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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与揭示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建设工作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

是以馆藏中文图书数字化为起点的。近20年来，通过持续的资源自建、

征集和外购，到2014年底已经形成了涵盖众多资源类型、总量达到

1024.35TB的数字资源库群。这些资源的90%已经通过国图的数字资

源发布平台以及文津搜索等渠道迚行了数据层的揭示。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迚步以及读者检索需求的提高，如何有效地揭示

与整合国图的全部数字资源建设成果，使资源从数据层的揭示与展现

转向信息层、知识层的深度服务，从而提升资源的整体价值和利用率

正在成为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工作概述



• 截至2014年底数字资源总量达到1024.35TB，当年增长超过100TB。

数字资源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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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整合与揭示的概念：
资源整合是针对图书馆数字资源无序而难以获取利用的困境提出的。
它既是图书馆界数字资源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
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数字资源是经过数字技术处理的，通过网络以数字形式发布、存取、
利用的信息资源总和。从数字资源管理的角度讲，“资源整合”包括
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聚合”（汇合、集合），即运用集成技术将异
构资源系统集成在一起；二是“组成”（融合），即通过知识组织的
技术和方法，将所集成的各种信息资源进行规范、科学的重组，以供
方便、快捷、高效地利用。

一、工作概述



资源整合与揭示的概念：

资源整合的目的和目标在于资源揭示：对数量庞大的异构数字资源进

行集成与重组，以消除“数字资源孤岛”和“数字资源超载”现象，

提高数字资源的利用效率。

一方面，在用户需求上，由分散式获取转变到集成式获取；另一方面，

在需求内容上，由对信息的需求提升到对知识的需求。

一、工作概述



国家数字资源整合与揭示的基本思路：

包括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以及通过资源重组和优化等手段实现的对象

数据整合。

主要针对国图的古籍、民国文献、现代文献在内的中外文献资源进行

全面调研和梳理；

加强各类文献元数据收集与规范处理，通过有序的类聚、融合，使其

成为新的有机整体，构建起国家图书馆完整的数字资源体系；

对多种载体、多种类型、分散异构的文献资源，通过唯一标识符系统

进行科学统一管理与发布；

通过对发布与服务系统和文津搜索等应用系统的功能优化，实现国图

文献资源整体的多维度揭示与知识关联，全面提升馆藏资源利用率。

一、工作概述



元数据

以Dublin Core为基础的元数
据应用体系

以MARC格式为基础的
编目体系

以其他形式的元数据为辅的元数
据应用体系

二、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



元数据整合的主要内容：

二、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

1、补充、完善和规范元数据中的各类时间属性与地域属性。实现资源发布系统

基于时间轴和地域图的可视化资源揭示。

可视化技术的核心是将非空间数据转换为视觉形式迚行聚合结果展示，可以

揭示资源内部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关联和深层次内涵，从而加深对资源聚合结

果的认知和理解。



元数据整合的主要内容：

二、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

1、补充、完善和规范元数据中的各类时间属性与地域属性。

元数据的时间属性包括著作的创建时间、内容表达的实现时间以及载体表现

的生产时间、制作时间和出版、发布时间等。

元数据的地域属性包括原文献的产生地点、发现地点以及复制文献的生产地

点、发行地点、收藏地点等。



元数据整合的主要内容：

二、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

2、基于新的信息资源类别体系，对数字资源元数据重新迚行组织。

在网络环境下，用户面对海量信息资源，越来越熟悉通过一定的类别来浏览

信息；各类检索系统也越来越注重通过设置信息资源的类别体系，来帮助用

户识别和选择他们所需要的资源。简而言之，设置科学的图书馆信息资源类

别体系，对快速查找相关资源和过滤（缩小）信息资源的检索结果具有重要

的价值。

长久以来，图书馆界就有对信息资源进行类别划分的传统，对这一类别体系

的命名，过去称之为GMD(General Material Designations)，现在则称之为

CMT(Content and Media Type)。



二、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

述

关于信息资源类别的新概念：
原有的国家标准GB3469-83

表1：文献类型表 表2：文献载体表

1 专 著 14 检索工具 1 印刷品

2 报 纸 15 档 案 2 缩微制品

3 期 刊 16 图 表 3 录音制品

4 会议录 17 古 籍 4 录像制品

5 汇 编 18 乐 谱 5 机读磁性制品

6 学位论文 19 缩微胶卷 6 其 它

7 科技报告 20 缩微平片

8 技术标准 21 录音带

9 专利文献 22 唱 片

10 产品样本 23 录像带

11 中 译文 24 电影片

12 手 稿 25 幻灯片

13 参考工具 26 其 它



二、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

述

关于信息资源类别的新概念：

IFLA2009年12月发布了ISBD（《国际标准书目著录》） 统一版中第0项

“内容形式和媒体类型项”。它也是现在通行的CMT的国际标准。该标准

在2011年推出修订版。

ISBD 的CMT体系由三部分构成：

内容形式（Content Form）：表示资源内容的一种或多种基本形式。

内容限定（Content Qualification）：对内容形式的限定说明，即指出

受编资源的类型、感觉性质、维数和/或活动的有无。

媒体类型（Media Type）：用以承载资源内容的一种或多种载体的类型。

其中内容形式和内容限定构成了后行组配的逻辑关系。



二、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

表1    内容形式词
内容形式词 词的定义和范围

数据集（dataset） 由数字编码数据表示的、要用计算机处理的内容。例如数值数据、环境数据等，用应用软件计算平均值、相关性等，或产生模
型等，但一般不以原始形式正常显示。不包括数字形式记录的音乐[见音乐]、语言[见话语]、声音[见声音]、计算机复制的图像
[见图像]和文本[见文本]。

