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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图书馆概况 

• 成立于1898年 

– 原来一直考证认定成立于1902年 

– 2013年古籍部同事在未编书的编
目中发现了一部清光绪二十五年
（1899）雕版朱印的线装古籍
《大学堂书目》（书衣墨笔题名
《京都大学堂书目》） 

– 早在1900年庚子事变之前，京师
大学堂藏书楼就已经存在，而且
有了相当规模的藏书 

– 2013年10月，上报学校认可图书
馆建馆始于1898，与建校同步 

 

 



北京大学图书馆概况 

• 宗旨： 

 兼收并蓄 传承文明 创新服务 和谐发展 

• 愿景： 

 建设一个世界一流的，资源丰富、设施

先进、高水平、现代化的，以数字化网络化
为技术基础的北京大学文献资源保障与服务
体系，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提供文献信息保障，
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服务。 

 

 



北京大学图书馆概况 

• 总-分馆体系： 

–总馆、医学馆及37个分馆 

• 总面积约87,000平米 

–总馆53,000平米 

–远程储存图书馆（4950平米） 

–第二储存馆（1200平米） 

• 阅览座位4,000余个 

• 总馆藏1,100万册（总馆800万册） 

 

 



2014年资源采访情况 

 

 

 

实体资源 

• 图书 6.6万种/11.2万册 

• 期刊 3,273种 

• 报纸 192种 

• 学位论文 6,540份 

• 多媒体实体 550种/589个 

电子资源 

• 图书 1,380,579种 

• 期刊 52,307种 

• 报纸 1,145种 

• 学位论文 2,870,907 种 

• 数据库 353个 

• 多媒体库9个 





努力为全国高校图书馆服务，积极参与资源
共建共享，并逐步加快国际化的步伐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资源共享的重要枢纽 

为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社会贡献 



CALIS 

• 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共服务体系之一 

• 宗旨：在教育部的领导下，将国家投资、
现代图书馆理念、先进技术手段以及高校
丰富的文献资源和人力资源整合起来，建
设以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为核心的联
合保障与服务体系，实现资源的共建、共
知、共享，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服务  



CALIS 发展历程 

CALIS的网址：www.cali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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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lis.edu.cn/


CALIS 

• 逐步完善三级服务体
系，以保证各地区、
各类型的高校图书馆
都能够纳入到体系中 

• 成员馆作为基本组成
单位，可根据实际需
求，定制CALIS系统和
服务，以符合单馆发
展需要的数字图书馆
空间 

一级 
• 全国 

二级 
• 省级/共享域 

三级 
• 成员馆 

成员馆已超过1800家 



CALIS 

引领和带动中国高校图书馆 

• 从单馆保障转变为联合保障、资源共享 

• 形成了“集中资源、分工合作、均衡负
载、用藏结合”的、高效的CALIS服务体
系，建立了共建共享的机制 



CASHL 

•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hina Academic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Library 

• 在教育部的统一领导下，本着“共建、共
知、共享”的原则、“整体建设、分布服
务”的方针，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
研究建设的文献保障服务体系，是教育部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全国性的唯一的人文社会科
学文献收藏和服务中心 



CASHL 

• 建设宗旨 

 组织若干所具有学科优势、资源和服务
优势的高校图书馆，有计划、有系统地整体
引进国外人文社会科学印本期刊和电子资源 

 借助现代化的服务手段，整合国内高校
人文社科领域研究成果，为中国人文社科教
学、科研提供全面、最终的文献信息资源保
障 

• 最终目标：国家人文社科信息资源平台 

 



CASHL 

• 2004年3月15日
正式启动 

• 资源和服务体
系： 

            收藏资源  

         提供服务 

• 700家成员单位 

 

 

2个
全国
中心 

5个
区域
中心 

10个
学科
中心 



              CASHL资源（单位：种） 

期刊 

• 22781 

外文图书 

• 142万 

电子期刊 

• 2108 

电子图书 

• 41.7万 

大型特藏 

• 140 



CASHL 
 

• 面向全国开放的二次文献库：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是可供开放获取的中文
全文数据库： 

 
– 收录精品学术期刊 600 多种，全文260余万篇 
– 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遴选并重点资助的国内顶级社科期刊 200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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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L 

 

 

 

CASHL的网址：www.cashl.edu.cn 

http://www.cashl.edu.cn/


DRAA 

• 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 

• Digital Resource Acquisition Alliance of Chinese Acade
mic Libraries 

• 由中国部分高等学校图书馆共同发起成立的，由成
员馆、理事会、秘书处组成 

• 宗旨：团结合作开展引进数字资源的采购工作，规
范引进资源集团采购行为，通过联盟的努力为成员
馆引进数字学术资源，谋求最优价格和最佳服务 

• 高校图书馆、其他图书情报机构自愿参加联盟，自
主决定是否参加联盟组织的数字资源集团采购 

 



