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图书馆唯一标识符国家图书馆唯一标识符国家图书馆唯一标识符国家图书馆唯一标识符
命名规则介绍命名规则介绍命名规则介绍命名规则介绍



1、唯一标识符结构



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

       国家数字图书馆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采用“前缀/后缀”
的方式，前缀和后缀各段采用英文半角“.”分隔。

前缀 后缀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1F23.0196011586”“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1F23.0196011586”



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

前缀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



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

前缀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国家区域代码国家区域代码国家区域代码国家区域代码：108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



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

前缀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ndlc

国家数字图书馆代码国家数字图书馆代码国家数字图书馆代码国家数字图书馆代码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



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

前缀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从1开始按顺序进行编码

服务节点代码服务节点代码服务节点代码服务节点代码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



前缀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

采用16位编码命名，分为三个部分注册机构代码：注册机构代码：注册机构代码：注册机构代码：
110000     903101    0001110000     903101    0001110000     903101    0001110000     903101    0001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



� 前缀：第四段——第一部分

位数位数位数位数 前6位

属性属性属性属性 区域码

参照标准参照标准参照标准参照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域代码（GB/T 2260-1999）

代码表示代码表示代码表示代码表示 表示该机构的行政级别

范例范例范例范例

   以福建省为例：
�福建省区域码为350000
�福州市区域码为350100
�厦门市区域码为350200

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1F23.0196011586”“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1F23.0196011586”



� 前缀：第四段——第二部分

位数位数位数位数 7-12位

属性属性属性属性 行业码

代码表示代码表示代码表示代码表示

所属行业及其行业属性

前4位 代表所属行业

后2位 代表行业属性

采用标准采用标准采用标准采用标准
前4位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

（GB/T 4754-2011），如图书馆为9031

后2位 采用两位数字表示，如图书馆属性可分为：
01 公共图书馆；02 高校图书馆；03 专业图书馆；

范例范例范例范例
  国家图书馆行业码：903101

北京大学图书馆：903102
      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903103

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1F23.0196011586”“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1F23.0196011586”



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

� 前缀：第四段——第三部分

位数 最后4位

属性 机构序号

代码表示 为所属行政区域范围内所属行业的机构代号，
编码范围为：0001-9999

编码分配策略 从0001开始，采取先申请先授权先分配编码的策略

范例

以福建省图书馆、福州市图书馆、厦门市图书馆来举例说明：

� 福建省图书馆注册机构代码为：3500003500003500003500009031019031019031019031010001000100010001 

“350000350000350000350000”为福建省区域码；“903101903101903101903101”为行业码；“0001000100010001”为机
构序号。

� 福州市图书馆注册机构代码为：3501003501003501003501009031019031019031019031010001000100010001

“350100350100350100350100”为福州市区域码

� 厦门市图书馆注册机构代码为：3502003502003502003502009031019031019031019031010001000100010001

“350200350200350200350200”为厦门市区域码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1F23.0196011586”“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1F23.0196011586”



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

� 后缀

后缀

第一段
综合信息编号

第二段
系统内部唯一号

T1F23.0196011586



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

� 后缀 —— 第一段

综合信息包括三部分：分别描述资源种类、文件格式和来源系
统，采用字母和数字的组合方式表示。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TnFnOnTnFnOn
TTTT为：type的简写，表示资源种类

FFFF为：format简写，表示文件格式

OOOO为：other简写，表示来源于其他系统

nnnn为：自然数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1F23.0196011586”“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1F23.0196011586”



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

资源种类资源种类资源种类资源种类 资源编号资源编号资源编号资源编号

图书 T1

期刊 T2

论文 T3

报纸 T4

图片 T5

音频 T6

视频 T7

网页采集 T8

… … … …

�资源种类



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

�文件格式

文件格式文件格式文件格式文件格式 格式编号格式编号格式编号格式编号 文件格式文件格式文件格式文件格式 格式编格式编格式编格式编
号号号号 文件格式文件格式文件格式文件格式 格式编号格式编号格式编号格式编号 文件格式文件格式文件格式文件格式 格式编号格式编号格式编号格式编号