图像（image） 通过线条、形状、阴影等表示的、用视觉感知的内容。图像可以是静态的或动态的，二维的或三维的。例如，艺术复制品、地
图、照片、遥感图像、立体画、平版画、电影。

运动（movement） 通过动作，即物体或人改变位置的动作或过程所表示的内容。例如，舞蹈符号、舞台动作、或舞蹈编排，但不包括动态图像，
如电影[见图像]。

多种内容形式

(multiple content
forms）

含三种或三种以上形式的混合内容。

音乐（music） 通过连续地、组合和时序关系传送有序音调或声音，产生乐曲而表示的内容。音乐可以是手写的（乐谱）、演奏的、以模拟或
数字形式录制的（有节奏、旋律或和声的歌唱声、乐器声和机械声）。例如，手写乐谱（如总谱或分谱）、录制音乐（如音乐
会表扬、歌剧），以及演播室录音。

实物（object） 通过三维材料（自然实体或人造/机造人工制品）表示的内容。也称为三维结构或教具。例如，人工制品包括雕刻品、模型、
游戏、智力拼图玩具、硬币、玩具、建筑物、设备、衣服、文化相关实物和其它用品。自然实体包括化石、岩石、昆虫、玻片
上的生物标本等。测绘资料实物包括地球仪、地形模型、三维剖面图。

其 它 内 容 形 式 (other

content form）
如果上列词语都不适用于受编资源，则使用“其它内容形式”。

程序（program） 通过用计算机处理或执行的数字编码指令表示的内容。包括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等。

声音（sound） 通过动物、鸟类、自然噪声源，或人类声音、数字（或模拟）媒体模拟的声音而表示的内容。例如，鸟声录音、动物叫声和声
音效果，但不包括录制的音乐[见音乐]、话语录音[见话语]。

话语（spoken word） 通过人类说话声音表示的内容。例如，说书、无线广播、口述历史录音、戏剧录音（模拟形式或数字形式）。

文本（text） 通过书写词语、符号和数字表示的内容。例如，图书（印刷图书或电子图书）、书信、期刊数据库和缩微报纸。



二、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

表2 类型说明

类型说明

测绘型（cartographic） 以任何比例表示地球或任何天体整体或部分的内容。包括地图、地图集、地球仪、地形模型

等。

记谱型（notated） 为艺术目的（例如，音乐、舞蹈、舞台演出）通过符号系统以视觉感知表示的内容。

表演型（performed） 在一定时间、在资源上记录、以听觉形式或视觉形式表示的内容。包括录制的音乐或动作表

演、计算机生成的音乐等。

表3 运动说明

运动说明

（内容形式为“图像”时使用）

感知资源图像内容中有无运动。

动态（moving） 通常通过快速的连续图像，感知动态的图像内容。

静态（still） 感知静态的图像内容。

注：感知资源图像内容中有无运动，内容形式为“图像”时使用。



二、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

表4 维数说明

维数说明

（内容形式为“图像”时使用）

感知资源图像内容的空间维数。若从内容形式无法推断这类内容限定时，应该使用以下词。

二维（2-dimensional） 以二维形式感知的图像内容。

三维（3-dimensional） 以三维形式感知的图像内容。

注：感知资源图像内容的空间维数。若从内容形式无法推断这类内容限定时，应该使用上表所列词，内容形式为“图像”时使用。

表5 感官说明

感官说明

这个属性是指感知资源内容的人类感官。若从内容形式无法推断这类内容限定时，应该使用以下词。

听觉（aural） 通过听觉感知的内容。

味觉（gustatory） 通过味觉感知的内容。

嗅觉（olfactory） 通过嗅觉感知的内容。

触觉（tactile） 通过触觉感知的内容。

视觉（visual） 通过视觉感知的内容。

注：这个属性是指感知资源内容的人类感官。若从内容形式无法推断这类内容限定时，应该使用上表所列词。



二、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

媒体类型词 适用的载体类型

音频（audio） 可用音频播放器播放的资源

用以存储录音的载体，使用诸如转盘、盒式录音磁带播放器、CD播放器、MP3播放器或iPod的播放设备播放。包括用以存储数字编码和模拟声音的载体。

电子（electronic） 计算机可用的资源

用以存储电子文件的载体，使用计算机设备。包括通过文件服务器远程访问的载体，以及计算机磁带和磁盘直接访问的载体。

缩微（microform） 可以使用缩微品阅读器的资源

用以存储肉眼看不见的被缩小的图像的载体，使用诸如缩微品阅读器或缩微平片阅读器的设备。包括透明和不透明的载体。

显微（microscopic） 使用显微镜的资源

用以存储微小对象的载体，使用诸如显微镜才能揭示肉眼看不见的细节的设备。

多媒体（multiple media） 用于三种或三种以上媒体类型适用的混合载体资源。

其它媒体（other media） 如果上列的词不适用于媒体类型和观看、

使用或感知被著录资源内容需要的中介设备，则著录“其它媒体”这个词。

投影（projected） 使用投影仪的资源

用以存储动态或静态图像的载体，使用诸如电影胶片投影器、幻灯投影仪、高架投影仪的投影设备。包括投影二维和三维图像的载体。

立体（stereographic） 可以使用立体观察器的资源

用以存储静态图像对的载体，使用诸如立体镜或立体观察器获得三维效果的设备。

无中介（Unmediated） 人类无需借助工具即可直接使用的资源( 包括手稿、印刷品及实物)

