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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铜陵市图书馆概况

铜陵市，安徽省省辖市。辖枞阳县、铜官区、义
安区、郊区。区域面积3008平方千米，人口170万。

1978年，铜陵市图书馆正式成立。
1996年，在城市中心区域建馆舍8200平米。
2015年12月25日，新馆建成并运行服务，老馆更

名为铜都图书馆。
新馆位于翠湖5路，是一座融公共图书馆、高校

图书馆、新华书店为一体 “三位一楼”综合服务体。
综合楼共9层2.9万元平米，第1至5层16280平米为

铜陵市图书馆，其中第2层4200平米由铜陵市图书馆
租借给“皖新传媒——新华书店图书馆店”。



1.1.3  “三合一楼”综合服务体

铜陵市图书馆坚持传统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双轨
并行的发展理念，融入新华书店、铜陵职业技术学
院图书馆“三位一楼”，催生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侧需求的改革铜陵模式。

其一，传统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双轨并行发展，先进

设备、数字化平台，大容量数据让阅读更为丰富、便捷。

其二，图书馆携手新华书店，构建“你读书，我买单”

点读平台，满足读者个性化阅读需求，让全体市民充分

享受普惠、均等、便捷的铜都阅生活。

其三， 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融合，促进了资源、信息、

创新、创业等方面的共享和优化，搭建了公共图书馆、

高校、企业公共资源共建共享桥梁。



2016年9月

1. 1 铜陵市图书馆概况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图书馆13000平米

铜陵市图书馆

16280平米

新华书店——图书馆店4200平米



1. 1.2 铜陵市图书馆概况

铜陵市图书馆馆藏图书48万册，阅览坐席1300个，读
者使用的计算机100台，数字资源40TB，

设立有文献借阅、少儿借阅、亲子绘本馆、视障阅览、
展厅讲座、铜图创客、数字体验、铜都人文馆、铜文化
主题馆、家谱馆、视听馆等功能区。

开展“铜都讲坛——文化讲座”、新春灯谜会、阳光
周末、“书香校园悦读沙龙”、“语文课走进图书馆”
等品牌主题读书文化活动，编印《铜都阅生活报》、
《决策参考》等内部资料，推出了APP、微信及点读平
台，实现图书文献资源线上线下点借服务。



1.1.4 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

1个平台4个中心的

发展理念：公共文化

服务多元文化交融发

展平台，知识信息中

心、学习创新中心、

资源共享中心、社会

交流中心的。



1.1.4 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

多元文化交融发展平台:以满足读者多样化、个性化需
求为核心，以提供普惠、均等、便捷的阅读服务为旨归，
为不同群体读者提供公共文化阅读体验需求平台。

知识信息中心：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云存储发布平台搜
集、整理、传播、利用馆藏的各类信息资源

学习创新中心：为居民提供公共文化终身学习、体验。

资源共享中心：让不同群体不受个人身份、载体、时间、
方式自由地从共享图书馆知识信息。

社会交流中心: 最大限度发挥公共文化场所作用，为社
会群体建立自由、宽松、便利的社会交流中心。



1.2  书香铜陵服务网络

围绕书香铜都和十分钟城市阅读圈公共文化实
施建设目标，铜陵市图书馆坚持“一切服务读者”
服务宗旨，建立总分馆“一网一卡一平台” 服务网
络平台，完成以市图书馆为中心馆，县区图书馆为
总馆，镇（社会、阅读点）为分馆的“中心馆—总
分馆—城市阅读点”总分馆服务网络体系的建设。