ARCARCARCARC F1F1F1F1 ICOICOICOICO F11F11F11F11 MPEG4MPEG4MPEG4MPEG4 F21F21F21F21 TXTTXTTXTTXT F31F31F31F31

ARJARJARJARJ F2F2F2F2 ISOISOISOISO F12F12F12F12 PCDPCDPCDPCD F22F22F22F22 WAVWAVWAVWAV F32F32F32F32

ASPASPASPASP F3F3F3F3 JPGJPGJPGJPG F13F13F13F13 PDFPDFPDFPDF F23F23F23F23 XLSXLSXLSXLS F33F33F33F33

AVIAVIAVIAVI F4F4F4F4 LZHLZHLZHLZH F14F14F14F14 PICPICPICPIC F24F24F24F24 XLSXLSXLSXLS F34F34F34F34

BMPBMPBMPBMP F5F5F5F5 LZWLZWLZWLZW F15F15F15F15 PNGPNGPNGPNG F25F25F25F25 XMLXMLXMLXML F35F35F35F35

CABCABCABCAB F6F6F6F6 MDBMDBMDBMDB F16F16F16F16 PPTPPTPPTPPT F26F26F26F26 YUVYUVYUVYUV F36F36F36F36

DBFDBFDBFDBF F7F7F7F7 MIDMIDMIDMID F17F17F17F17 PSDPSDPSDPSD F27F27F27F27 ZIPZIPZIPZIP F37F37F37F37

DOCDOCDOCDOC F8F8F8F8 MOVMOVMOVMOV F18F18F18F18 RARRARRARRAR F28F28F28F28 …… ……

FLVFLVFLVFLV F9F9F9F9 Mp3Mp3Mp3Mp3 F19F19F19F19 TARTARTARTAR F29F29F29F29

GIFGIFGIFGIF F10F10F10F10 MPEG2MPEG2MPEG2MPEG2 F20F20F20F20 TIFTIFTIFTIF F30F30F30F30



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

� 后缀 —— 第一段

文件格式：
举例说明：举例说明：举例说明：举例说明：

�图书类型的PDFPDFPDFPDF格式资源描述为：T1F23T1F23T1F23T1F23；

�图书类型的资源，既有PDF格式文件，也有TXT格式文件：

    如果以PDFPDFPDFPDF格式为主，描述为T1F23T1F23T1F23T1F23；

    如果以TXTTXTTXTTXT格式为主，描述为T1F31T1F31T1F31T1F31；

�图片类型的JPGJPGJPGJPG格式资源描述为：T5F13T5F13T5F13T5F13；

�视频类型的FLVFLVFLVFLV格式资源描述为：T7F9T7F9T7F9T7F9。



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

�来源系统

    如果来源系统与其他系统已提交的注册数据的系统号重复，采

用“On”形式描述，按照O1、O2、O3…的顺序，先注册先分

配，否则将“On”省略。



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

�来源系统

举例说明：举例说明：举例说明：举例说明：

文献数字化系统已成功注册一条唯一标识符为：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1F23.0196011586”

0196011586Aleph系统的系统号

如果网页采集系统提交一条注册数据：

由于该系统未通过Aleph系统编目，则采用本系统的系统号

如果系统号也为0196011586，生成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1F23O1.0196011586”



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

� 后缀 —— 第二段

系统内部唯一号：

    系统内部唯一号采用系统号和颗粒度描述规则共同表示，该字段
由若干子段组成，各子段采用英文半角“.”分隔。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1F23.0196011586”“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1F23.0196011586”



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

� 后缀 —— 第二段

系统内部唯一号：

        系统内部唯一号采用系统号和颗粒度描述规则共同表示，该字

段由若干子段组成，各子段采用英文半角“.”分隔。

系统号系统号系统号系统号
如果注册数据经过Aleph等编目系统编目
，系统号使用Aleph系统的系统号，否则
使用本系统的系统号。

颗粒度颗粒度颗粒度颗粒度
描描描描述规则述规则述规则述规则 参照文献数字化加工的命名规范。



2、注册数据



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

1、系统管理员分配的注册数据

注册机构代码： 参见参见参见参见



系统内部标识对象的标识号。系统内部标识对象的标识号。系统内部标识对象的标识号。系统内部标识对象的标识号。如果注册
数据经过Aleph等编目系统编目，则使
用Aleph系统的系统号；否则使用本系
统内部唯一号。