视频（video） 可以使用视频播放器的资源

用以存储动态或静态图像的载体，使用诸如录像机或DVD播放器这样的播放设备。包括用以存储数字编码和模拟图像的载体。



二、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

 示例：

 图像（测绘型）:电子

 音乐（表演型）:音频

 图像（动态）:视频

 2014年4月由国家图书馆组织制定的中国国家标准GB/T 3469-2013《信

息资源的内容形式和媒体类型标识》已经正式颁布，该标准等效采用

了ISBD的CMT标准，并提出在MARC和DC元数据中予以揭示和实现的具体

方法。将成为今后图书馆传统资源和数字资源进行类别划分的重要依

据。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实施CMT标准。



CMT在图书馆的应用

CMT在MARC21中的实现

在2009年版的MARC21中新增336和337字段分别记录内容类型、媒体类
型。

336 字段第1、第2 指示符均未定义。它由6 个子字段组成，分别是＄a
（内容类型术语）、＄b（内容类型代码）、＄2（来源）、＄3（指定
材料）、＄6（连接）、＄8（字段连接及编号）。

为了使用户更好地将RDA与MARC21对应起来，美国国会图书馆提供了
关于RDA 术语及代码表，并将与之相关子字段对应起来，供用户使用。

337 字段第1、第2 指示符均未定义。同样由6 个子字段组成，分别是＄a
（媒体类型术语）、＄b（媒体类型代码）、＄2（来源）、＄3（指定
材料）、＄6（连接）、＄8（字段连接及编号）

二、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



CMT在图书馆的应用

CMT在MARC21中的实现

MARC21示例1:

245 00 |a According to the grace given to her : |b the ministry of Emma Sommers Richards / |c
edited by James Horsch, John D. Rempel, and Eldon D. Nafziger.

264 _1 |a Elkhart, Indiana : |b Institute of Mennonite Studies, |c [2013]

264 _4 |c © 2013

300 __ |a xii, 150 pages : |b illustrations ; |c 23 cm

336 __ |a text |2 rdacontent

337 __ |a unmediated |2 rdamedia

二、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



CMT在图书馆的应用

CMT在MARC21中的实现

MARC21示例2:

050 00 |a Microfilm 98/6038

245 00 |a About Liberia |h [microform] / |c compiled by SMA Social Concerns Dept.

260 __ |a Washington, D.C. : |b The Dept., |c 1984-1989.

300 __ |a volumes : |b illustrations ; |c 26 cm

310 __ |a Monthly

336 __ |a text |b txt |2 rdacontent

337 __ |a microform |b h |2 rdamedia

二、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



CMT在图书馆的应用

CMT在CNMARC中的实现

UNIMARC2008年正式发布的第三版以及其后的更新内容中都还没
有出现过内容类型和媒体类型的字段。

UNIMARC委员会2012年6月发布的修订征集提议中，提到了两种
CMT的实现方案。一是用203字段统一容纳内容和媒体类型，二是
用281和282字段分别容纳。

国家图书馆目前启用了281和282字段，用于记录内容类型和媒体
类型。

二、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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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T在图书馆的应用

CMT在DC中的实现
现状：
在基于DC标准的国家图书馆元数据核心元素集里，并
没有专门考虑为信息资源内容类型和媒体类型设置元
素项。但因为核心元素定义上的宽泛性，实际上完全
可能容纳信息资源内容类型和媒体类型的描述。
具体做法：
将内容类型归入“类型”元素；将媒体类型归入“格
式”元素。

二、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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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工作中CMT的实现

题名 杜甫评传

创建者 陈贻焮

责任方式 著

主题 K825.6=423（编码体系=CLC）

主题 杜甫(712-770)—评传（编码体系=CT）

描述 杨超成先生提供出版资助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地 北京

日期 出版日期 2003（编码体系=W3CDTF）

类型 电子图书

内容形式 文本

格式 PDF

媒体类型 电子

页码 3册(1184页)

技术细节 扫描分辨率：300DPI

标识符 7-301-05799-7（编码体系=ISBN）

语种 chi（编码体系=ISO639-2）

关联 包含于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

权限 使用权限 国家图书馆局域网用户，互联网实名用户，国图读者卡用户

价格 CNY76.00（编码体系=ISO4217）

二、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工作中CMT的实现
题名 尼采的哲学贡献

创建者 周国平

责任方式 主讲

其他责任者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责任方式 组织

主题 B516.47（编码体系=CLC）

主题 尼采—哲学思想—思想评论（编码体系=CT）

日期 创建日期 2002-01-27（编码体系=W3CDTF）

发布日期 2006-05-31（编码体系=W3CDTF）

类型 视频资源

内容形式 图像(动态)

格式 M2P

媒体类型 电子

时长 02:15:00

声音特征 有声

色彩 彩色

语种 声道语种 chi（编码体系=ISO639-2）

关联 包含于 文津讲坛

二、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工作中CMT的实现

题名 上天降福新春大喜

创建者 陈廉增

责任方式 制作

主题 J228.3（编码体系=CLC）

主题 年画（编码体系=CT）

出版者 陈廉增

日期 出版日期 [民国年间]

类型 图像资料

内容形式 图像(静态)

格式 JPG

篇幅 36*61cm

媒体类型 电子

技术细节 扫描分辨率：300DPI

版本 木刻本

二、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工作中CMT的实现
LDR -----nlm0 22----- 450
001 005906064
005 20121015140758.0
010 |a 978-7-218-07541-9 |b 精装 |d CNY286.00
100 |a 20120723d2012 em y0chiy50 ea

1010 |a chi

102 |a CN |b 440000
105 |a ab z 000yy
106 |a r
135 |a crmn^---auadu

2001 |a 东莞历代地图选|b 专著|f 毛赞猷，李炳球编著 |g 东莞市政协主编 |9 dong guan li dai di tu xuan

210 |a 广州 |c 广东人民出版社 |d 2012
215 |a 281页 |c 彩照
281 |a图像|b测绘型
282 |a电子
306 |a数字制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307 |a文件格式：PDF
307 |a扫描分辨率：300DPI
324 |a复制自：馆藏实体文献

