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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



引言

 Digital Library — 源于美国的术语，直译为
“数字图书馆”

 不同的领域对其概念的理解不同:

— 计算机科学领域偏向理解为数字资源库；

— 图书情报领域偏向理解为数字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研究和应用都具有明显的跨学科
特征。



 “数字图书馆”的定义在国内外有上百种之多，是一

个发展的概念，其本质特征是数字化资源，网络化存

取，分布式管理与服务。

 数字图书馆核心理念是共享、合作与服务。数字图书馆

是利用计算机、网络与通讯技术，将数字化的信息资

源，快速、方便、有效地提供给用户的图书馆形态。

 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RL）给出了一个被引用较多的

定义：“数字图书馆不是一个单独的实体，需要有关

技术提供到其它资源的链接，该链接对用户应该是透

明的，目标是做到任意检索(universal access)，数

字馆藏应超越传统馆藏而不能仅成为其替代品”。

引言



大纲：

 数字图书馆关键技术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

 数字图书馆系统演变

 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数字图书馆研究发展



数字图书馆关键技术



从图书馆角度看数字图书馆关键技术：

信息的获取和处理

资源数字化制作与组织，多媒体资源和网络资源的采
集与整理，信息压缩与存储，数字资源长期保存

信息的描述和组织

元数据标准规范，数字图书馆体系结构（数字对象框
架与仓储技术，开放系统互联，数字对象封装与调度等）

信息的展示和服务

信息检索技术，数字版权管理技术，数字资源的整合
与服务，移动互联网下数字图书馆系统

信息支撑技术的交叉应用

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Web Services技术、多媒体
技术、人机交互技术、数据挖掘技术、可视化技术

数字图书馆关键技术



数字图书馆

技术几乎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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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关键技术



— 数字化技术
数字化技术将文字、数值、单色和彩色图形、静止

和活动图像、声音等多种形式信息转换成二进制数字

编码形式, 以便利用计算机进行组织、加工和存储, 

进而利用网络加以传送。当提供使用时,再把这些数

字化的信息还原成文字、数值、图形、图像和声音。

各种不同载体的信息（书籍、期刊、录音录像带、

古籍善本、稀世字画甚至光片）数字化后都消失了原

本的物理形态。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信息的表达和传

递产生了质的飞跃。

 数字化技术是数字图书馆的核心技术之一, 是信

息组织、存储和检索的基础。



其它介质

扫描 压缩     加密 存放

纸张信息

网络
发布

其他文件

其他介质
格式转换

查阅/管理信息加工

纸本文献数字化处理流程

数字化回溯方兴未艾
近十几年来，国际范围内的大规模数字化计划

(large-scale digitization initiatives)发展迅
速，并在图书馆领域日益产生重大影响。

— 数字化技术



著名的Google Print计划包括两方面：Publisher Program
（出版商计划）和Library Project（图书馆计划）。

出版商计划：2004上半年邀请出版商参与。将出版社的书介绍
给世界各地读者，帮助出版商获得更大的成功。

图书馆计划：2004年末开始图书馆计划, 首批哈佛、密西根、
斯坦福、牛津四所大学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参加，计划在
2015年完成1500万册图书的数字化，并实现全文检索和部分浏
览。投资高达2亿美元。

尽管在版权问题上一直遭到全球范围内的质疑和反对，但之
后的十几年来，仍有图书馆陆续参加，包括普林斯顿，康奈尔、
加州大学、哥伦比亚等，目前已有20多个图书馆合作伙伴。

 数字化回溯方兴未艾

— 数字化技术

美国《数字图书馆启动计划》一期（总投资2240万）成果之一



Google数字化的秘密武器

(风吹自动翻页）
图像采集率1160页每小时。

瑞士产品，十年寿命

— 数字化技术



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机械手自动吸纸翻页）
美国Kirtas公司的APT BookScan 2400RA™扫描仪,>25万美金

图像采集率2400页/每小时(约8本书)，可选330、400、600dpi

国内已有代理公司销售并有用户，3000页/每小时，每台￥300万。

— 数字化技术



中美百万册书数字图书馆合作计划（CADAL）
(China-US Million Book Digital Library Project)

2003年启动，计划
数字化中文、英文图
书各50万册。国家投
资1400万。

2006年7月完成102
万册，其中英文图书
15万册。总数据量
50TB。

2个技术中心(浙江
大学，中科院研究生
院)和14个数字资源
中心(北大、清华、
南大、复旦、西交大、
中大、吉大、川大等)

全球数字图书馆(Universal Digital Library，UDL)

— 数字化技术

美国《数字图书馆启动计划》二期（总投资6000万）成果之一



CADAL一期建立了规模化OCR识别系统(自动识别+人工干预)