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系统号系统号系统号系统号

MARC记录001字段。
MARCMARCMARCMARC记录标识号记录标识号记录标识号记录标识号

资源名称。
题名题名题名题名



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

创建资源内容的主要责任者，可以为个
人，组织或某项服务。

创建者创建者创建者创建者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国际标准书号
ISBNISBNISBNISBN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编号
ISSNISSNISSNISSN



注册数据规则

语种语种语种语种

使资源成为可以获得并可用的责任者，包括
个体，组织，或服务。

出版者出版者出版者出版者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出版时间出版时间出版时间出版时间



标识对象类型的说明，
如图书、期刊、论文、
图片等，各资源类型编
号参见右表：

注册数据规则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标识对象类型标识对象类型标识对象类型标识对象类型 资源种类 资源编号

图书 T1

期刊 T2

论文 T3

报纸 T4

图片 T5

音频 T6

视频 T7

网页采集 T8

… … … …

资源种类编号表：资源种类编号表：资源种类编号表：资源种类编号表：



注册数据规则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资源的物理或数字表现形式，如PDF、TIFF、
JPG等，各种文件格式编号。详见下表：

标识对象格式标识对象格式标识对象格式标识对象格式

文件格式 格式编号 文件格式 格式编号 文件格式 格式编号 文件格式 格式编号
ARCARCARCARC F1F1F1F1 ICOICOICOICO F11F11F11F11 MPEG4MPEG4MPEG4MPEG4 F21F21F21F21 TXTTXTTXTTXT F31F31F31F31

ARJARJARJARJ F2F2F2F2 ISOISOISOISO F12F12F12F12 PCDPCDPCDPCD F22F22F22F22 WAVWAVWAVWAV F32F32F32F32

ASPASPASPASP F3F3F3F3 JPGJPGJPGJPG F13F13F13F13 PDFPDFPDFPDF F23F23F23F23 XLSXLSXLSXLS F33F33F33F33

AVIAVIAVIAVI F4F4F4F4 LZHLZHLZHLZH F14F14F14F14 PICPICPICPIC F24F24F24F24 XLSXLSXLSXLS F34F34F34F34

BMPBMPBMPBMP F5F5F5F5 LZWLZWLZWLZW F15F15F15F15 PNGPNGPNGPNG F25F25F25F25 XMLXMLXMLXML F35F35F35F35

CABCABCABCAB F6F6F6F6 MDBMDBMDBMDB F16F16F16F16 PPTPPTPPTPPT F26F26F26F26 YUVYUVYUVYUV F36F36F36F36

DBFDBFDBFDBF F7F7F7F7 MIDMIDMIDMID F17F17F17F17 PSDPSDPSDPSD F27F27F27F27 ZIPZIPZIPZIP F37F37F37F37

DOCDOCDOCDOC F8F8F8F8 MOVMOVMOVMOV F18F18F18F18 RARRARRARRAR F28F28F28F28 …… ……

FLVFLVFLVFLV F9F9F9F9 Mp3Mp3Mp3Mp3 F19F19F19F19 TARTARTARTAR F29F29F29F29

GIFGIFGIFGIF F10F10F10F10 MPEG2MPEG2MPEG2MPEG2 F20F20F20F20 TIFTIFTIFTIF F30F30F30F30



资源的URL地址
URLURLURLURL

资源内容的说明。描述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
容：文摘、目录、对以图形来揭示内容的资源而
言的文字说明、或者一个有关资源内容的自由文
本描述。

描述信息描述信息描述信息描述信息

注册数据规则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当前资源部分或全部源自该元素所标识的资源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关联关联关联关联
描述资源间的关联关系



注册数据规则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对象颗粒度对象颗粒度对象颗粒度对象颗粒度

资源类型资源类型资源类型资源类型 颗粒度颗粒度颗粒度颗粒度1(K1)1(K1)1(K1)1(K1) 颗粒度颗粒度颗粒度颗粒度2(K2)2(K2)2(K2)2(K2) 颗粒度颗粒度颗粒度颗粒度3(K3)3(K3)3(K3)3(K3)

