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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电子资源的资产与统计



摘自《高校图书馆发展状况蓝皮书.2015》

2014年度全国65家
“211工程”高校图书
馆的文献资源购置费
52%以上用于购置电
子资源，41%以上用
于购置纸质资源，非
书资料和其他资源购
置费占比不超过
0.53%。



被购买次数排名前二十位外文电子资源各
地区重复购置率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全国平均

Elsevier SD 88.24% 100.00% 100.00% 92.98%

Springer 

E-Journal
91.18% 91.67% 81.82% 89.47%

SCIE 85.29% 100.00% 81.82% 87.72%

摘自《高校图书馆发展状况蓝皮书.2015》



《高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指南》



统计标准问题

教育部（图工委的？）事实数据库统计细
则未对“电子图书累积量”、“电子期刊累积
量”、“其他电子资源累积量”、“当年购置
电子图书”、“当年购置电子期刊”、“当年
购置其他电子资源”等与电子资源数量相关统
计指标的计量方法进行准确界定，从而导致各
馆在统计时无统一计量标准可依，所填报的数
据缺少可比性。

摘自《高校图书馆发展状况蓝皮书.2015》



数字资源建设原则

2
需求导向和服务优先



光盘检索系统

1990年--

SAN

1995年…电子阅览室

资源镜像，

2000年…

云服务

2000年…

大规模电子资源发展阶段



数字资源的保存

数字信息资源有三种不同的数字流，一是付费使
用的数字内容；二是本馆数字内容，如数字化的特藏
文献；三是原生数字内容，即与本馆相关的其他单位
创建并需要给予数字化保存的资料。

要制定这些数字内容的有效管理方法，研发集管
理、组织和软硬件架构为一体的数字资产集中管理平
台，对全部的数字馆藏采集、发现、获取与监护进行
流程再造。

并不是所有的数字资源都要长期保存。



来自香港大学图书馆《电子馆藏发展政策》

数字信息资源最好采取远程访问。一
般不选择只供馆内单机和专用工作站使
用的CD-ROM。

优先选择通过万维网进行访问的远程
主机。因为万维网提供更优的接入、及
时的更新，节约存储的成本，省却系统
维护与数据保存的诸多问题。除非没有
选择，或在成本上有巨大差异，否则其
他格式如CD-ROM、本地镜像等方式是
不可取的。

服务优先





数字资源建设需要秉持服务优先的原则。

1. 保证数字资源内容完整数字信息资源；
2. 保证服务器端网络接入快捷、高效，保证服务
的可靠性、有效性和稳定性，提供全天候、不间断
服务；
3. 保证功能齐备和界面友好，并根据用户需求提
供用户培训、问题解答和质量跟踪服务。

服务优先



1. 图书馆不同时购入同一资源的纸本和电
子版。也就是，一种资源只购入或保存
一种格式。

2. 数字信息资源的价格不能超过其纸本的
价格。从纸本过渡到电子格式、从光盘
版过渡到网络版的支出增加，必须反映
出使用功能与可获得性的增加。

服务优先



 资源发现服务
 读者荐购与学科馆员服务
 特色数据库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网络教学平台
 讲座信息与记录
 机构知识库服务平台
 网盘服务
 资源导航与Finding Aid

需求导向



多样化的前景

3
应对更加复杂的发展环境



1. 对发展数字信息资源馆藏所需的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进行规划与建设，以适应当前和
未来数字化环境，确保数字内容之馆藏建
设、管理和保存等工作的顺利进行。

2. 对数字资源内容授权使用的相关法律、标
准、规范进行研究与评估，建立明确的数
字馆藏发展指南和原则。

3. 改变相应的工作流程和人员安排，在纸质
资源和数字资源之间建立交叉的业务流程，
建设覆盖全学科领域数字馆藏资产管理与
服务体系。

宏观的技术环境



4. 不但要考虑数字资源的创建、采集和授
权使用，而且考虑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环境
的营造，包括开放获取期刊、开放数据、网
页内容等免费的数字内容如何并入整体的信
息资源发展规划。

