书缺页信息。

图书缺页信息表（lostpage表）

序号 中文名称 字段名称 备注

1 加工编号 book_id

2 缺页前正文页号 start_text_page 图书印刷页码

3 缺页数 lostpage__num 数值型



图书缺页信息表（ lostpage表）



3.3.6 图书结构信息标引
记录图书封面、前附页、目录、正文等结构信息。

图书结构信息表（ struct表）

序号 中文名称 字段名称 备注

1 加工编号 book_id

2 封面页数 fore_cover_num 数值型

3 目录前，前附页数 preface1_num 数值型

4 目录前，前附页起始页号 preface1_start_page

5 目录页数 content_num 数值型

6 目录起始页号 content_start_page

7 目录后，前附页数 preface2_num 数值型

8 目录后，前附页起始页号 preface2_start_page

9 正文页数 text_num 数值型

10 正文起始页号 text_start_page

11 后附页数 appendix_num 数值型

12 后附页起始页号 appendix_start_page

13 封底页数 back_cover_num 数值型



图书结构信息表（ struct表）



3.3.7 图书加工信息标引
记录扫描分辨率、压缩因子、文件数量、存储量等信息。

图书加工信息表（process表）

序号 中文名称 字段名称 备注

1 加工编号 book_id

2 书名 book_name

3 扫描分辨率 dpi 数值型

4 压缩因子 comp_factor

5 灰度页数量 grey_num 数值型

6 彩色页数量 col_num 数值型

7 TIFF数量 tiff_num 数值型

8 PDF数量 pdf_num 数值型

9 TIFF存储量 tiff_mb 数值型，存储单位：MB

10 PDF存储量 pdf_mb 数值型，存储单位：MB

11 典藏级光盘位置 cdA_place 第一套典藏级光盘编号

12 服务级光盘位置 cdB_place 第一套服务级光盘编号

13 典藏级硬盘位置 hdA_place 典藏级硬盘财产号

14 服务级硬盘位置 hdB_place 服务级硬盘财产号



图书加工信息表（process表）



数据库命名规则



3.4 质量检查

1. 中文图书均采用ASCII码进行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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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典藏级数据内，以“〓”

命名的文件夹内。

2. 标引信息应严格按照原书实际内容进行描述，真实反映图书原貌。各类链

接准确无误。

3. 图书封面和各种内页的扫描方式正确，不得随意改变。

4. 每本图书相同扫描方式生成的图像保持相同的清晰度，不得有失真现象。

5. 图像歪斜度不可以超过一度；去除与文字、图片、版式无关的杂点、黑边、

污迹等信息。

6. 拼接图像接缝处无错位、无缝吻合，不应出现白边和内容缺失，没有明显

的歪斜。

质量要求



3.4 质量检查

7. 长期保存级（档案典藏级）图像，无需进行转换，数字文件保持原采集信

息，以无损压缩和不压缩标准格式存档。发布服务级的图像，为有损压缩图像格

式，在转换工作中应在图像轮廓清晰可读的前提下（可放大到实际尺寸检查判

定），尽量减小数据量。

8. 图像名称必需正确，同一数据流水号不得有跳号情况，按顺序排列命名；

图像文件的排列顺序应与原书一致。

9. 数据库字段、说明文件、各类表格等内容严格按照附件规定和样例版式，

加工方不得擅自更改。

10. 介质中不得存放与备份内容无关的文件、严禁携带病毒、严禁浪费介质

空间。

质量要求



3.4 质量检查

1. 图像文件（各种格式）放大到1：1状态，逐页检查。检查文件是否有太淡、

太浓、黑边、污点、歪斜、模糊（马赛克等）或图像内容不完整等现象，不符合

图像质量要求应进行图像校正或重新扫描。

2. 发现文件漏扫时，应及时补扫并正确插入图像。

3. 检查是否符合扫描规格要求。

4. 所有文件保存位置正确，可以正常地打开、显示。

5. 检查图像页码是否连续，不得跳页。

6. 文献以册/件为单位检查标引（描述和管理）数据是否完整、准确。

7. 按照命名规则检查目录、文件、数据库、文档、介质等名称是否正确。

8. 检查各类说明、统计、验收等文档是否齐全。

数据检查



3.5 数据验收
1. 数据验收将采取抽样检验，验收人员随机抽选。

2.各种标引、说明文件的文字、符号、版式、位置和文件名称准确，其综合

错误率不超过0.3‰。

3.图像数据扫描方式、扫描规格、文件格式、文件命名、图像处理、压缩方

式等符合要求，其综合错误率不超过1‰。

4.成品数据备份数量、保存介质命名、数据存放方式、数据内容符合规范要

求，且各类型保存介质内无坏死文件、不准携带病毒，错误率为0。

5.装订后图书保持与扫描前图书的封面、内页等书页的位置和数量前后一致；

保证书本规格相差无几。若原书有磁条、RFID标签，加工单位应在本馆购买后贴

放在书中。

6.达到验收标准的数据视为合格，合格范围内检查出的问题进行修正；未达

到验收标准的数据由加工单位重新对进行数据的检查、修改、重扫等返工工作。

7.本馆验收人员撰写《数字资源验收记录单》，将验收结果及时通知加工单

位，并监督处理过程和结果。



3.6 成品移交

·文献移交
装订文献，归还文献实体。

·数据移交
元数据（书目数据）
数据库文件
数据说明文件

· 介质移交



3.6 成品移交

数据库文件



3.6 成品移交

数据说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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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说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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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说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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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说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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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说明文件



3.6 成品移交

数据说明文件



3.6 成品移交
样例1



3.6 成品移交
样例2



3.6 成品移交

光盘命名规则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