图书图书图书图书T1T1T1T1 种、册种、册种、册种、册 页页页页 插图、公式插图、公式插图、公式插图、公式

期刊期刊期刊期刊T2T2T2T2 种、期种、期种、期种、期 页页页页 插图、公式插图、公式插图、公式插图、公式

论文论文论文论文T3T3T3T3 种种种种 页页页页 插图、公式插图、公式插图、公式插图、公式

报纸报纸报纸报纸T4T4T4T4 种、期种、期种、期种、期 版面版面版面版面 文章、图片文章、图片文章、图片文章、图片

图片图片图片图片T5T5T5T5 种、幅种、幅种、幅种、幅

音频音频音频音频T6T6T6T6 种、首种、首种、首种、首 某一段某一段某一段某一段

视频视频视频视频T7T7T7T7 种、场种、场种、场种、场 某一段某一段某一段某一段

网页采集网页采集网页采集网页采集T8T8T8T8 种、页种、页种、页种、页



注册数据规则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对象颗粒度对象颗粒度对象颗粒度对象颗粒度

资源类型资源类型资源类型资源类型 颗粒度颗粒度颗粒度颗粒度1(K1)1(K1)1(K1)1(K1)

图书图书图书图书T1T1T1T1 种、册种、册种、册种、册

资源类型资源类型资源类型资源类型 颗粒颗粒颗粒颗粒度度度度2(K2)2(K2)2(K2)2(K2)

期刊期刊期刊期刊T2T2T2T2 页页页页

举例说明：举例说明：举例说明：举例说明：
标识粒度为“T1K1V1” 标识粒度为“T2K2V1”

表示该图书类资源按图书类资源按图书类资源按图书类资源按““““种种种种””””
形式注册唯一标识符

表示该期刊类资源按期刊类资源按期刊类资源按期刊类资源按““““页页页页””””
形式注册唯一标识符。



注册数据规则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

�K1K1K1K1粒度：粒度：粒度：粒度：

� 单卷册：不需要描述。

� 多卷册：第NNNN卷（册）使用“mmmmNNNN”描述；如果是以第NNNN卷

（册）起始的多卷（册）使用“mmmmNNNNaaaaXXXX”来描述，X值按注册
顺序依次排列。

其中，mmmm为multiple简写，aaaa为additional简写，NNNN,XXXX为自然

数，XXXX按顺序先注册先分配。

T1图书



注册数据规则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

举例说明：� K1 K1 K1 K1粒度：粒度：粒度：粒度：

T1图书

       某一套丛书系统号为0196011586019601158601960115860196011586，该丛书分为10册
且10册为同一系统号。则：

�全套10册粒度范围为：0196011586；
�第5册粒度范围为：0196011586m5；
�第5,6,7册粒度范围为：0196011586m5a1；
�第5,6册粒度范围为：0196011586m5a2。



注册数据规则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

T1图书

� K2 K2 K2 K2粒度：粒度：粒度：粒度： 参照文献数字化加工命名规则

文件命名规则文件命名规则文件命名规则文件命名规则 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

前封（含封一、封二） Axxxxx_00.pdf An

目录页之前的前附页 Bxxxxx_00.pdf Bn

目录页之后的前附页 Dxxxxx_00.pdf Dn

目录页 Cxxxxx_00.pdf Cn

正文 Txxxxx_00.pdf Tn

后附页 Yxxxxx_00.pdf Yn

后封 Zxxxxx_00.pdf Zn

注：注：注：注：xxxxxxxxxxxxxxxxxxxx为为为为5555位数字位数字位数字位数字,,,,按原书顺序依次排序；按原书顺序依次排序；按原书顺序依次排序；按原书顺序依次排序；n=1,2,3n=1,2,3n=1,2,3n=1,2,3…………。。。。



注册数据规则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

T1图书

� K2 K2 K2 K2粒度：粒度：粒度：粒度：
举例说明：

�正文第1页描述为：T1；

�目录第2页描述为：C2；

�正文前24页描述为：T1a1（a表示追加）；

�正文第1页以及第5，6，7页描述为：T1a2。



注册数据规则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

T1图书

� K3 K3 K3 K3粒度：粒度：粒度：粒度：

采用自然数N描述插图或公式编号，按顺序进行分配。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T1图书——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举例