330
|a 本书精选了从明代到当代的二百多幅东莞地图，生动地反映了东莞的历史地理变迁，包括历史上的东莞区域图、城区街道图、海防图等众多种类，从不同角度记载了当
时东莞区域内山川湖泊、陆地海洋和地貌等特征。

337 |a通过Internet检索

6060 |a 历史地图 |x 地图集 |y 东莞

6060 |a 历史地图

690 |a K992.665.3 |v 5

701 0 |a 毛赞猷 |f (1930~) |4 编著 |9 mao zan you

701 0 |a 李炳球 |4 编著 |9 li bing qiu

71202 |a 政协东莞市委 |4 主编 |9 Zheng xie dong guan shi wei

二、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工作中CMT的实现

LDR -----nlm0 22----- 450
001 006961262
005 20140107162153.0
010 |a 978-7-80254-759-9 |d CNY148.00
100 |a 20131219d2013 em y0chiy50 ea

1010 |a chi

102 |a CN |b 110000
105 |a ag z 000yy
106 |a r
135 |a drbn^---auadu

2001 |a 大相国寺音乐师传乐谱孤本|b 专著|f 王宗葵编纂 |9 da xiang guo si yin yue shi chuan yue pu gu ben

210 |a 北京 |c 宗教文化出版社 |d 2013
215 |a 210,462,10页 |c 照片(19页) 

2251 |a 中国佛教音乐文化文库 |f 袁静芳主编

281 |a音乐|b记谱型
282 |a电子

300 |a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音乐数字化服务关键技术与示范应用(2009BAH51B00) 音乐数字化继承服务示范(2009BAH51B03)

306 |a数字制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307 |a文件格式：PDF
307 |a扫描分辨率：300DPI
324 |a复制自：馆藏实体文献
337 |a通过Internet检索
330 |a 本书主要是对河南大相国寺音乐师传乐谱孤本的整理研究。包括文论、文本、乐谱三部分。

6060 |a 佛教 |x 宗教音乐 |x 乐谱 |y 北京

6060 |a 佛教

6060 |a 宗教音乐

6060 |a 乐谱

690 |a J608.2 |v 5

701 0 |a 王宗葵 |f (1930~) |4 著 |9 wang zong kui

二、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工作中CMT的实现
LDR nlm0 22 450

001 005245412

005 20110706091231.0

010 |a 978-7-88092-529-4

016 |a CN-T05-10-0004-0 |d CNY10.00

100 |a 20110525d2010 em y0chiy50 ea

1010 |a chi

102 |a CN |b 510000

135 |a hongannnauudn

2001 |a 罗小刚虎年迎新评书专场|b 电子资源.CD |f 罗小刚演播 |9 luo xiao gang hu nian ying xin ping shu zhuan chang

210 |a 成都 |c 四川出版集团 |c 四川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d 2010

215 |a 1 光盘（CD）（69 分） |c 有声 |d 12cm

230 |a 音频数据

281 |a话语

282 |a音频

304 |a 题名取自盘面标签

3271 |a 1.十年 |a 2.我爱母老虎

337 |a 系统要求：windows98以上及相应播放软件

6100 |a 曲艺 |a 评书

690 |a I239.8 |v 4

701 0 |a 罗小刚 |4 演播 |9 luo xiao gang

二、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工作中CMT的实现
LDR -----nlm0 22----- 450

001 006821364

005 20131014161408.0

010 |a 978-7-89476-776-9 |d CNY10.00

100 |a 20130924d2013 em y0chiy50 ea

102 |a CN |b 500000

135 |a hongannnauudn

2001 |a 乡村舞曲b 电子资源.CD |f 艾蒙作曲 |g 韦岚迪编曲 |g 韦岚迪配器 |9 xiang cun wu qu

210 |a 重庆 |c 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 |d 2013

215 |a 1 光盘 (CD) (75 min) |c 有声 |d 12cm

230 |a 音频数据

281 |a音乐|b表演型

282 |a音频

304 |a 题名取自盘面标签

337 |a 系统要求：windows98以上及相应播放软件

5101 |a Classic country music collection |z eng

6100 |a 舞曲 |a 中国

690 |a J645 |v 5

701 0 |a 艾蒙 |4 作曲 |9 ai meng

702 0 |a 韦岚迪 |4 编曲 |4 配器 |9 wei lan di

二、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



二、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

3、规范元数据中元素著作斱式的描

述信息，应用FRBR理念，实现对资源

的深层揭示与有效组织。

以RDA  Role元素集提供的250种著作

斱式为依据，全面梳理国家图书馆数

字资源元数据中的责仸斱式，确定信

息著录的实体层次，实现FRBR化的资

源揭示。



二、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

从2014年下半年起，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部从中外经典文献入手，开展了

FRBR化书目信息的整合工作，截至当年年底完成老子、孙子、司马迁、关

汉卿、蒲松龄、吴敬梓、哈代、法布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莫言、贾平凹

等人的763部著作的处理工作。涉及内容表达1978种，载体表现5042种。

具体的实现斱法主要是依靠编目员对关系密切的文献家族迚行关系梳理和

渊源考辨，再根据著作斱式的区分，建立必要的著作和内容表达层的规范

记录，幵与书目记录实现有效连接，来达到FRBR化的展示效果。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工作介绍

二、数字资源元数据整合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工作介绍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工作介绍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工作介绍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工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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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工作介绍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工作介绍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工作介绍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工作介绍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工作介绍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工作介绍























三、数字资源对象数据整合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对象数据主要包括文本、静态图像、音频、视频以及有上述内