整个系统由100

台DELL-DS430C

服务器和一个8

节点集群构成；

在200个远程辅

助节点的共同工

作下，日产量处

理3000册图书的

OCR识别。

— 数字化技术



数字化技术致力于将图书文献和历史藏品上

网，致力于从纸本到字节的知识转换，这将加

速人们共享图书文献所蕴含知识的进度，促进

人类文明的传播与交流。

***transfer of knowledge from books to bytes***

 纵观全球发展，数字化技术和设备原来越先

进，数字化规模和势头越来越猛烈且势不可挡，

成为一种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

— 数字化技术



 数字化出版引领未来

 2011年法兰克福书展上，德国图书MVB公司
首席执行官席尔德认为：全球数字化出版产业
正经历“爆炸性”增长。

 近十几年来，商业化的数字资源迅速增加，
国内外大型数字资源出版商都在不断调整开发
策略，推出新产品，提供更多类型的数字化资
源，包括：Springer link、Elsevier SDOS、
NetLibrary、知网、超星等。

— 数字化技术



 数字化出版引领未来

数字出版平台方案

— 数字化技术

数字出版支撑系统



亚马逊1996年通过网络销售纸质书，2008年开始销
售电子书。2011 年4 月，亚马逊上的电子书销量已超
过纸质书。

 数字化出版引领未来
— 数字化技术



美国2009-2012年
电子书增速显著。
2012年电子书占图书
销售总额约23%，而
2009年仅占3%。

2015媒体预测：近两年纸质图书市场以个位数下降、
电子书保持或低于3.8%增速，未来几年电子书可能接近
或达到整个图书市场约1/3的市场份额。

美国2013年电子书
占图书销售总额约
27%。增速减缓，电
子书革命终止吗？

— 数字化技术



有人比喻，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电
子书就是人类进步的电梯。没有电梯，人也可以选择
爬楼梯，但是远不及电梯的速度快。当有了电子书，
人会进步得更快，因为电子书远比传统书籍更省钱、
更便携、更全面、更方便。

 未来阅读趋势: 屏幕阅读将取代纸书阅读成为“常
态”。纸书不会消失，屏幕永远无法替代。但屏幕阅
读将成为一种常态。

 电子书虽然仍是影响全球出版业走势的最大变量，
但其增长态势正逐步放缓。尼尔森图书业务总裁认为：
未来电子书在达到30%~35%的市场份额时，整个图书
出版业将会趋于稳定。

— 数字化技术



 数字化出版引领未来
—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规模从2002年15.9亿元增长到

2010年的1051亿元，9年间增长了66倍。

— 2013年数字出版产业规模达到2500亿元，与2010

年相比，3年间翻了一番。

伴随着数字出版范畴扩大

— 数字化技术



— 检索与链接技术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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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索与链接技术
手工检索

计算机检索

检索技术显著增加生产力！
成为推进人类进步的动力！



检索技术的发展

发展阶段：手工检索(早期)→穿孔卡片检索(1950s) 

→计算机检索(1960s) →联机检索（1970s,1980s) 

→Web检索(1990s以来)

检索技术从最初的字符串匹配程序演进到目

前能对超大文本、语音、图像、影像等非结构

化数据进行处理的大型软件。

未来发展方向是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音频检索、

语音检索、视频检索以及跨语言检索。



文本检索技术相对最为成熟，广义上包括信息存储和检索两方面：

信息存储：

手工或自动方式对大量原
始信息加工，包括对原始文献
进行主题概念分析，依据某种
检索词表抽取出主题词、分类
号以及文献其他特征进行标引
或写出文献内容摘要。再把经
过“前处理”的数据按一定格
式输入计算机，计算机在程序
指令的控制下对数据进行处理，
形成机读数据库并保存。

信息检索：

用户对检索课题进行分析，
明确检索范围和主题概念，用
系统检索语言表示主题概念，
形成检索标识及检索策略,录
入计算机进行检索。计算机按
照用户的要求将检索策略转换
成一系列提问，在专用程序的
控制下进行高速逻辑运算，选
出符合要求的信息输出。

文本检索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匹配的过程，检索提问与数据库中信息的
特征标识及其逻辑组配关系相一致，则属“命中”，即找到了符合要求的信息。



全文检索指计算机索引程序通过扫描文章中的每一个词，对每一

个词建立一个索引，指明该词在文章中出现的次数和位置，用户查
询时，检索程序就根据事先建立的索引进行查找，并将查找的结果
反馈给用户。这个过程类似于通过字典中的检索词表查词的过程。

左边的字符串，称为词典。
每个字符串指向包含此字符串的文档（Document）链表，此链表称为倒排表(Posting List)。
要寻找既包含字符串“lucene”又包含字符串“solr”的文档，需要以下几步：
1. 取出包含字符串“lucene”的文档链表。2. 取出包含字符串“solr”的文档链表。
3. 通过合并链表，找出既包含“lucene”又包含“solr”的文件。

http://images.cnblogs.com/cnblogs_com/forfuture1978/WindowsLiveWriter/185c4e9316f3_147FA/inverted index_2.jpg
http://images.cnblogs.com/cnblogs_com/forfuture1978/WindowsLiveWriter/185c4e9316f3_147FA/inverted index merge_2.jpg