1.2  书香铜陵服务网络

县区图书馆

总馆

乡镇、社区

图书馆分馆

全民阅读点

（分馆）

农家书屋

（基层图书室）
基层服务点

24小时自

助图书馆

联盟馆

铜陵市
图书馆
（中心

馆）



1.2.1  书香铜都1：铜陵市图书馆中心馆



1. 2.2  书香铜都2：铜陵市图书馆中心馆



1.2.3  书香铜都——全民阅读点

滨湖阅读点 植物园阅读点

湖东阅读点 南湖阅读点



1.2.4  书香铜都——全民阅读点

板栗山儿童公园阅读点 博物馆阅读点

惠泉阅读点
鹞山阅读点

城市规划馆馆阅读点

铜霞社区阅读点



1.2  书香铜陵服务网络

铜陵市图书馆已建成1 个中

心馆，4个总馆，11个分馆。一

个绚烂〃星星点灯全方位的阅

读体系已逐步形成，并正如一

盏盏智慧之灯在铜陵城乡的每

一个角落点亮，在铜陵人的心

中亮出一片绚丽的光彩。



1 . 平台建设

2 . 数字资源建设规划

3 . 地方文献数字资源建设

数字图书馆平台建设



1 铜陵市数字图书馆平台建设

铜陵市图书馆新馆建设促进了铜陵市数字图

书馆的发展。新馆遵循传统图书馆与数字图书

馆双轨并行发展 理念，引入了RFID应用技术管

理服务，双百兆光纤无线覆盖，建立了数字图

书馆的云存储网络架构，实现了云终端管理与

服务，完成业务数据平台的管理、分析和发

布，让读者通过 网站、移动APP、微信及各种

媒体读屏实现PC机、PAD、手机移动阅读。



2.1 平台建设——资源共享服务云架构



2.1.2 铜陵市图书馆网络拓扑图



2.1.3  铜陵市图书馆馆情发布平台



2.2 数字资源建设规划

文化共享
工程数字
资源库

国家数字图书
馆资源库

省数字图书馆
数字资源平台

联盟共享资源
（联盟馆及高
校资源共享）

外购数字资源

地方特色数
字库

1、铜文化主题资源
2、铜都人文资源



2.3 地方文献数字资源建设架构

铜陵地方特色古籍数据库

铜文化主题数字库

公开课——铜都讲坛

地方政府公开信息整合



3  数字环境下图书馆+服务实践

在互联网+模式下，公共图书
馆如何在建设数字图书馆中实践
数字环境下图书馆+服务？对此，
铜陵市图书馆基于数字环境下就
图书馆+服务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服
务。
“图书馆+”重新定位了图书馆在
当今社会的角色，重新塑造了图
书馆的业务结构、关系结构、文
化结构，建立以用户为导向的图
书馆服务模式，积极主动地将图
书馆服务送入一切可以进入的领
域和行业、机构和场所，使图书
馆服务无所不在、随手可得，最
终实现图书馆事业在新环境下健
康、快速、长远发展的目标。



个性化阅读、
便利化阅读

最新图书

数据分析、了解

阅读、调整馆藏

文化消费

阅读氛围

盘活经营模式

170万元/半年/3倍

图书馆

读者新华书店

3.1 点读平台—你读书我买单



3.1.1  点读平台—你读书我买单


读者年度“点借”图书总量不超过20册，总额
不超过1500元，超过限制，服务终止；

“点借”单种图书馆藏复本量达10册时，不得

“点借”，建议读者到图书馆借阅；

“点借”单册图书定价不超过100元，教参、教

案、教辅、工具书不在“点借”范围内；

读者在“点读平台”借阅的图书，借期与借阅

册数遵循铜陵市图书馆借阅规则；

“点读平台”服务点：铜陵市新华书店——图书馆

店、铜陵市机关书屋



3.1.2 点读平台—你读书·我买单



3.2 掌上铜图手机APP

绑定读
者证

•生成电子证

•续借、预约

检索图
书

•检索、预约

•了解借阅情况

点读平
台

•你读书·我买单

点借平
台

•点借图书

点借信
息

•借书通知

•还书通知

•借书到期通知

•读书活动通知



3.2 .1  掌上铜图手机APP

绑定读者证：自动生成电子证，代替读者证卡，查
询读者的借阅历史、当前借阅、点借预约、续借等。

检索图书：可以检索图书馆的图书、查看每种书的
馆藏情况、当前状态。

点读平台：利用手机的摄像头，扫描图书的ISBN号，
判别该书是否是参与活动的图书。

点借平台：读者不需要到图书馆来借还，将其中一
个读者所借的图书，转借到另外一个需求借阅图书
的读者手中。

定制通知信息：借书还书通知信息、



3.2.2 图书馆+掌上铜图



3.2.3 图书馆+掌上铜图



3 . 3 图书馆+文创空间

铜图文创空间

管理中心 文创空间管理与服务

交流中心 创客沙龙

咨询中心 创客咨询服务

投融中心 天使投资

展示中心 创客产品展示

创客工坊

3D内雕

童精灵数字动漫

影视传媒

青铜文化创意

文化电商



3 . 3.1 图书馆+文创空间

铜陵市图书馆立足于馆藏文献、数字网络、公
共空间载体引入铜图文化创客空间。

文创空间是基于数字环境下，通过线下创客互
动和线上众创平台创新“众创空间”模式，融入
数字动漫、智能科技、影视传媒、文化电商、青
铜文化创意、培训交流、展示体验等创客工作室，
通过线下文创空间、线上众创平台，实现交互互
动、促进发展、重点孵化和培育创业创新团队，
逐渐形成一个集学习创新、资源共享、信息交流、
创业孵化、沙龙论坛等多层次、多方位的文化创
客平台。