注册数据规则

举例1 ：某一套丛书系统号为0196011586，
             这套丛书共有10册且10册共用同一系统号。

� 全部全部全部全部10册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1F23.0196011586
� 第第第第5555册册册册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1F23.0196011586m5m5m5m5
� 第第第第5,7,8,95,7,8,95,7,8,95,7,8,9册册册册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1F23.0196011586m5a1m5a1m5a1m5a1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T1图书——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举例

注册数据规则

举例1 ：某一套丛书系统号为0196011586，
             这套丛书共有10册且10册共用同一系统号。

� 第第第第5,6,75,6,75,6,75,6,7册册册册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1F23.0196011586m5a2m5a2m5a2m5a2
� 第第第第5555册正文第册正文第册正文第册正文第1111页页页页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1F23.0196011586m5.t1m5.t1m5.t1m5.t1
� 第第第第5555册正文前册正文前册正文前册正文前24242424页页页页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1F23.0196011586m5.t1a1m5.t1a1m5.t1a1m5.t1a1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T1图书——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举例

注册数据规则

举例1 ：某一套丛书系统号为0196011586，
             这套丛书共有10册且10册共用同一系统号。

� 第第第第5555册正文前册正文前册正文前册正文前10101010页页页页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1F23.0196011586m5.t1a2m5.t1a2m5.t1a2m5.t1a2

� 第第第第5555册正文第册正文第册正文第册正文第10101010页页页页的第一幅插图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1F23.0196011586m5.t10.1m5.t10.1m5.t10.1m5.t10.1

� 按插图注册唯一标识符，如第第第第5555册正文第册正文第册正文第册正文第10101010页的第页的第页的第页的第1,21,21,21,2幅插图幅插图幅插图幅插图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1F23.0196011586m5.t10.1a1m5.t10.1a1m5.t10.1a1m5.t10.1a1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T1图书——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举例

注册数据规则

举例2：某一种书系统号为0196011589，且该种书为单册。

� 该册图书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1F23.0196011589

� 按页注册唯一标识符，参照例1中第5-7条。

� 按插图/公式注册唯一标识符，参照例1中第8-9条。



T2期刊

注册数据规则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

� K1 K1 K1 K1粒度：粒度：粒度：粒度： 描述期刊的出版年、期刊期号等信息。

出版年出版年出版年出版年用 y y y y 描述，为 year 简写；

期期期期刊期号刊期号刊期号刊期号用 iiii    描述，为 issue 简写；

增增增增刊刊刊刊用 ssss 描述，为 supplement 简写；

合合合合订本订本订本订本用 bbbb 描述，为 bound 简写。



T2期刊

注册数据规则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

� K1 K1 K1 K1粒度：粒度：粒度：粒度： 举例说明：

�该期刊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所有期粒度范围为：010000015010000015010000015010000015.y2008y2008y2008y2008；

�该期刊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第6666期粒度范围为：010000015010000015010000015010000015.y2008y2008y2008y2008i6i6i6i6；

�该期刊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增刊增刊增刊增刊粒度范围为：010000015010000015010000015010000015.y2008y2008y2008y2008sNsNsNsN,

    N为自然数，按顺序进行分配；

�该期刊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合订本合订本合订本合订本粒度范围为: 010000015010000015010000015010000015.y2008y2008y2008y2008bbbb。

某期刊的系统号为010000015010000015010000015010000015



T2期刊

注册数据规则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

� K2 K2 K2 K2粒度：粒度：粒度：粒度： 参照T1图书类型

� K3 K3 K3 K3粒度：粒度：粒度：粒度： 参照T1图书类型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T2期刊——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举例

注册数据规则

举例：某期刊的系统号为010000015

� 该期刊所有期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2F23.010000015

� 该期刊2008200820082008年所有期年所有期年所有期年所有期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2F23.010000015.y2008y2008y2008y2008

� 该期刊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2009200920092009年所有期年所有期年所有期年所有期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2F23.010000015.y2008a1y2008a1y2008a1y2008a1

� 该期刊2008-20102008-20102008-20102008-2010年所有期年所有期年所有期年所有期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2F23.010000015.y2008a2y2008a2y2008a2y2008a2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T2期刊——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举例