 全文检索的方法主要分为按字检索和按词检索两种。按字检索是
指对于文章中的每一个字都建立索引，检索时将词分解为字的组合。
对于各种不同的语言而言，字有不同的含义，比如英文中字与词实
际上是合一的，而中文中字与词有很大分别。按词检索指对文章中
的词，即语义单位建立索引，检索时按词检索，并处理同义项等。

 英文等西方文字由于按照空白切分词，因此实现上与按字处理类
似，添加同义项处理也很容易。中文等东方文字则需要切分字词，
以达到按词索引的目的，高效准确地切分字词－是当前全文检索技
术尤其是中文全文检索技术中的难点。

 实现中文词语切分的方法：
1）基于词表的字符串匹配法－建立核心词表（通用词表），需要尽快形

成共识（国家标准）；构造各专业领域的基本词表。
2）基于统计的分词方法－相邻字同时出现的频率和概率，研究可信的汉

语自动分词策略。
3）基于理解的分词方法－让机器模拟人类的语法、分析语句等等 ， 大

量研究进展但突破甚微。



近十几年来，数字资源整合经历了三个发展

阶段(层面）：

1）导航和馆藏编目（逐一针对数字资源检索）

2）联邦检索（元搜索引擎技术）

3）元数据仓储（预先收割数据并建预索引技术）

随着电子/数字资源的快速发展，如何在海量

学术信息中整合检索和定位所需资源提上日程。



初级阶段：分布环境下电子资源的逐一检索

实时查询和响应

SpringerLink

ILS

ProQuest

中国知网

读秀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springer.htm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proquest.htm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duxiu.htm


实时查询和响应

本地
索引

元
搜
索
引
擎

中级阶段：基于计算机处理能力的联邦检索

万方数据



发现系统—预先收割数据并建索引

“高级阶段”：基于元数据仓储的整合检索

万方数据





目前广泛应用的计算机检索技术，大多是基于文
字的检索。不论是文章查询、图片搜索、音乐查找、
视频检索，都是通过文字的描述或者标引实现的。

文字检索的薄弱环节在于对多媒体信息描述上，用
文字描述难以避免主观性。这样就产生了基于内容的
检索需求，针对图片、声音、视频以及动画，各种基
于内容的检索技术应运而生。

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技术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技术。

由于图像所包含的信息量庞大，不同的人对于同一
张图像的理解也不相同，这就导致对图像的标注没有
一个统一的标准，因而检索的结果不能很好地符合用
户的需求。



同一幅图像，

不同的人关心

不同的内容，

对图片的理解

不同，标注的

内容不同。

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 指的是查询条件本身就是一个图像，建立
索引的方式是通过提取底层特征，然后通过计算比较这些特征
和查询条件之间的距离，来决定两个图片的相似程度。



颜色特征－基于颜色布局

纹理特征

形状特征—基于边界、形状

常用的图像特征主要包括：
颜色、纹理及形状等。



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技术的特点
属于模糊查询，检索结果不唯一



图像特征值

检索结果

基于内容的图像查询，
目标、颜色、纹理 查询

模糊查询，检索结果不唯一





期待中的语义网应用

尽管十几年来，Google是搜索领域的霸主。

但技术专家认为，目前的检索技术是简单地

“用野蛮的外力来解决信息发现问题”。检索

(或单独检索)不是高级信息发现的长远解决方

案，它仅仅是当前我们拥有的最好工具。
(如不能区分不同应用领域的一词多义等，hold、Out、Cool)

语义网是人们经过研究、期待已久、能够使

信息发生“变革”、上升到“知识”的事情。



超链接

超链接是Web最重要的组成之一，被称为“Web最基础和革

命性的特征”；

超链接指从一个网页指向

一个目标的链接关系，在具

有相关性的内容之间建立链

接，这种链接在资源发现过

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内容为王超链为皇”的

说法流行了很多年，搜索引

擎通过网页的超链接得分判

断网页的相关性和重要性。



李彦宏由科技论文的索引方法萌发对网页评价的思路：

“科学论文通过索引被引用次数的多寡来确定一篇论文

的好坏，超链接就是对页面的引用”、“超链上的文字

就是对所链接网页的描述，通过这个描述可以计算出超

链接和页面之间的相关度。”