3.3.2 图书馆+文创空间1



3.3.3图书馆+文创空间2



3.3.4 图书馆+文创空间3

文创沙龙



3.3.5图书馆+文创空间4



3.3.6  图书馆+文创 空间：线上众创平台



3 . 4 图书馆+创客工坊

铜图文

化创客

童精灵

数字动

漫

童精灵

水吧

铜官印

青铜文

化盘

3D内

雕

文化电

商



3.4.1 图书馆+创客工坊

童精灵数字动漫

童精灵饮吧
童精灵俱乐部

铜图文化创客



3.4.2 图书馆+创客工坊

铜官印

中国青铜文化盘
3D内雕



3.5 图书馆+数字动漫

童精灵寻亲记

童精灵俱乐部

童精灵咖吧

童精灵玩偶

数字动漫



3.4.1 图书馆+创客工坊

童精灵数字动漫

童精灵饮吧
童精灵俱乐部

铜图文化创客



3.5.1图书馆+数字动漫

童精灵寻亲记数字动漫



3.6 图书馆+数字体验

云数据发
布

移动
阅读

数字
体验



3.6.1 图书馆+数字体验



公共文化服务+多种新媒体服务=文化云媒一体机

文化活动云
• 馆内定期活动视频，图片
通过多终端的触控平台进
行展示以新闻的模式发布

• 群众可通过平台终端（如
馆内外、街道、文化站和
公交站附近）或App，及

时的了解到馆内近期的活
动信息

• 通过微信群的方式进行讨
论，聚集文化的交流。

数字展览云
• 古籍展

• 名家艺术展

• 非遗展览名录

• 漫画展

• 邮品展

• 书画展

• ….

文化地图云
• 公共文化设施星罗棋布，
分布较广。市民不容易在
传统的地图软件中查找到
这些位置。

• 市民、能够感知周边发生
的文化活动，也亟需了解
活动的时间和位置。类似
各级馆举办的讲座、形成
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服务
系统。

线上预约云

• 开通在线报名平台、预约
线下活动、创客空间及培
训课程等。

• 吸引并整合各级公共服务
单位、社会团体、个人等
所拥有文化资源在供需平
台的展示和交流，盘活闲
置文化资源。

馆藏资源云
• 馆藏资源通过多终端的触
控平台进行宣传，展示图
书馆资源。

• 支持个性化门户设置，图
书馆员工可以根据自身的
工作职能和兴趣爱好，定
制属于自己的个性化门户

• 通过统一的配置管理，形
成一个风格统一、布局合
理的平台环境。

3.6.2 图书馆+数字体验



中心图书馆

一个网络 一张借书证 一个服务平台

县区总馆
全民阅读点

乡镇、社区分馆

1.2  书香铜陵建设

建立“一网

一卡一平台”服
务网络平台，实
现铜陵市图书
馆——中心馆、

县区——总馆、
镇、社区——分
馆、全民阅读点

图书通借通还和
数字资源共建共
享服务。



3.7.1 一网一卡一平台

一网一卡一平台



3.7.1 一网一卡一平台

一网一卡一平台



4  结束语

2016中国图书馆年会，将于今年10月在铜陵召开。
大会的主题是“创新中国：技术、社会与图书馆”。

铜陵市，一个中部地区的地级市，承办如此大规模的

全国性会议，是机遇，是考验，更是重大的责任。我们将
认真按照各级领导的工作指示，在中图学会的全面指导和
安徽省图书馆全力支持下，努力做好各项服务工作，确保
年会圆满成功。同时，我们也将借年会东风，推进铜陵图
书馆事业再上新台阶，缩小与先进图书馆的差距，为建设
书香铜都作出应有的贡献。

距离2016中国图书馆年会只有32天，我们真诚期望

各位领导、专家、馆长和老师们莅临安徽铜陵，并给予我
们更多的批评、指导和包容！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