• 原来由CALIS牵头组织数据库的集团采购 

• 2010年4月，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

筹备会议召开，推举朱强馆长为联盟理事
长，秘书处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 5月12日，在第八届国外引进数据库培训周
大会上，DRAA正式启动运行 

 

 

DRAA 



 

• 成员馆 

2010-2014 

 

 

 

DRAA 

305家 
383家 

443家 
538家 572家 

每年：发展联盟会员，组织若干次数据库谈判 

 搭建与完善采购平台，进行规范化建设 

 
DRAA主页： http://www.libconsortia.edu.cn 

http://www.libconsortia.edu.cn/


 
北京大学图书馆 

2014-2018行动计划 

 

 



背  景 

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 

北京大学“三步走”战略 

教育教学方式方法改革 

学校学科发展变化 

实现学
校的战
略发展
目标必
然要求
图书馆
提出相
适应的
目标和
发展战
略。 



环境扫描 

•数字出版的变革已经完成 

•互联网服务商带来的压力 

•用户需求及使用习惯的改变 

 



问题分析 

•北京大学学科设置不断增加，需要补充相应
的专业学术资源 

•总-分馆分散独立，资源重复建设，总体保障
能力未能有效聚合 

•学校拨付给图书馆的经费总额多年不变 

•业务模式承袭百年，新业务虽有开展，但受
限于既有框架难以突破 

•馆舍空间紧张，难以发展新型空间服务  

 



    行 
    动 
    计 
    划 
    框 
    架 

             资源建设   1 

              读者服务   2 

         信息基础设施与新技术应用 3 

         经费、机构、人力资源建设与管理 4 

            馆舍空间   5 

          社会服务   6 



• 总体目标： 

  积极推进全校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

建立，在总馆内部各部门之间，总分馆之间，
全校各机构之间、联盟组织、协作单位之间
统筹规划，总体布局、协作共建，减少重复、
节约经费，提高全校文献信息资源的总体保
障能力。2015年着手进行全校总-分馆资源
协调采购方案，力争在建校120年前后实现
全校资源的整体布局 

 

  1. 资源建设   



• 行动1：统筹本馆资源建设经费的预算与协调
使用  

• 行动2：加强馆藏资源结构的调整，加快资源
的数字化转型。继续重视印本资源建设，更
大比例转向数字资源建设 

• 行动3：加强特色资源的建设，提高保障水平  

• 行动4：重点进行开放获取资源建设  

• 行动5：应用新技术及平台，加强资源建设管
理水平，提高效率，整合揭示各类资源 

• 行动6：加强文献资源的揭示。包括数字资源、
特色资源、原生资源等，向关联数据转化 

  1. 资源建设   



 

总体目标： 

 

        创新图书馆的服务，将图书馆打造成一个集

学习研究、信息发现、知识创新与休闲体验于
一体的校园学术文化中心。 

        图书馆将成为用户学习、学术、科研的合作
伙伴。 

 

  2. 读者服务   



行动1：面向教学的支持服务 

•实现全媒体资源的一体化服务 

•优化馆藏空间布局、开拓学习/创意空间服务 

行动2：面向科研的支撑服务 

•科研支持与评估服务 

•学科用户数据挖掘与分析 

•拓展信息素养范畴 

•拓展信息服务领域 

 

 

 

   2. 读者服务   



行动3：提升古文献、特藏文献服务水平，开展
新服务 

 （预约，嵌入教学，版本学、金石学的学科服务，出

版） 

行动4：实现全校范围内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

推动总分馆协作服务（通借通还、收编资料室、
建设学科分馆、加强协作服务） 

行动5：加强图书馆资源与服务的宣传推广 （图

书馆的形象营销、服务营销，更多读者参与到图书馆
的建设中来） 

 

 

  2. 读者服务   



总体目标： 

        全面建设能够支撑服务教学、科研与学术交

流的信息基础设施。提高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积
极应用新技术，加强开放获取与数据管理建设，
支持图书馆资源建设与服务转型，为教学、科研
提供协同与移动应用的资源与信息服务。 

 

 

 3. 信息基础设施与新技术应用  



 

行动1：加强信息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信
息安全管理等建设，提升服务质量，为业务
发展与用户服务提供全方位的支撑  