超链接分析技术的基本原理基于两个特点：1）超链

接是一种投票行为。对于Web上的各个页面，如果A页面

上有B页面的链接，就表明了A页面为B页面投了一票，使

B页面的重要性被肯定了一次；2）来自于一个高度权威

网站的链接要比其他网站的链接重要。

搜索引擎将各个页面得票计算情况作为依据来决定页

面在检索结果中的排序位置。



超链接通过在链接源中嵌入链接对象的URL建立链接机制。

这种方法利用标准URL/HTTP方式,简单易行。但在数字信息环

境中,不同的人员和机构都发布、拥有各自数字资源,而且这些

资源不断变换内容组成、结构形式和物理位置,使得URL链接存

在一系列问题。

尤其针对学术资源，从检索到获取到关联的过程中，对资源

提供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资源提供商不仅要建立自家资源与

四面八方外部资源的链接；而且要始终保持链接的正确性。

尽管图书馆和用户了解资源合适链接的目标，却没有实施这

种链接的途径，链接的建立以往只是资源提供商之间的事情。

OpenURL技术的出现改变这种重复投入、体系交错、不可控

制的局面，通过开放链接服务器和图书馆员的介入起到了帮助

用户获得更合适链接的作用。



A&I

e-print

Full Text

Portal

Citations Web Form

eTOC

OPAC

Web上的链接

开放链接OpenURL的缘起



A&I

e-print

Full Text

Portal

Citations Web Form

eTOC

OPAC Link Server

SFX是OpenURL的最佳实现 图书馆员参与配置链接服务器参数



实际应用中，链接解析器动态生成的目标链接包括：
链接到全文、期刊导航、馆藏信息、馆际互借、联合目录、参
考咨询、搜索引擎、…. 。

如果一个以上的数字对象（全文）是可用的，则链接解析器根
据读者的选择发送链接到对应的数字对象源并返回最佳结果。



SFX Source SFX Menu SFX Target



OpenURL协议具有可定制、可移植、可扩展的开放特性，已成为
数字图书馆应用最广泛和最成功的技术，其应用前景不可估量。

OpenURL开放链接

OpenURL是一种附带有元数据信息和资源地址信息的“可运

行”的URL，由服务提供方（图书馆）维护的链接解析器依照

规则动态生成开放链接的URL，实现资源之间一对一、一对多

的“恰当”链接，有效地解决了二次文献到一次文献或原文服

务等的动态链接问题。



Ei数据库是支持OpenURL的数据源，获得OpenURL如下：
http://sfx.lib.tsinghua.edu.cn/tsinghua?sid=EI:Compen
dex&genre=article&issn=1530-6984&date=2006&volume=6

&issue=4&spage=848&epage=853&title=Nano+Letters&atitl
e=Nano+fountain+pen+manufacture+of+polymer+lenses+for
+nano-biochip+applications&aulast=Sokuler&

aufirst=Mordechai&isbn=

题名：Nano fountain pen manufacture of polymer lenses 
for nano-biochip applications
来源： Nano letters [1530-6984] Sokuler, Mordechai 
年:2006 卷:6 期:4 页:848 -853 

Source:



基于用户经验的推荐链接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

大规模数字化对图书馆产生重要影响

图书馆的资源结构发生历史性变迁

数字资源的种类和数量正在超越纸本资源

图书馆服务正在向数字化/网络化转变



清华图书馆的电子资源“里程碑”

1989年，购买Ei Compendex等光盘数据库, 读者排
队限时使用；

1996年前后，在图书馆网络接入因特网之后，在国
内率先引进OCLC系列网络版数据库；

1998年，引进Ei Village网络版并建立镜像服务器，
对后续资源引进产生巨大影响；

2000年，开始购买期刊、会议录、电子图书等全文库。

近十几年来，购买电子资源的经费比例持续增加….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 —外购数字资源



 馆藏书刊总量478万册(件)
 纸本图书年购买约7.3万种（11万册）
 纸本期刊年订购 2313 + 280种
 纸本学位论文约7.5万种

 数据库517个
 电子图书876万种册(外文603万，中文273万)
 全文电子期刊6.7万种(外文5.5万,中文1.2万）
 电子学位论文297万种(外文49万、中文245)

图书馆资源结构的历史性变迁

 电子资源经费占文献总经费比例
2007:40%→2008:55%→2009:59%→2010:62%→2011:56%→2012:66%→2013:62%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 —外购数字资源

清华图书馆
2014年统计



图书馆资源结构的历史性变迁

电子资源占文献总经费的比例：

 清华大学图书馆为65%

 HKCityU 图书馆为70%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为95%

 美国ALR研究型大学超出60%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图书馆有700个数据库、

12万种电子期刊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 —外购数字资源



到馆读者人次 248万

图书外借册次 61.9万

咨询台接待读者人次 1.2万

主页访问次数 2225万

电子期刊全文浏览/下载 1866万篇

电子图书全文浏览/下载 241万(章节)+76万篇

虚拟参考咨询访问人次 11.05万

读者到馆与网上利用图书馆比较

通过网络利用图书馆呈明显优势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 —外购数字资源

清华图书馆
2014年统计



纸本图书流通量持续下降

年份 借书量
2008年 1067497
2009年 992376
2010年 910701
2011年 820823
2012年 751374
2013年 686523