容形式的部分或全部构成的多媒体资源。

对对象数据迚行整合的主要工作包括：

1、将有揭示价值的文本类信息资源直接丰富到元数据资源中，实现全文检索级的发

布与揭示。

2、对静态图像数据迚行详尽地图释著录，以“看图说话”的斱式，将图像内容特征

转换为文字信息，丰富到元数据资源中，予以发布和揭示。

3、通过技术手段将音频文件转换为文字，将视频中的字幕信息提取为文本，实现全

文检索级的发布与揭示。

4、通过切分、揑入、定位等手段，对音视频资源迚行再加工，提升为多媒体资源。



三、数字资源对象数据整合

如：图书馆公开课对以往图书馆讲座类资源的改造与提升

以往图书馆讲座类资源基本上是单一视频文件，而图书馆公开课则

是内容形式丰富的多媒体资源。除了对创痛讲座资源迚行视频切分，

每场保持在20分钟左右；为切分后的资源统一添加片头和片尾；迚

行视频展示封面设计和主讲人头像采集；制作MOOC资源的课件元

数据与主讲人元数据等工作外，还要添加课程学科标签，完善主题、

分类，编撰课程内容提要，增加富文本信息以及在视频播放的若干

时间点揑入与课程有关的背景知识与参考文献，实现公开课与馆藏

图书、期刊等资源的链接，形成斱便跳转的资源与知识网络。



四、传统文献类数字资源整合与揭示实例

民国报纸数字化资源库



• 在资源建设环节完成缩微胶片到影像图片的转换，并进行标题内容的文字识别工作；在资源揭示环节
采取基于篇目标题的图像服务模式。

• 此种方式提供报纸名称、版面、出版日期、篇名等信息的简单浏览和检索服务，既能实现读者按报纸
原版原式阅读，同时还能对篇目进行检索服务。

国家图书馆民国报纸数字资源的整合与揭示



成品数据格式



扫描方式 扫描分辨率
成品存储格式

存档格式 发布格式

8位灰度扫描 300dpi 不压缩TIFF格式，后缀为
tif

图像压缩（压缩因子根
据图像规格、颜色、数
据量适当调整），最终
生成JPG文件（分辨率为
300dpi，后缀为jpg）、
双层PDF文件和XML文件

图像数据要求



• 国家图书馆馆藏民国报纸缩微胶片的元数据是标准MARC格式，记录了该种报纸的名称、出版地、出
版时间等各种信息。

•

元数据



XML元数据



XML元数据



• 民国报纸数据库包括：book 表（民国报纸基本信息表）、catalog表（民国报纸版面篇目信息表）、
struct表（民国报纸结构信息表）。要求各数据库表真实反映民国报纸原貌。

MDB数据库

序号 中文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及长度 必备性 对应书目数据MARC内容

1 001 001 Char(10) 必备 MARC数据中的001字段

2 记录标识号 record_id Char(9) 必备 MARC数据中的097$a的前9位

3 题名 book_name Char(100) 必备 MARC数据中的200$a

4 出版地点 pub_place Char(60) 有则必备 MARC数据中的210$a

5 出版者 pub_house Char(60) 有则必备 MARC数据中的210$c

6 出版时间 pub_date Char(60) 有则必备 MARC数据中的210$d

7 出版周期 pub_T Char(60) 有则必备 MARC数据中的326$a $b（著录形式为a(b)；

326字段若重复，用空格隔开）

8 起止卷期 start_end_day 备注 有则必备 MARC数据中的207$a（英文分号分隔$a重

复字段）

9 更名信息 name_change Char(100) 有则必备 MARC数据中的311$a

10 附注信息（号

外、增刊等）

general_notes Char(100) 有则必备 MARC数据中的300$a

11 特殊附注（出

版规律）

specific_notes 备注 有则必备 MARC数据中的315$a

12 总卷期 pub_num Char(60) 有则必备 MARC数据中的215$a

13 主题词 topic_word Char(60) 有则必备 MARC数据中的610$a 

book 表：民国报纸基本信息表。
表结构如：



序号 中文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及长度 必备性 备注

1 记录标识号 record_id Char(10) 必备 MARC数据中的097$a的前9位

2 标引序号 serial_num 数字 必备

3 出版日期 date Char(8) 必备 4位年2位月2位日

4 版次 space_id Char(3) 必备 “1”表示第一版“2”表示第二版“H1”表示号外

第一版

5 栏目 column Char(100) 有则必备

6 篇目号 specific_id 数字 必备 “1”表示第一篇“2”表示第二篇

7 篇名 specific_name 备注 必备 对应XML文件中的“标题”

8 标题坐标 specific_position 备注 必备 引题、标题和副题的整体坐标

9 篇目坐标 text_position 备注 必备 标题和正文的整体坐标

10 内截坐标 other_position 备注 有则必备 被完全嵌入到本篇的其他篇的区域

11 作者 author Char(100) 有则必备

12 图像页码 ppage_num Char(20） 必备 对应图像命名，第一版为“1”，第二版为“2”，

增刊第一版为“Z01”

MDB数据库

catalog表：
民国报纸版面篇目信息表。



MDB数据库
序号 中文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及长度 必备性 备注

1 记录标识号 record_id Char(10) 必备 MARC数据中的097$a的前9位

2 总期数 ppub_num 数字 必备 实际加工期数

3 版面数 space_num 数字 必备 与JPG、PDF文件数量一致

4 篇目数 specific_num 数字 必备

5 篇目字数 char_num 数字 必备

6 特种刊期数 te_num 数字 必备

7 保存级图像数

量

file_num 数字 必备 TIFF图像文件数量

8 保存级数据存

储量

tiff_mb 数字 必备 MB（小数点后保留两位）

9 发布级数据PDF

存储量

pdf_mb 数字 必备 MB（小数点后保留两位）

10 发布级数据JPG

存储量

jpg_mb 数字 必备 MB（小数点后保留两位）

11 保存级光盘编

号

cdA_place 文本 必备 TIFF光盘编号

12 发布级光盘PDF

编号

cdB_place 文本 必备 PDF光盘编号

13 发布级光盘JPG

编号

cdE_place 文本 必备 JPG光盘编号

struct表：民国报纸结构信息表。



质检软件



• 馆内发布

发布情况

http://mylib.nlc.gov.cn/web/guest/minguobaozh
i

目前已发布大刚报、新华日报等4种报纸，6万
版图像



五、图像类数字资源整合与揭示实例

民国图片资源库



69

1. 《民国图片资源库：民国人物》收集民国时期各界人物图片3万余幅，基本包括了民国期间有影像资料的主要历史人物，涉

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文艺、宗教等众多领域的名人，以及大量普通民众的图片资料。图片资源类型丰