行动2：建设更完善的信息服务保障体系，确保信息
基础设施、信息系统、信息化团队为学校建
设、教学科研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信息服
务保障  

行动3：创新应用信息技术，支持服务变革与转型，
为教学科研提供协同、按需、随时获取的资
源与信息服务  

 

 

3. 信息基础设施与新技术应用   





总体目标： 

      争取与图书馆发展需要相适应的经费；推进合作、
重组机构，提升工作效率；加强组织文化建设，扶持
馆员成长。根据图书馆业务变化实际和发展趋势，结
合馆舍调整的契机，进一步开展与校内院系部门和校
外相关机构的沟通合作，推行图书馆组织机构重组。
增设跨部门的工作组，探索实体业务部门与跨部门虚
体工作组相结合的运行模式。逐步调整人员结构，加
强人才引进，完善岗位管理和人员培养机制，提高岗
位绩效考核的效果。建立健全新的规章制度体系，加
强组织文化建设。改进科研管理，提高科研水平。  

 

 

4. 经费、机构、人力资源建设与管理 



行动1：争取建立与图书馆发展相适应的经费拨款
机制 

  文献资源建设经费年增幅5% 

行动2：机构重组 

 以“中心”为单位 

    根据任务需要成立跨机构的工作团队 

 

 

 

 

4. 经费、机构、人力资源建设与管理 



 



机构名称 跨机构的工作团队 

文献资源建设中心 电子资源协调团队 

学习支持中心 文献共享服务团队 
用户服务宣推团队 

研究支持中心 学科馆员服务团队 
数据支持服务团队 
信息素养教育团队 

信息化与数据中心 新技术研究与应用团队 

特色资源中心 

古籍图书馆 

综合管理与协作中心 



行动3：岗位管理与人力资源建设 

 根据业务需求，合并重复性岗位，增设新兴岗
位。由各中心提出岗位需求，全馆统一协调  

 调整人力资源结构。基本稳定事业编制人员的
规模，根据业务发展，适度扩大合同制人员、
学生助理员的聘用规模 

 实行以数据为基础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积累
人员信息与岗位考核相关数据，初步建立人力
资源管理数据库 

 

 

4. 经费、机构、人力资源建设与管理 



行动4：制度与文化建设  

完善规章制度，补充新规章，修订旧规章 

依托工会和教代会，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加强文
化建设，增强凝聚力、向心力，增强团队活力、创
新力  

行动5：加强科研工作 

 制定推动科研发展的政策 

 营造有利于科研的外部环境和氛围 

 加强研究机构建设与研究生合作培养工作 

 明确合理的研究方向，组织馆员开展相关课题研究 

 

4. 经费、机构、人力资源建设与管理 



 

 

5. 馆舍与空间 

总体目标： 

 

       改善图书馆馆舍状况，提高藏书建设发展和

读者服务工作的空间、设施、设备等环境。重新
定义与规划图书馆空间，美化环境，增强用户的
体验和满足教学研需求。结合古籍馆的建设和东
馆大修、西馆重建，重新规划图书馆的服务布局 



 

 

5. 馆舍与空间 

行动1：建设古籍图书馆，全面改善硬件设施与古

文献保藏环境（恒温恒湿、空气净化、安全保卫） 

  

行动2：完成图书馆整体改扩建工程（力争在2018年5月

120周年校庆前完成） 

 

行动3：实现图书馆新的功能布局（立体化的空间布局，

多元化的功能定位，开放的服务模式，舒适、灵活的环境、

设施，网络智能化及绿色节能管理）  

 

 



北京大学古籍图书馆 

• 1.2万㎡ 

• 预计2016年5月竣工 

• 地上三层、地下三层 

• 密集书库 

• 恒温恒湿系统、空气净化系统 

• 集收藏、阅览、整理、展示、修复、开发
等多样性功能于一体 



北京大学古籍图书馆 



图书馆改扩建 

• 东楼：改造，加强地下部分的防水处理 

• 西楼：拆除重建，将与东楼无缝对接  

–新建筑初步设计为地上4层地下4层 

–可增加面积约4.2万㎡ 

 建成之后东西楼地上总面积5.29万㎡，地下
4.20万㎡，合计9.49万㎡。 

 加上古籍馆1.2万㎡，图书馆总面积可达 

10.69万㎡ 

 



6. 社会服务 

总体目标： 

 

•强化图书馆的社会责任 

•根据需要开展新的合作
共享活动 

•巩固北大图书馆在全国
高校图书馆的领先地位 

 

 

CALIS 

CASHL 

DRAA 

 

 

《大学图书馆学报》 

中图学会高校分会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