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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一、项目背景一、项目背景一、项目背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快速发展

   
   

                    虚拟网络互联互通虚拟网络互联互通虚拟网络互联互通虚拟网络互联互通                                     系统平台初见成效系统平台初见成效系统平台初见成效系统平台初见成效

硬件基础条件大幅提升硬件基础条件大幅提升硬件基础条件大幅提升硬件基础条件大幅提升
                            24家省馆、86家市馆硬件设

备已达到推广工程配置标准。

• 60家图书馆完成虚拟网连接

• 7省实现全省图书馆网络联通

• 统一用户系统

• 唯一标识符系统

• 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平台

        资源和服务建设不断拓展资源和服务建设不断拓展资源和服务建设不断拓展资源和服务建设不断拓展
 共享数字资源总量超过880TB

  推广移动终端数字图书馆服务

    推广数字电视图书馆服务



一、项目背景一、项目背景一、项目背景一、项目背景

数字资源征集成绩显著

2011201120112011

2012201220122012

资    源    主    题                                                             资源包数量

   专题视频资料 73

   馆藏特色资源 22

   民国文献 22

   非物质文化遗产 21

   地方志 16

   老照片 11

   少年儿童资源 11

   少数民族资源 6

   家谱 5

   动漫素材 1

   年画 1

   合计 189189189189



一、项目背景一、项目背景一、项目背景一、项目背景

数字资源征集成绩显著

征集资源发布： http://mylib.nlc.gov.cn/web/guest/home



二、建设目标二、建设目标二、建设目标二、建设目标

有机结合  同步开展  相辅相成

联合建设联合建设联合建设联合建设

�    拟建资源拟建资源拟建资源拟建资源

�    限定联建主题限定联建主题限定联建主题限定联建主题

数字资源征集数字资源征集数字资源征集数字资源征集

�    已建资源已建资源已建资源已建资源

�    限定征集主题限定征集主题限定征集主题限定征集主题



三、建设主体三、建设主体三、建设主体三、建设主体

联合建设项目 征集项目

• 通过省馆参与联建
副省级、市级副省级、市级副省级、市级副省级、市级

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 • 申报本馆资源参加征集

• 统筹协调本省文化资源联建

• 主导或参与联建
省级图书馆省级图书馆省级图书馆省级图书馆 • 申报本馆资源参加征集

• 联建统筹与经费支持

• 标准规范支持与人员培训

• 主导联建资源深度加工、整 

  合与生命周期全流程管理

国家国家国家国家    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

• 征集统筹与经费支持

• 标准规范支持与人员培训

• 主导征集资源深度加工、整

  合与生命周期全流程管理



四、建设原则四、建设原则四、建设原则四、建设原则

联合建设项目 征集项目

申报申报申报申报
• 自愿申报与定向委托
• 新建资源

• 自愿申报
• 已建资源（2013年6月30日）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 全文型数字资源
• 缺藏数字资源
• 侧重挖掘实体馆藏

• 全文型数字资源
• 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资源
• 地方文化特色资源

版权版权版权版权
• 重点：自有版权、公有领域
• 适当：其他来源版权可转授

• 优先征集版权无瑕疵资源

数据数据数据数据
• 符合标准规范
• 唯一标识符系统和版权管理
系统注册

• 符合标准规范
• 加工规范、提交及时、利于
后期发布和服务

经费经费经费经费
• 根据资源类型、数量、价值、
开放权限等综合因素确定支持
经费。

• 根据资源类型、数量、价值、
开放权限等综合因素确定支持
经费。



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

联合建设项目主题

广泛的调研
专家的论证

资源的建设意义
资源的体系化规模化效益
各馆的资源建设现状
各馆的可参与的程度

确定机制

考量因素



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

1111、地方文献专题库、地方文献专题库、地方文献专题库、地方文献专题库

联合建设项目



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

1111、地方文献专题库、地方文献专题库、地方文献专题库、地方文献专题库

联合建设项目

建设目标
搜集整理反映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各
类型资源，建设全面展示我国各地区历史发展
脉络的数字资源专题库。

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资料；边疆资料；地理
环境与生态资料；社会民族民俗资料；名人名
家资料。