国内外许多高校馆类同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 —外购数字资源



美国研究型图书馆的图书流通量呈持续下降趋势

十几年前国外专家预计：
——印刷资源占图书馆全部馆藏的比例越来越小



清华大学历史悠久，拥有大量历史文
献、教学资源和特色资料；

进入21世纪，清华图书馆致力于3个方
向的自建特色数字资源。

 中国科技史

 教学参考资源

 清华特藏

—自建特色数字资源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



中国科技史数字图书馆（系列）
1999年以来，逐步建设专业史数字图书馆：

 清华建筑数字图书馆（2000年-2002年）

 中文数学数字图书馆（2002年-2004年）

 机械史数字图书馆（2004年-2005年）

 中国科技史数字图书馆资料库（2004年-2006年）

 水利史数字图书馆（2006年-2008年）

 中国科技史数字图书馆（2011年-）

新增：通史、造纸史、军事史、天文史、纺织史、
陶瓷史等，在CALIS三期立项建设。
http://csth.lib.tsinghua.edu.cn:7380/thls/thls/newView/home/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 —自建特色数字资源



中国科技史数字图书馆首页

http://166.111.120.108:3080/thls/thls/newView/home/index.jsp



各专业科技史数字图书馆



中国科技史数字图书馆—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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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 —自建特色数字资源



 2000年开始建立

清华大学硕博士的

学位论文数据库,

已收集7.5万篇全

文，在校园网提供

检索和全文浏览。

DRM技术实现版权

保护。

 2014年学位论文

检索19万次，浏览

全文13万余篇。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 —自建特色数字资源



 对80多位清

华著名人物的

资料进行整理

入库，对“清

华往事”年刊

进行数字化。

 对20余位老

校友进行口述

史采访录像。

 2005年-2007年开始建立清华文库

梁思成先生早年担任学校军乐队队长（左一）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 —自建特色数字资源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 —自建特色数字资源

由于各高校的学科设置、发展背景、地域分布和历
史收藏均不相同，高校图书馆都会形成一些独有的特
色资源。

在传统方式下，这些特色资源仅在图书馆特藏室提
供有限范围的服务；在数字图书馆环境下，建立特色
资源库并提供访问服务是大势所趋，是数字图书馆不
断发展的必然选择。

对特色资源的整理和数字化不仅为读者利用这些资
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同时也有利于对特色资源
珍贵原物的长久保存。

我国高校图书馆的特色库建设可以分为CALIS支持
的规模化建设和各馆主导的持续性建设。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 —自建特色数字资源

CALIS专题特色数据库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
1999年至2012年期间，特色数据库经历了三期发展。

CALIS一期（1999-2000）特色库项目有24个图书馆参加，建成
专题特色库25个，数据总量达280万条。

CALIS二期（2003-2006）特色库项目有61个图书馆参加，建成
专题特色库55个，数据总量达445万条，全文比例达35%。

CALIS三期（2010-2012）特色库项目有198个图书馆申报了247
个项目，经过验收评审，建成专题特色库197个，新增元数据
563万条，新增全文数据358万条。

CALIS专题特色数据库建设采用“分散建设、统一检索、资源共享、
服务全国”的技术路线，采用两级（中心系统和本地系统）分布式
体系架构进行部署及运行。

该项目在建设中制定了一套标准规范，包括《CALIS资源数字加工与
发布标准》、《信息资源名称规范》等。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 —自建特色数字资源

各图书馆主导自建特色库

为了解高校图书馆自建特色库的概况，CALIS管理中

心2010年对106所高校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

在106所高校中已建和正在建的特色库约300个，其中

曾获得CALIS一期和二期项目资助的44个（约占15%）。

例如：西安音乐学院图书馆的“陕北民歌数据库”、
“西安鼓乐数据库”、“馆藏声乐曲目多媒体数据库”
等12个特色鲜明的自建库
《陕北民歌数据库》通过到陕北走村串户、田间地头、
文化广场、艺术团体等现场采访途径，收集整理了上
万首陕北民歌。《西安鼓乐数据库》收集到何家营乐
器“古韶乐”抄本和东仓古乐社“福寿堂”抄本等。



数字图书馆系统演变



近几年，图书馆面对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信息资

源的匮乏与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而是信

息资源的海量、无序以及存取障碍与读者选择和获取

之间的矛盾，数字图书馆需要提供更准确、更方便、

更人性化的服务。

数字资源海量增长且价格昂贵，图书馆需要增加电

子资源的可见度和易用性，提高使用率。

数字资源提供商越来越开放，愿意贡献和分享元数

据，通过更多途径吸引更多用户使用其资源。

新环境下，图书馆系统在概念、内容和范畴上都发

生了巨大变化。

数字图书馆系统演变



不断增加的硬件系统：

-网络（有线、无线）

-存储（DAS 、NAS、SAN ）

-服务器（企业级、PC服务器）

-读者和馆员PC机、移动终端

-各种自助或智能的外部设备

不断增加的业务系统：

-书目集成管理系统
-整合链接系统
-资源发现系统
-学术资源镜像系统
-电子资源管理系统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系统
-图书馆主页系统
-虚拟参考咨询系统
-自建数字资源系统 (回溯、原生)
-数字化制作系统
-移动图书馆系统
-捐赠系统
-自助服务系统 (文印、借还、缴费等)
-办公自动化系统
-业务统计系统
-查新及代查系统

