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需求，创新供给
                     ——长沙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推广经验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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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馆情介绍



长沙图书馆新馆位于湘江与浏阳河交汇处的三角洲，风光旖旎，位置优越。



建筑外形设计成不规则的几何体，犹如几块巨大的顽石屹立江边，

通过流水与沙洲的对比，象征着湖湘文化刚毅的精神气质。

滨江文化园包括三馆一厅——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规划展

示馆，已经成为了长沙城市新的文化名片和品质之窗。



长沙图书馆新馆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

书架长度30000米，

电动密集书架1166立方米。

规划藏量200万册，

现有藏书105万册。



面向读者开放的区域达到95%以上，设有2个报告厅、6间教室，

3100多个阅览座位，实现了网络热点全覆盖。



新馆建设特别注重空间营造，从功能分区，到业务流线，以及典藏

阅览家具，都精心设计。全部订制生产。



社科文献借阅室、自科文献借阅室、少儿阅览室、青少年阅读中心、报刊阅览室、视障阅览室、电

子阅览室、长沙人文馆、多元文化馆、高清影视室、听音室、录音室、新三角创客空间、24小时自

助图书馆、咖啡书吧、24小时书店等20多个服务功能区。每个空间定位不同，色彩、材质、形制都

不一样。



典雅阅览环境吸引《寻找爱的冒险》《奔跑吧兄弟》等多个剧组来图书馆取景拍摄



三岁以下小朋友专享 的“故事城堡”和玩具图书馆



4-7岁孩童最钟爱的低幼阅览室、绘本馆



联接世界与长沙”的多元文化馆



“留存城市记忆”的长沙人文馆





截止2015年9月21日下午五点，累计接待读者数量达到151万人次。

长沙市城区常住人口420万，151万读者，占城区人口总数的35.9%。

1/3的长沙市民走进图书馆，充分体现“全民阅读推广从图书馆出发”的政策导向。



目前新办读者证95138张。全市91家图书分馆实现了一卡通用，通借通还，极大的方便了读者。



读者年龄年轻化趋势明显，终身学习教育成为潮流。

      通过对我馆持证读者数据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到80、

90后成为主要群体，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生的读者

站到办证总数的54.63%。图书馆向所有人平等免费自

由地提供知识和信息，是民众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途

径，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智慧源泉。职业发展上升期的

白领阅读学习需求最旺盛，到图书馆充电，不断提升的

不仅是个人的知识水平，更是长沙城市发展的活力、创

新的动力。



新馆开放时采购新书40

万册，中文报纸312种，

杂志3081种，外文原版

图书2万册，外文报刊

18种，目前馆藏数字资

源总量达到105万册

（件），丰富的文献资

源吸引了众多读者。截

止9月20日，总计借还

图书册次超过200万。

2015年10月—2016年7月图书借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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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展历程