富，包括了民国名人、影视明星、电影剧照、京剧剧照、年画、漫画作品、木块版画、明信片、摄影作品等等。

2. 《民国图片资源库：历史事件》主要收集了民国期间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经济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图片1万3千多幅，

多侧面、多角度地展示了民国时期的历史画面。

3. 《民国图片资源库：民生民情》主要展现了民国期间的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画卷，包括乡村和城市里的生产劳作、商贸

交易，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民风民情等。

4. 《民国图片资源库：建筑景观》主要收集了民国期间中国城乡建筑、自然风貌和人文遗迹等图片，并按不同的专题逐一展现

了民国时期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图片资源内容
图片总量达7万幅



70

民国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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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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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民情

1919年，北京雍和宫，仪式上的喇嘛

杭州，做灯笼

遂宁，盐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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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景观

1917年，清华学堂大楼

1917-1919年，安庆，宝塔 北京，园亭 上海，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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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数

• 元数据规范标准化：按照图片的主题和个体元数据的通用规则、著录细则以及分类标签表对元数据的主题层著录进行规范标准化。
• 对象数据规范标准化：严格按照图片发布和保存级别要求的对原始图片进行加工处理。

• 民国图片资源库按照四个资源库归纳的元数据分类标签。

• 民国图片资源库的元数据特色在于通过对7万多的个体元数据的全方面
的分析归纳总结。

• 民国图片资源库的元数据通过四个资源库字段（人物库、历史事件库、
民生民情库和建筑景观库）、包含（于）字段和9个关联字段（人物关
联、事件关联、地名关联、物品关联、职务关联、机构关联、文献关
联、知识关联和资源关联）有效的将个体与主题、个体与个体以及主
题与主题之间关联起来。

民国图片资源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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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历史事件 民生民情
政治人物

建筑景观

军事人物

文化人物

外交人物

科技人物

宗教人物

经济人物

艺术人物

教育人物

其他类人物

清末时期

北洋政府

国民政府初期

抗战时期

内战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乡村生活

都市生活

文化生活

经济生活

自然景观

人文景观

公共建筑

居民建筑

元数据：分类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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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标识符 题名 其他题名 系列题名 责任者 描述 关键词 主题词

分类号 人物库 历史事件库 民生民情库 建筑景观库 当前来源 包含于

时间范围 空间范围 资源类型 人物关联 事件关联 地名关联 物品关联

个体元数据置标项（31个）

元数据

机构关联 文献关联 职务关联 知识关联 资源关联 资源原始创作时间

《民国图片资源库》按照图片个体置标的关键词、主题、分类等内容
相关性进行深度整合，分层级揭示、展现。

数字资源制作时间 数字对象技术指标 数字资源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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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 33344（条） 个体：8517（条）个体：12173（条） 个体： 16223（条）

聚类整合：82（个） 聚类整合：24（个）聚类整合：42（个） 聚类整合：43（个）

民国人物 历叱事件 民生民情 建筑景观

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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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标识符 题名 其他题名 系列题名 责任者 描述 关键词 主题词 分类号

人物库 历史事件库 民生民情库 建筑景观库 当前来源 原始来源 时间范围 空间范围 包含于

人物关联 事件关联 地名关联 物品关联 职务关联 机构关联 文献关联 知识关联 资源关联

题名 包含 对象数据位置

个体关键字段

RW0599        宋美龄

RW0599ZZ0002 宋美龄与罗斯福夫人在白宫合影

元数据

数字对象技术指标 数字资源制作者 数字对象数据路径1

LS0120          宋美龄访美

宋美龄（1897-2003），蒋介石夫人。海南文昌
市人，生于上海。西名Mayling Soong。幼年去
美国求学，先入佐治亚州威士理学院，后转入马
萨诸塞州卫尔斯莱女子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
… 1975年赴美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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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L格式

民国图片资源库元数据支持与提供以下的数据格式：

XML

元数据：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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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数据

保存级 发布级

聂耳

对象数据技术指标：
尺 寸：1684 x 2210
分辨率：800 dpi
位深度：24位
大 小：994K

对象数据技术指标：
尺 寸：842 x 1105
分辨率：300 dpi
位深度：24位
大 小：31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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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与平台的应用关系图

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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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平

民国图片资源库平台

• 以民国照片为整合基础，开发的民国图片资源
库平台，包含了前端发布系统和后端管理系统。

• 前端系统的特色在于时间轴和人立方模块，通
过这两个模块完整的展现了底层元数据与对象
数据；

• 后端管理系统能方便管理前台页面和分配用户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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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界面

前端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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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民国人物库

历叱事件库

民生民情库

建筑景观库

进入

一般检索

前端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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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资源

浏览图片的主题和个体资源。

前端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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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图片资源库 一般检索

一般检索功能：检索一般的查询信息。

前端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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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功能：根据检索点检索点检索相关信息，后台管理系统配置相应
的检索点。

前端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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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发布平台