……

这些系统之间、数据之间

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基于内容

和知识的相互关联。

图书馆系统正在由前几年

的开放链接、开放接口走向

如今的开放平台、开放服务。

数字图书馆系统演变



●至2013年
底，清华馆机
房103台服务
器，虚拟机
98个

●存储设备
14台，存储容
量450TB

●15个资源
镜像站

●全年7×24
小时不间断
的网络访问
服务

数字图书馆系统演变



数字图书馆系统演变



传统图书馆管理几十万或几百万件的纸本

馆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图书馆自动化系

统担当馆藏揭示和管理服务的重任。

数字图书馆
管理什么？什么量级？？如何管理？？？

数字图书馆系统演变



数字图书馆需要揭示和管理数以百计的数
据库、数以万计的电子期刊、数以百万计的
电子图书、数以千万乃至几个亿的学术论文，

还需要汇集和关联的外部资源。

揭示和管理这些海量电子资源对图书馆是一

个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得心应手的理想工具。

数字资源具有与生俱来的异构性、分布性、

描述的多样性，即多平台、多类型、海量、

不唯一。

数字图书馆系统演变



• 电子资源/数据库导航系统
• 电子期刊导航系统（中、西文）
• 图书馆书目管理系统（增加电子资源编目）

应对资源不断变化的本质，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

• 数字资源整合（联邦检索技术）

• 开放链接系统

• 电子资源管理系统

• 资源发现系统（元数据仓储预索引技术）

• 电子图书导航系统（中、西文）

数字资源管理系统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千方百计、各种方法

数字图书馆系统演变



电子资源的管理和揭示经历了导航和整合

的发展阶段，在资源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的

大环境下，2008年/2009年资源发现系统应运

而生。

发现系统(Discovery System)的突出

特点是—快速、简洁、易用。有人称之

为图书馆的Google。

数字图书馆系统演变



数字图书馆系统演变



Discovery services continue to represent a major 
component of the industry. Web-scale, or index-based, 
discovery services now are must-have products for libraries 
with large collections of electronic resources. 

发现服务继续在图书馆行业扮演主要的角色，对于

有大量电子资源的图书馆，目前集中索引式的网络级

发现服务已是“必须有(must-have)”的产品。

数字图书馆系统演变

美国图书馆系统专家马歇尔·布利汀



自2008年/2009年发现系统问世，仅6-7年间，

全球范围内的发现系统用户逾万家；

国内采用国外发现系统用户逾百家；

采用超星发现系统用户逾300家。

（试用900多家）

发现系统机构用户总数的快速增长足以说明

图书馆和读者对数字资源统一发现的强烈需求。

数字图书馆系统演变



清华馆2011年底发布“ 学术资源发现平台--水木搜索 ”

—尝试数据挖掘和信息可视化应用

数字图书馆系统演变



基于海量数据的学科趋势分析

数字图书馆系统演变



发现系统的理念与特点：

 以全球学术信息整合为宗旨 (Global Academy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以元数据控制为核心 (Matadata Control)

 以电子资源管理为主体 (Managing Electronic Resources)

 以全球范围共享数据为目标 (Data Shared by by Worldwide)

在全球层面上发现资源；

 在本地层面上提供目标对象和内容的保障；

 针对各种资源本身元数据描述(著录)的集成、组织和揭示；

 关注点在 资源覆盖面、最佳结果、分面导航、读者体验等。

数字图书馆系统演变



经历了ILS全面管理和揭示纸本馆藏过程，经历了

多种数字图书馆系统各自独立、各见所长管理电子/

数字资源的阶段，图书馆期待着通过一个功能强大的

系统来管理包括纸本和数字的、拥有和可用的、所有

图书馆赖以提供服务的资源；面对海量快速增长的各

种资源，用户期待着通过一个直观、流畅的界面定位

到他们所需要的资源。

由此，下一代图书馆系统成为近2-3年图书馆领域技

术的关注热点和最新发展。

数字图书馆系统演变



马歇尔.布利汀（Marshall Breeding ）认为：当

前，对来自不同系统、不同格式的多类型资源的揭

示、集成和整合成为图书馆核心任务之一，是未来

图书馆系统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下一代图书馆系统的目标：

1）整合图书馆目前分别管理纸本、电子和数字资源

的各种系统，实现资源的统一管理；

2）功能扩展至保存、传播和服务，形成一套完整的

资源整体解决方案。

数字图书馆系统演变



多种资源管理系统的高度集成是核心需求：
 图书馆书目集成管理系统

 电子资源管理系统 ( 如Verde、ERM和Serials 

Solutions360 Resource Manager ) 

 数字资产管理系统( 如DigiTool、Content Pro、VITAL) 

 数字资源保存系统 ( 如Rosetta) 