重点主题
地方历史、地方文化、地方景观、地方风物、
地方名人、边疆文献等。

建设内容



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

2222、图林拾珍专题库、图林拾珍专题库、图林拾珍专题库、图林拾珍专题库

联合建设项目



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

2222、图林拾珍专题库、图林拾珍专题库、图林拾珍专题库、图林拾珍专题库

建设目标
搜集整理反映藏书事业、图书馆发展历史、图
书馆学研究的各类型资源，建设全面展示我国
图书馆史和图书馆学史的数字资源专题库。

珍品馆藏故事; 重要图书和图书馆建筑资源；
馆史馆志以及业务科研成果资料；图情学科相
关的其他资源。

重点主题 馆藏故事、图书馆建筑、学术研究成果等。

建设内容

联合建设项目



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

3333、网事典藏资源库、网事典藏资源库、网事典藏资源库、网事典藏资源库

联合建设项目



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

3333、网事典藏资源库、网事典藏资源库、网事典藏资源库、网事典藏资源库

建设目标

利用推广工程部署的软件平台，采集反映地方
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各类型网络资源，通
过知识关联和整合，建设地方网络资源典藏资
源库。

本省的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网站发布的资源；
对本地区历史和发展具有长期保存价值和重要
战略意义的其它网络资源。

重点主题 政府机构网站资源典藏。

建设内容

联合建设项目



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

4444、人文悦读专题库、人文悦读专题库、人文悦读专题库、人文悦读专题库

联合建设项目



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

4444、人文悦读专题库、人文悦读专题库、人文悦读专题库、人文悦读专题库

建设目标
遴选馆藏中符合内容要求的普通中文图书，逐步
开展数字化加工和保存，建设图书馆电子图书基
本馆藏。

具备较高的历史价值和长期保存价值的图书；弘
扬主旋律和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
求的图书。

重点主题 哲学社会、经济法律、文化教育、语言文字、文
学艺术、历史地理、科普知识等。

建设内容

联合建设项目



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五、建设内容

征集项目

民国文献、家谱、老照片、年画、碑帖、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民国文献、家谱、老照片、年画、碑帖、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民国文献、家谱、老照片、年画、碑帖、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民国文献、家谱、老照片、年画、碑帖、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少数民族资源少数民族资源少数民族资源少数民族资源

主题鲜明、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特色突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特色突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特色突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特色突出

重点征集主题重点征集主题重点征集主题重点征集主题

其他特色资源其他特色资源其他特色资源其他特色资源

    已建：地方文献、人文悦读、图林拾珍已建：地方文献、人文悦读、图林拾珍已建：地方文献、人文悦读、图林拾珍已建：地方文献、人文悦读、图林拾珍

联合建设主题资源联合建设主题资源联合建设主题资源联合建设主题资源



六、共享机制六、共享机制六、共享机制六、共享机制

•    推广工程享有联建资源使用权；推广工程享有联建资源使用权；推广工程享有联建资源使用权；推广工程享有联建资源使用权；
•    国家数字图书馆享有征集资源使用权；国家数字图书馆享有征集资源使用权；国家数字图书馆享有征集资源使用权；国家数字图书馆享有征集资源使用权；
•    承建馆、应征馆获得深度加工与整合承建馆、应征馆获得深度加工与整合承建馆、应征馆获得深度加工与整合承建馆、应征馆获得深度加工与整合
的的的的本馆承建与应征资源。本馆承建与应征资源。本馆承建与应征资源。本馆承建与应征资源。
•    承建馆、应征馆享有相应资源的使用承建馆、应征馆享有相应资源的使用承建馆、应征馆享有相应资源的使用承建馆、应征馆享有相应资源的使用
权权权权和所有权。和所有权。和所有权。和所有权。

•    统一揭示统一揭示统一揭示统一揭示
•    根据资源权限，通过多种服务渠道根据资源权限，通过多种服务渠道根据资源权限，通过多种服务渠道根据资源权限，通过多种服务渠道
和和和和多种服务方式提供服务多种服务方式提供服务多种服务方式提供服务多种服务方式提供服务

版权归属

服务方式

合作共建      
合理共享



七、工作机制七、工作机制七、工作机制七、工作机制

制定建设方案、拟定相关规范和标准、管理建
设经费、督办日常联合建设业务、整合发布联
建资源、对承建馆提供技术指导和相关培训等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小小小小组组组组

推广工程统筹管理联建项目专项经费；国家 图
书馆统筹管理征集项目专项经费。

经费经费经费经费
管管管管理理理理

业内外专家、省级公共图书馆代表进行框架设
计、定向委托建议、专业咨询、立项评审等 专家组专家组专家组专家组

联合建设工作同时作为数字图书馆示范馆、
示范项目评选的参考指标。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评审评审评审评审



八、工作流程与进度安排八、工作流程与进度安排八、工作流程与进度安排八、工作流程与进度安排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