详细显示页面（点击 ）

（1）点击相应的“检索点”，进入对应的
检索页面。

（2）“检索点”包括了主题和个体数据的
相关字段。

（3） “检索点”的配置灵活方便，多次出
现的检索词也会自动设置为“检索点”
在系统中使用。

关联检索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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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轴（点击 ）

前端发布平台

时间轴功能：通过民国时期（1900-1949）作为历史时间轴，时间轴上能够反映时间段历史事件和对应的人物以及其他相关信息。并且可以选择
检索人物或者地名，在时间轴上对应反映出相关的人物发展信息以及地名历史变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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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立方（点击 ）

人立方功能：民国人物关系脉络图展示。

前端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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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端管理界面

后台管理平台功能：用户和IP权限管理以及首页配置管理。

后端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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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视频类数字资源整合与揭示实例

图书鉴赏视频库



系统介绍
• 各个时代的图书艺术作品的专业高清鉴赏视频

300余部, 以每年100部的速度进行内容更新；

• html5标准，设计交互以用户体验为主导，设计

大方简洁易于使用；

• 搜索快速定位相关视频——搜索可根据视频的标

题、相关内容、作者、字幕的整库检索；

• 视频播放——通过点击事先制作好的字幕标引，

实时跳转到视频的重要内容进行播放，直接查看

最感兴趣的重点视频内容；



平台特点
1. 国家图书馆提供最专业的解说讲稿；

2. 1920*1080，视频码率大于20Mbps；

3. 流畅的视频播放，同步字幕展现；

4. 全库数据全文检索，检索结果关联视频播放时间；



应用呈现

• 支持分布式发布的基础支撑环境

• 基于IP的访问控制机制

• HTML5标准展现

• 高效全文检索

• 同步字幕播放

• 标准MVC三层架构

• 多浏览器兼容支持

索引仓储 全文数据库

数据更新

用户发布系统

应用系统

朝代展现 全文搜索 分类导航 原文定位 在线播放 实物图片

流媒体发布 字幕播放组件

流媒体播放 数据导入接口元数据仓储管理平台

关键词 字段搜索 字幕播放 字幕定位 浏览器兼容

全文检索引擎 专题组织引擎 访问控制

实物关联组件

元数据仓储

图书鉴赏资源库

业务系统

基础支撑环境



功能结构图



前台功能介绍-朝代索引
• 朝代按照顺序排列在黄河流域上

• 有视频内容的朝代可进入查看相关内容

• 无内容朝代不可点击

不可交互的节点

可交互的节点

加载中，请稍候…

显示此分类下

的视频列表



前台功能介绍-内容搜索
• 可搜索视频、关键词、字幕

曹植



• 视频、关键词搜索将列出相关的视频

前台功能介绍-朝代索引



前台功能介绍-内容搜索（续）

• 字幕搜索可检索库中所有鉴赏讲稿

• 搜索结果中展示相关字幕

• 点击字幕可查看该字幕对应视频的对应时段

承德

字幕检索结果

可跳转到视频对应时间



前台功能介绍-视频播放

• 所有视频均以1080P高清分辨率呈现

• 推荐展示相关鉴赏视频

• 展示鉴赏实物图片
视频播
放区

字幕播
放区

推荐视
频区

实物展
示区



• 字幕随视频同步播放

• 提示当前字幕

• 通过字幕选择鉴赏视频播放时间

前台功能介绍-字幕播放

提示当前字幕；

点击字幕可选择

视频相应的播放

时间；



后台功能介绍-访问限制

•IP访问白名单

在白名单中的IP地址访问数据库不受限制；

不在白名单的用户提示登录。

admin

******

登录成功！



七、多媒体类数字资源整合与揭示实例

中国戏曲文化知识库



概述

中国戏曲文化知识库以中国戏曲文化知识为主题，通过对戏曲知识

点的挖掘、揭示、关联，来实现知识的序化、共享、重用，构建完

整的中国戏曲文化知识体系，并以之为依托，多维度整合包括音频、

视频、图像、文字在内的多种类型的戏曲资源。

突出知识全面、信息海量、表现形式丰富、操作便捷、内容拓展性

强等特点，是集视频、音频、图片、文字等多种文件资源为一体的

中国戏曲文化知识多媒体数字化资源平台。



概述

知识库：

知识库是在数据库的基础上结合人工智能领域技术构建而成，建设
的目的在于通过管理和存储知识来实现知识的序化、共享、重用。
建设的过程即对知识的获取、表示、利用过程，既包括对原始信息
或既有知识进行理解、提取、分类，将知识以计算机能够理解和处
理的形式来表示，也包括通过分析和推理产生新知识。

从存储知识的角度来看，知识库包含事实、规则和概念的集合；从
使用知识的角度来看，知识库包含事实、规则、概念、推理、归纳、
演绎等知识和知识处理的方法。因此，建设知识库的重点在于通过
加强学习、归纳推理及动态更新的功能，实现对知识的获取、组织、
调用，而不仅仅是整合与利用资源。



概述

戏曲知识库构建原则：

•基于知识的特点

从信息资源中抽取知识点，按照一定的知识表示方法，深入到文献知识层面按照一定的知识
体系进行整序和分析，形成知识集合，进而构建知识库系统，通过对知识库中知识进行调用
实现对知识的利用，服务于用户。

•基于戏曲资源的特点

充分考虑戏曲资源的涉及知识广泛的特点，知识库不仅应包括综合性、基础性知识，还应系
统性、针对性地建设特定的戏曲相关学科知识，并将两者有机结合，构建立体的知识体系。

•基于知识库的特点

知识库的建设不同于资源库，重点关注的是知识库对知识的管理能力，即：不但能够表示显
性知识，而且能够组织隐性知识；不但明显地表达事实和关系，还能够明显地表达领域知识
和推理规则；不但能够发现事实上的知识，也能发现规则上的知识。