 开放链接系统 ( 如SFX、WebBrige、SS 360 Link) 

 资源发现系统和联邦检索系统（Summon、Primo、EDS）

 机构自建资源系统 ( 如Eprints、Ditital Commons、

Dspace、Fedora、LibraryFind) 等等。

数字图书馆系统演变



目前国外开发商和图书馆合作，已推出和正在研

发的下一代图书馆系统主要有7款：

 Ex Libris 公司的Alma

 Innovative Interface 公司的Sierra

 开源计划Kuali OLE

 OCLC 的WorldShare Management Services ( 简
称WMS) 

 Serials Solutions 公司的Intota 

 VTLS 公司的Open Skies

 Sirsi Dynix公司的BCS

数字图书馆系统演变



下一代图书馆系统功能比较

引自清华大学陈武2013年发表在大学图书馆学报上文章《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初探》



 近两年，国际范围内已有1000多家图书馆已经或正

在迁移至下一代图书馆系统。

据不完全统计：

 Ex Libris 公司Alma ----- 用户：420

 Innovative 公司Sierra ----- 用户：495/1686

 OCLC 的 WMS ----- 用户：270

（WorldShare Management Services）

 国内从2013年开始关注、调研、测试、比较 …

数字图书馆系统演变



未来图书馆系统的趋势：

图书馆目录(纸本+数字)

图书馆系统(远程+本地)

图书馆服务(现实+虚拟)

随着下一代图书馆管理系统的应用，

现有的图书馆业务流程将发生转变，

这将对图书馆的组织结构带来变革。

数字图书馆系统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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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数字图书馆”是一种服务，…。数字图书馆是要

使“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从任何地点、获取其所需

的任何文献”（5A：All citizens anywhere 

anytime can use any Internet-connected digital 

device to search all human knowledge)，这是我

们建设数字图书馆的根本目的。

数字图书馆的服务是在传统图书馆基础上创新，是

在网络环境下组织分布式数字资源及其技术，对用户

提供有效服务的系统。将最有用的信息，以最快的速

度，提供给最需要的读者，满足用户对信息资源的

需求。



图书馆网站/主页

移动图书馆网站与微信

机器人小图全天候咨询

虚拟图书馆导览

学在清华真人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图书馆网站/主页

在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和工作不可或缺工具的大环

境下，图书馆网站对于图书馆服务的作用不言而喻。

图书馆网站是图书馆的门面和服务窗口，担任着有

序组织和呈现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帮助用户便捷发现

所需资源、线上提供图书馆服务以及与读者沟通交互

的重任。

图书馆网站也是读者认识图书馆、利用图书馆、获

取图书馆资源与服务的主要途径。

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如今，图书馆主页的基本版块/栏目包括：

--服务指南（开馆时间、馆藏分布、借阅规则、规章制度等）

--检索发现（书目、电子图书、数据库检索、一站式检索等）

--资源导航（数据库、电子期刊、电子图书、网络资源等）

--参考咨询、读者培训、公告动态、…

--新书推荐、借阅排行榜、…

--友情链接（教育类网站、图书馆类网站、网络图书馆、文学

类网站等）

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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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主页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最近十年，我国图书馆的移动技术应用经历了

3个发展阶段。

初期（2003-2007年）

主要提供基于短信的移动服务，包括流通通知、

各种公告和短信咨询服务；

中期（2008-2010年）

增加了基于WAP的移动图书馆网站服务；

后期（2011年~~)

增加了移动阅读服务、Apps应用以及体现移动

终端特点的创新服务。

移动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积极探索移动技术在图书馆服务中的应用。

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移动图书馆在
大学教学、科研
活动中的促进作
用逐渐显现。

粗略统计，在进入“211计划”的112所大学中，提供

移动图书馆服务的比例超出95%，全国1000余所大学开

始提供移动图书馆服务。

移动图书馆获得广泛应用，尤其受到学生读者青睐。

馆
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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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20112007 2008 2009 2012 2013

短信：
流通通知

WAP：
书目检索

电子资源检索

短信：研读间预约
彩信：最新期刊

文章推送

短信：
馆藏地推送

客户端：
二维码：迎新

短信：
培训讲座

微信：清图微报
FAQ查询
最新期刊

清华大学图书馆自2006年开始探索移动图书馆应用

——两次获得社科基金项目的支持

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基于短信的服务 -- 量大、类多、普及

 接收流通通知

 短信OPAC查询

 馆藏书目自助推送

 研读间预约提醒

 各类培训通知

 推送彩信报132种

 常用服务联系方式查询

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馆藏书目
自助推送服务

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简版 华丽版 iPhone版

种子业务

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馆藏检索结果

图书馆OPAC查询和馆藏地图

馆藏地点和状态
馆藏架位图馆藏地图 图书预约

发送到手机

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数字资源发现平台检索、链接与浏览

馆藏检索结果
文摘索引信息链接信息 纯文本格式原版格式 图文混排格式

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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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时