5. 建立数字内容之采集或创建的原则与程
序，在权衡出版商、图书馆和用户之间合理
权益的基础上，确定资源建设及经费投入的
优先方向。

宏观的技术环境



数字格式优先？

数字内容的选择与授权使用，在全生
命周期管理供应链中，需要考虑数字格
式优先原则，着眼于某种数字内容在特
定的载体形式下能保存多久，同时虑及
权益与许可的限度。



加州大学图书馆的数字格式优先原则的相关指标

1. 有用性；

2. 学术性与知识性；

3. 生产者的声誉和权威性；

4. 相对于其它载体形式的优势（可检索，7*24小时服务）；

5. 独特性和信息完整性；

6. 信息的实时性与有效性；

7. 技术的易用性；

8. 使用的合理性与知识产权；

9. 供应商的售后服务与培训；

10. 当前和未来持续订购的最大限度成本，等。

来源：Digital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lan Task Force. Final Report. August 31, 2009. Appendix D: 

General Guidelines for Selecting & Licensing Digital Materials



挑战与对策

4
建立可持续的馆藏发展政策



2015年资源建设年会的相关话题

我国数字出版发展状况及产业政策 王强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当前环境下图书馆纸电文献资源同
步的构想

张军 浙江大学

大趋势下个性化的选择：电子资源
与纸本资源的协调与取舍

吴冬曼 清华大学

电子资源建设策略 陈娟 厦门大学

数字环境下图书馆中文纸质图书的
发展趋向

张美萍 北京大学

馆配商书目比较分析 于浪川 东北师大

外文纸本文献资源建设的策略与发
展

张玮 国家图书馆

特色馆藏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黄燕云 北京师大

全球地图中的澳门项目案例分析 戴龙基 澳门科大





当前资源建设组的研究项目

中文纸质图书的馆藏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及其在
实践中的应用

张美萍 北京大学

新阅读时代的985、211高校图书馆读者需求调查
及文献资源建设对策研究

张利 北京科技大学

高校图书馆多校区、多分馆纸质图书文献采访模
式研究

聂兰渤 大连理工大学

东北地方文献的出版与收藏现状 于浪川 东北师范大学
基于利用分析的馆藏图书资源建设研究 成伟华 复旦大学
研究型图书馆纸质中文图书“单复本”修正模式
的意义及其实施

段双喜 华东师范大学

国外区域图书馆联盟印本馆藏分析的技术方法比
较研究

黄飞燕 南方科技大学

基于质量管理的高校图书馆纸质文献采访有效性
研究

贾朝霞 南开大学



当前资源建设组的研究项目

高校学科外文资源保障策略研究 陈娟 厦门大学
纸质资源PDA：国外案例和国内可行性研究 胡振宁 深圳大学
地方文献馆藏建设研究——以“文史资料”为
例

崔琼 武汉大学

中文图书采购合同关键条款研究 史淑英 西安交通大学
中文电子书馆配：出版社与图书馆的态度与形
势

肖婷 浙江大学

基于BALIS统一检索平台的北京高校图书馆纸
质资源的共建与共享研究

胡宁 中国人民大学

华南地区志书类文献的馆藏建设研究 招宗劲 中山大学



资源建设活动的调整

 是否应执行数字馆藏的周期性审查？及
时剔除损坏的、过时的或不准确的资料，
以及不兼容现有软硬件且供应商不再支
持的资料，更新过时的数字格式和不再
支持的系统平台清单。对于内容独特或
对研究很重要的资料，要去寻求另一种
格式来替代。



资源建设活动的调整

当前的数字馆藏是否有利于保存知识记
录以便未来世代所利用？如，与本地的

其他收藏机构合作，避免数字内容的重
复收藏，参加更大的联盟采购；或通过
馆际互借服务或大规模的馆藏数字化活
动，获得资源共享。



资源建设活动的调整

新的资源利用模式转型是否确实代
表了未来资源内容使用的新模式？
如，将数字资源嵌入教学、科研、

文化传播等各种社会活动，助力各
行各业的信息化与数字化，去建立
和维护更加丰富的资讯环境。



资源建设活动的调整

新的馆藏内容和所用的内容传递技
术是否为更广泛的人群接受？如，

寻求某种机制，促成出版商和供应
商降低数字资源价格成本，建立可
持续利用的学术传播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