2007年

2009年

2012年

2015年

我市四个县（市）共享工程支中

心通过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

程示范县试点验收，全部达到国

家一级标准。通过争取财政支持，

建立了中心机房，连接了100兆光

纤。区县市全部建有拥有40台终

端的电子阅览室。

通过自建、与农村党员干

部现代远程教育、农村中

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合

作共建，我市农村1425

个（村）社区基层服务点

覆盖率达到100%。

我馆成为国家数字图书馆

推广工程试点市馆，配置

了更为先进的服务器等设

备，同时国图定期组织培

训及全面的技术指导。

新馆信息化一期建设完成，

现运行中的服务器含物理

机17台，刀片服务器两

套；磁盘阵列4套；500

兆光纤出口；全馆读者可

用的计算机240台，智能

书架终端60台。

基础设施建设



前些年，我馆数字图书馆建设没有专项经费。为了缩小差

距，我们通过争取社会支持，强化与其他单位的合作，探

索走出一条联手共羸，优势互补的新路径。



        2010年，我馆申报《长沙地方文献信息资源数字服

务平台建设》项目，获得市科技建设重点专项经费50万元。

有了初步的经费支持，我馆对原有老化落后的设备、软件

进行了更新，采购了高性能的服务器和拓尔思TRS WCM

等软件，成立“长沙百科”数字工作室，将门户网站管理

由托管转为本馆自行维护。优化了馆藏书目数据库查询、

读者借阅查询、电子图书、期刊、视频资源等数字服务内

容，同时开展了地方文献特色数据库的建设工作，以适应

信息时代读者的新需求。





  2011年，长沙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建好一个数字图书馆列入全市

创建规划。为真正实现资源共享，使图书馆

数字资源100%被基层群众利用，我馆对长

沙区域图书馆数字资源共建共享现状进行了

全面调研，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同时多次派

业务人员赴杭州、上海等地图书馆学习考察，

整合各馆的先进经验，理顺了数字图书馆建

设的思路。





同时组织申报《长沙数字资讯中心服务平台建设》课题，争取专项经费30

万元。通过项目支持，我馆完成了全新的“长沙数字资讯中心”平台建设，完

善网站功能。新采购ＴＲＳ信息雷达和全文检索软件，整合长沙市本地资讯网

站和各部、办委相关单位办事公开信息，以及各种外购的数据库资源，每天更

新今日长沙、长沙政务、热点聚焦等十几大类栏目信息内容。





2012长沙市图书馆成为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试点馆



2012年，我馆申报《长沙数字资讯中心服务平台

（二期）》，项目经费30万元。采购了“CNKI中国知网全

文数据库”、“读秀学术搜索”、“超星百链云图书馆”、

“天方有声图书”等一批数据库资源，建设完成了“长沙地

方文艺”、“长沙文物”“长沙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保护”、

“长沙名人”、“星城科学讲堂视频资源库”等5个自建特

色数据库。自建数据库内容49G，外购数据库资源25T。





http://www.changshalib.cn/ 网址



2013年，我馆申报成功《长沙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

建设》，争取项目经费50万元。



2014年，我馆申报《自助图书馆管理平台建设》

项目，争取经费20万元。



2015年，我馆全力筹备新馆开放。新馆建设信息化建设是重中之重。我们秉承务实创新，

精益求精的理念，从需求调研到顶层设计，从可研报告到预算编制，处处精心设计，仔细谋划。



总
体
业
务
架
构

新馆信息系统的整体业务规划为支

撑平台及业务系统两部分。支撑平

台包括资源仓储中心、门户集成整

合平台、互动调度平台、资源发现

与获取平台、行为研判与统计分析

平台，通过支撑平台的建设，可以

实现新馆信息系统的整体架构，并

对各类业务系统进行统一支撑，保

证整体信息系统的可扩展性和可持

续性。



总
体
逻
辑
架
构

总
体
技
术
架
构



（一）云计算中心：长沙图书馆云计算中心由计算资源池、存储资源池、网络资源池、业务

应用平台以及云计算运营管理平台共同组成，运营管理平台负责对资源池和应用进行管理调

度及告警监控。

（二）数据处理和存储系统：目前图书馆拥有独立的数据储存系统，数据存储结构采用业界

主流的IP-SAN存储架构，本项目存储系统建设将融入到现有架构之中，统一采用IP-SAN存

储架构的方式进行搭建。