代”—人们憧憬

了很多年，直到

微信，一款具有

颠覆性影响力的

杀手级产品出现，

才让我们真正看

到了移动互联网

的神奇与可怕。

拥有15种外语版本，遍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0亿多
人在使用。目前全球使用人数最多的移动互联网应用。

微信席卷全球~突破10亿用户

微信日益成为人们生活和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图书馆
服务借助微信走到读者身边，随时随地提供服务。

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图书馆微信服务



13年发布图书馆微信，14年升级微信
申请自定义菜单～创建三个一级菜单，每个一级菜单下可创建五个

二级菜单，有了菜单的公众账号已然是一个微信服务的轻量级应用。

。

Thu-lib

 微信关注1.6万多粉丝

 推送清图微报120余期

 读者微信互动1万多次



清华图书馆迎新微站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清华图书馆毕业生微站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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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自然语言问答

 图书馆FAQ回答

 搜索图书功能

 百科搜索功能

 自学习功能

 热点问题推荐

 英语自然语言问答

 社交网络整合

 日最高访问人数超7000 ■ 多次接受校内外媒体采访
■ 受到年轻读者的欢迎 ■ 嵌入图书馆咨询服务界面

智能聊天机器人功能

机器人小图全天候咨询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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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喜爱小图的很大原因是因为她的可

爱与萌、能即时掌握普通用户教她的大量

网络语言。图书馆需要对这些临时语料库

进行管理和清理，为保持小图俏皮、有趣

的形象，在整理语料库时会尽量保留积极

健康的网络语言。用户教小图的热情很高

，她很受年轻读者欢迎，是图书馆最受欢

迎的服务之一。

机器人小图全天候咨询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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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机器人“小图”的系统架构

采用获奖3次的开源自然语言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软件A L I C E
基于模式匹配方法，加入启发式会话规则，具有学习、推理、判
断、记忆以及上下文获取等功能。



90个IBM Power 750服务器和16TB的存储容量，使“沃森”在分析问题
时能运用多个数据源，几分之一秒内给出答案，且能“听懂”人类语言。115

2011年 2月，IBM的超级电脑“沃森”参加王牌问答节
目《危险边缘》（类似开心辞典）并赢得比赛，100万美金。

各式各样的机器人

智能技术开始进入开花结果阶段
有风投人对未来科技趋势的预测：5-10年内，人类将进入

智能一切的时代，机器人将像水、食物、互联网一样，成

为人类每天生活中的标配，难以脱离。



虚拟图书馆导览

构建虚拟图书馆、促进读者趣味认知、主动认知图书馆，利用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读者漫游在
图书馆外场景

读者漫游在
入口大厅

读者漫游在
阅览室

读者漫游在
二楼大厅

虚拟图书馆环境体验

虚拟图书馆导览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全面介绍图书馆的知识地图

虚拟图书馆导览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真人图书馆（Living Library）
最早起源于丹麦哥本哈根，在
2005年，瑞典马尔默图书馆推出
了一个九人团体作为“真人图书”
供大众借阅的项目，由此在全欧
洲开始流行开来。

真人图书馆改变了以往传统的
阅读模式，以一种面对面沟通形
式让读者来阅读“图书” 。相
比于传统图书，它提供的“真人
书”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这不仅
可以让借阅者获得所好奇的知识，
也可以增进借阅者与“真人书”
彼此间的了解。

2013年5月，清华人文社
科图书馆与清华研究生会联
合推出“学在清华.真人图书
馆”，旨在将清华园中的大
师、学长变成一本本可借阅
的“真人书” 由同学们“借
阅”，让同学们零距离感受
大师的治学精神和人格魅力，
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

根据嘉宾们的时间安排日
程，同学们通过网上预约
“借阅”，参加小型交流会
互动，每次交流人数约20-50
人，时长1-2小时。

真人图书馆悄然流行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第1期

第2期

学在清华●真人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http://hs.lib.tsinghua.edu.cn/content/415
http://hs.lib.tsinghua.edu.cn/content/423


预约：读者通过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预约

学在清华●真人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场地：

清华大学文科图书馆大同厅

主持：

文科馆馆长副馆长

读者：

近距离与嘉宾沟通

年轻学子踊跃参加

薛其坤院士：艰苦奋斗的过程让人忘掉时间，而长期坚持的动力源于兴趣。

学在清华●真人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



数字图书馆研究发展



数字图书馆研究发展
1. 数字化和数字资源研究与建设

2. 门户研究与建设

3. 集成和互操作研究与建设

4. “下一代数字图书馆”研究与建设

5. 数字仓储研究与建设

6. 数字保存研究与建设

7. 本体和语义网研究与建设

8. Web 2.0 

9. 开放存取和开源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张智雄博士的文章“十年来数字图书
馆技术发展研究”，2010年在《数字图书馆论坛》发表



数字图书馆研究发展



THANKS...

谢谢！

欢迎交流：jiangar@lib.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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