注册数据规则

举例：某期刊的系统号为010000015

� 该期刊2008200820082008年合订本年合订本年合订本年合订本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2F23.010000015.y2008by2008by2008by2008b

� 该期刊2008200820082008年第年第年第年第6666期期期期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2F23.010000015.y2008i6y2008i6y2008i6y2008i6

� 该期刊2008200820082008年第年第年第年第6666，，，，7777，，，，8888期期期期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2F23.010000015.y2008i6a1y2008i6a1y2008i6a1y2008i6a1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T2期刊——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举例

注册数据规则

举例：某期刊的系统号为010000015

� 该期刊2008200820082008年第年第年第年第6666，，，，7777期期期期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2F23.010000015.y2008i6a2y2008i6a2y2008i6a2y2008i6a2

� 该期刊2008200820082008年增刊年增刊年增刊年增刊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2F23.010000015.y2008s1y2008s1y2008s1y2008s1

� 按页注册唯一标识符，参照例1中第5-7条。
� 按插图/公式注册唯一标识符，参照例1中第8-9条。



T3论文

注册数据规则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

参照T1图书类型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T3论文——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举例

注册数据规则

举例：某篇论文的系统号为002579217

� 该篇论文唯一标识符为：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3F23.002579217

� 按页注册唯一标识符，参照例1中第5-7条。

� 按插图/公式注册唯一标识符，参照例1中第8-9条。



T4报纸

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

� K1 K1 K1 K1粒度：粒度：粒度：粒度： 描述报纸的出版年、期号信息。

出版年用 y y y y 描述，为year简写；

期号用 i i i i 描述，为issue简写。

注册数据规则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举例说明： 某种报纸系统号为012053268012053268012053268012053268

�该报纸2008200820082008年所有期粒度范围为：012053268012053268012053268012053268.y2008y2008y2008y2008

�该报纸2008200820082008年第6666期粒度范围为：012053268012053268012053268012053268.y2008y2008y2008y2008i6i6i6i6



T4报纸

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

� K2 K2 K2 K2粒度：粒度：粒度：粒度： 描述报纸的版面信息。

版面用eeee描述，为editioneditioneditionedition简写。

注册数据规则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举例说明： 某种报纸系统号为012053268012053268012053268012053268

�该报纸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第6666期第3333版粒度范围为：

                            012053268012053268012053268012053268.y2008y2008y2008y2008i6i6i6i6.e3e3e3e3



T4报纸

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

� K3 K3 K3 K3粒度：粒度：粒度：粒度： 采用自然数N描述文章、插图等编号，

按顺序进行分配。

注册数据规则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T4报纸——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举例

注册数据规则

举例：某种报纸系统号为012053268

� 该报纸所有期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4F23.012053268

� 该报纸2008200820082008年所有期年所有期年所有期年所有期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4F23.012053268.y2008y2008y2008y2008

� 该报纸2008-20092008-20092008-20092008-2009年所有期年所有期年所有期年所有期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4F23.012053268.y2008a1y2008a1y2008a1y2008a1

� 该报纸2008-20102008-20102008-20102008-2010年所有期年所有期年所有期年所有期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4F23.012053268.y2008a2y2008a2y2008a2y2008a2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T4报纸——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举例

注册数据规则

举例：某种报纸系统号为012053268

� 该报纸2008200820082008年第年第年第年第6666期期期期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4F23.012053268.y2008i6y2008i6y2008i6y2008i6

� 该报纸2008200820082008年第年第年第年第6,7,86,7,86,7,86,7,8期期期期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4F23.012053268.y2008i6a1y2008i6a1y2008i6a1y2008i6a1

� 该报纸2008200820082008年第年第年第年第6,76,76,76,7期期期期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4F23.012053268.y2008i6a2y2008i6a2y2008i6a2y2008i6a2

� 该报纸2008200820082008年第年第年第年第6666期第期第期第期第3333版版版版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4F23. 012053268.y2008i6.e3y2008i6.e3y2008i6.e3y2008i6.e3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T4报纸——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举例

注册数据规则

举例：某种报纸系统号为012053268

� 该报纸2008200820082008年第年第年第年第6666期第期第期第期第3333，，，，4444，，，，5555版版版版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4F23.012053268.y2008i6.e3a1y2008i6.e3a1y2008i6.e3a1y2008i6.e3a1