建设情况

资源概况

戏曲文化知识库的资源建设充分体现了戏曲多声腔、多剧种的特点。基本结

构包括3个主题库，每个主题库细分为若干专题库。

•戏曲影视片段库

•戏曲剧种与剧目库

•戏曲演出场所与民俗库



建设情况

•戏曲影视片段库

收录各个时期各个剧种、剧目拍摄的戏曲电影、电视相关图文介绍、视频资

料，以及当代制作的戏曲动画片等。目前已收录戏曲影视视频500分钟、戏曲

动画视频250分钟。

（1）“舞台演出”专题库；收录各剧种的舞台演出视频。

（2）“电影电视”专题库：收录各剧种黑白和彩色戏曲电影、戏曲电视剧、

与戏曲相关的电影资料片、传记片、电视纪录片、科教片、专题片等视频片

段。

（3）“戏曲动画”专题库：收录当代以来制作的戏曲动画片的视频片段。



建设情况



建设情况

•戏曲剧种与剧目库

目前已收录剧种40余种，剧目50余个、戏曲图

片1000幅。最终将完整收录中国各民族地区360

多个戏曲剧种和上万部传统剧目。

（1）“戏曲剧种”专题库：按照表演形式、流

行地域、声腔系统等分类方法将其分类，收录

各戏曲剧种的相关音频、视频、文献、图片资

料等。



建设情况

（2）“戏曲剧目”专题库：按照不同剧种、传统戏、现代戏分类，

收录各戏曲剧目的相关音频、视频、文献、图片资料等。



建设情况

•戏曲演出场所与民俗库

收录关于各类型戏曲建筑、演出场所，戏曲民俗等的图文介绍、视频资料。

（1）戏曲演出场所专题库：收录戏曲演出场所如勾栏瓦舍、宫廷戏楼、会馆戏楼、庙宇戏台、

宗祠戏台、园林戏楼、草台流动舞台和现代新式剧场等图文介绍和视频资料。

（2）戏曲民俗专题库：收录戏曲与民俗相关的内容，如戏曲演出与民俗、戏曲文化与民间美

术（壁画、年画、瓷画、剪纸和雕刻）等图文介绍与视频资料。



建设情况



建设情况

信息服务

戏曲资源在国内外拥有众多的爱好者，其受众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普通公众，以艺术欣赏为主；学术研究者，以对戏曲及其相关学术

领域的研究为主；戏曲从业者，以专业学习为主。为满足用户需求，

戏曲知识库在资源发布端提供了信息检索服务、知识导航、知识关

联展示等服务方式。



建设情况



建设情况
•信息检索服务

网站提供通用检索与高级检索功能，通用检索实现对资

源的一站式检索，高级检索提供基于元数据的精确检索。



建设情况

•知识导航

按照知识点提供对戏曲知识的

导航。



建设情况

•知识关联展示

按照不同的资源类型有针对

性地设置不同类型的关联关

系，为用户提供知识发现服

务。



戏曲知识的组织

FRBR模型

包括书目记录命名或描述的知识或艺术创造的产品：作品、内容表
达、载体表现、单件。

包括那些对知识或艺术内容、物质生产与传播或其产品的保管负责
的实体：个人和团体。

包括一系列附加的实体，它们作为知识或艺术创作的主题：概念、
实物、事件、地点。

第一组实体

第二组实体

第三组实体



戏曲知识的组织
基于FRBR构建戏曲知识框架

•第一组实体

作品：剧目

内容表达：剧本、不同剧种的剧目、不同创作者的剧目、不同主演者的剧目……

载体表现：不同主演者的单场演出、不同演出地点的单场演出、不同版本的剧本……

单件：不同收藏者的单一版本、某一文献实体的数字化版本

•第二组实体

个人：创作者、主演者

团体：创作团体、主演者所属团体

•第三组实体

概念：剧种、流派、表演、音乐、舞蹈……

实物：服装、脸谱、行头、舞台……

地点：演出地点

人物：戏曲剧目中的经典人物



戏曲知识的组织

第一组实体的属性及关系

作品：具有独创性的戏曲剧目

属性：题名、产生日期、发源地、流行地、语言、其他区分特征

内容表达：以特定的知识或艺术形式表现的剧目

属性：题名、形式、剧种、责任说明、日期、语言、其他区分特征

载体表现：戏曲剧目的物理体现

属性：题名、责任说明、演出地、版本、出版者、日期、载体形式、物理媒
介

单件：单一样本

属性：收藏者、馆藏记录、数字化状况



123

戏曲知识的组织

• 关系：

剧
目

剧目（剧本）

剧目（剧种）

剧目（演出1）

片段1

片段2

剧目（演出2）

剧目（创作者）

剧目（主演者）



未来发展方向

•构建完整的戏曲知识体系

•整合多类型戏曲资源

•为用户提供知识服务



未来发展方向

•知识体系建设

知识库将以戏曲舞台、戏曲历史、戏曲人物、影视动漫四大模块为

知识骨架，丰富资源内容，形成完整知识体系。



未来发展方向

戏
曲
历
史

戏
曲
舞
台

戏
曲
人
物

影
视
动
漫



未来发展方向

•多类型戏曲资源整合

多来源：自建馆藏、外购资源与网络资源

多类型：实体文献、数字资源

多层次：资源、内容、知识



未来发展方向

•知识服务

在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基础上，丰富资源提供方式，实现资源一
次制作多终端使用。

（1）建设三维展厅模式的“网上戏曲文化知识虚拟博物馆”，提
升用户体验；

（2）实现手机、PAD、互联网同时访问，可在线查阅、上下载资
料、交流和分享等，也可离线观看；

（3）实现不同类型用户的市场细分，制作电子资源包，供专业图
书馆使用，制作教学包，供非专业人群使用，制作专业图书包，供
戏曲专业人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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