� 该报纸2008200820082008年第年第年第年第6666期第期第期第期第3,43,43,43,4版版版版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4F23.012053268.y2008i6.e3a2y2008i6.e3a2y2008i6.e3a2y2008i6.e3a2

� 按文章注册唯一标识符，采用从1开始顺序编码方式，如该报纸2008200820082008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6666期第期第期第期第3333版第版第版第版第3333篇文章篇文章篇文章篇文章唯一标识符：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4F23.012053268.y2008i6.e3.3y2008i6.e3.3y2008i6.e3.3y2008i6.e3.3



注册数据规则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T5图片

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

� K1 K1 K1 K1粒度：粒度：粒度：粒度： 描述单幅或多幅图片

如果该种有多幅图存在，采用“mmmmNNNN”形

式，mmmm代表多图，为“multiple”简写，

NNNN为自然数，按顺序进行分配。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T5图片——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举例

注册数据规则

� 如果该种只有1幅图片，其唯一标识符为：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5F13.019025685

� 如果该种有多幅图片，第第第第2222幅幅幅幅唯一标识符为：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5F13.019025685m2m2m2m2

� 如果该种有多幅图片，第第第第2,32,32,32,3幅幅幅幅唯一标识符为：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5F13.019025685m2a1m2a1m2a1m2a1

举例：某种图片的系统号为019025685



注册数据规则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T6音频

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

� K1 K1 K1 K1粒度：粒度：粒度：粒度： 描述单曲或多曲信息

� K2 K2 K2 K2粒度：粒度：粒度：粒度： 描述一首曲子的某一段音乐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T6音频——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举例

注册数据规则

举例：某种音频的系统号为019025686

� 如果该种只有1首曲子，其唯一标识符为：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6F19.019025686；

� 如果该种有多首曲子，第第第第2222首曲子首曲子首曲子首曲子唯一标识符为：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6F19.019025686m2m2m2m2；

� 如果该种有多首曲子，第第第第2222，，，，3333，，，，4444首首首首曲子唯一标识符为：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6F19.019025686m2a1m2a1m2a1m2a1；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T6音频——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举例

注册数据规则

举例：某种音频的系统号为019025686

� 如果该种有多首曲子，第第第第2222个曲子的某一段，如从个曲子的某一段，如从个曲子的某一段，如从个曲子的某一段，如从00:15:2500:15:2500:15:2500:15:25这个时间这个时间这个时间这个时间
点开始点开始点开始点开始，其唯一标识符为：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6F19.019025686m2.001525m2.001525m2.001525m2.001525；

� 如果这首曲子另一段音乐也是从另一段音乐也是从另一段音乐也是从另一段音乐也是从00:15:2500:15:2500:15:2500:15:25这个时间点开始这个时间点开始这个时间点开始这个时间点开始，其唯一标
识符为：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6F19.019025686m2.001525am2.001525am2.001525am2.001525a
1111；



注册数据规则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T7视频

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

参照T6音频类型



注册数据规则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T8网页采集

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粒度范围

� K1 K1 K1 K1粒度：粒度：粒度：粒度： 使用系统内部唯一号。

� K2 K2 K2 K2粒度：粒度：粒度：粒度： 描述网站中的某一网页。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T8网页采集——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举例

注册数据规则

举例：某网站系统号为：000000000000101

� 该网站唯一标识符为：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 T8F1.000000000000101；

� 该网站的第第第第1111个页面个页面个页面个页面唯一标识符为：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8F1.000000000000101m1m1m1m1；

� 该网站的第第第第1111，，，，2222，，，，3333个页面个页面个页面个页面唯一标识符为：
108.ndlc.2.1100009031010001/T8F1.000000000000101m1am1am1am1a
1111；



必备字段：必备字段：必备字段：必备字段：系统号、URL（本字段在唯一标识符生成时可以为空）、
题名。

有则必备字段：有则必备字段：有则必备字段：有则必备字段：作者、MARC记录标识号、创建者、ISBN、ISSN、
语种、出版者、出版时间、标识对象类型、标识对象格式、标识粒度、
粒度范围、连续出版物卷期号、描述信息、来源、关联。

注册数据规则

2、用户提交的注册数据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