（三）存储容量：本馆数据裸容量估算为：48TB，其中：数据库核心数据3TB，数据库其

它20TB、讲座数据5TB、征集数据5T、光盘镜像数据5TB、日志10T。

（四）网络建设的安全防护主要在互联网出口及数据中心区域。





（五）服务器系统中部署了2个刀片机箱，将数据库服务器部署到不同的物理机箱，将需

要部署集群功能的应用系统通过虚拟化软件划分到不同的物理机箱，保证系统核心真正实

现物理级别的冗余。

（六）虚拟化系统建设：本次系统建设将按照VMware建设思路进行虚拟化系统搭建，考

虑到关键业务，必须保证服务器安全及业务连续性，并在出现灾难及服务器故障时能快速

恢复，将部署VMware vSphere Enterprise增强版以实现HA，FA容错等高级功能。



服务器配置情况



（七）多业务应急系统建设：业务应急保障平台采用全新的实时虚拟化镜像技术，实现

一套服务器保障多达25台服务器。对服务器的系统、应用环境以及数据的整机一体化备

份，当保障服务器任意几台出现故障时，可以为用户提供与原机状态一模一样的虚拟机

，实现快速的业务应急接管，保障客户的业务连续性。



经费投入情况



PART
3

建设成果



2015年底新馆信息化一期建设完成，现运行中的服务器包含物理机17台，刀片服务

器两套（其中一套利用云计算管理平台，运行虚拟服务器24台）；磁盘阵列4套

（裸空间共计141T）。500兆光纤出口。全馆读者可用的计算机240台，

智能书架终端60台。二期预计服务器与存储数量至少增长一倍。



全馆240台电脑提供读者使用，特别设立舒适温馨的电子资源阅览室。



蓝光CD+独立功放+动圈耳机，音乐欣赏区。



3D影院提供影视欣赏区



专业的录音室和听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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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举措



云馆藏·长沙人“惠”读书
——改革供给精准定位的全民阅读推广创新案例





  新馆开放之初怎样做好宣传推广，让更多的市民了解图书馆，走进图书馆是筹备工作思考

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各地新建许多图书馆，考虑到城市规划等一系列问题，不少选址新城区，距离老城

区人口集中的区域有一定距离，随着城市规模发展越来越大，读者到馆来享受图书馆提供的各

种公共文化服务的时间成本、交通成本有所增加，便利性不够成为许多读者割爱图书馆的一大

难题。

     图书馆传统的文献采访通过借阅数据统计分析、读者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读者需求，由

于受到样本容量、统计偏差等条件限制，不可能完全符合读者阅读需要，由此造成图书借阅率

偏低，利用效率不高等。这些问题影响更多的读者利用图书馆提供的文献借阅服务满足自己的

阅读需求，困扰着图书馆效能的提升，也限制了图书馆在全民阅读推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全民阅读推广中图书馆提供的阅读服务在市民中的知晓率需要提升，读

者利用图书馆的便捷程度需要提升，文献资源和读者需求的适配程度需要提升。



买什么书
  读者说了算！



苏州图书馆推出“网上借阅、社区投递”服务      有的才能借
内蒙古图书馆的“彩云计划”   时间和空间限制，品种数量限制





“云馆藏”模式与以往不同的几大特点：
 3.1、合作方由实体书店变为网络书商，读者选择范围极大丰富。京东商城可以提供的图书商品种类基本
维持在100万种左右，图书馆允许读者选购的图书根据馆藏要求进行了价格、复本、类型等限定，任然达到
了58万种，基本涵盖了市面上可以采购到的图书种类，这是任何实体书店都不可能做到了，通过读者选购
弥补馆藏不足，最大限度满足读者需求方面做到了最优。
 3.2、全部流程线上完成，打破了时间空间限制，便利性极大提高。借助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移送终端的普
及，活动宣传报名注册下单全部只要一部手机即可，便捷高效。读者足不出户，天下好书尽可阅读。物流
非常给力，基本当天选书，次日到手，没有明显的之后，用户使用体验很好。
 3.3、受众范围覆盖全体市民，文化福利实现了普惠化。所有参与活动的市民只要凭。只要收货地址在长
沙6区3县范围内即可成功下单。政府为群众的阅读需求买单，真真实实让长沙的老百姓享受到了文化惠民
的福利。
 3.4、读者阅读需求充分满足，文献利用率100%。读者想看的图书只要有库存即可借阅，极大地激发了全
民阅读兴趣，将原来由于公共文化服务不到位而抑制的阅读需求极大地激发出来。选购的每一本图书都保
证有借阅记录，避免了浪费。
 3.5、过程透明可控，财政投入效益极大提升。通过API接口调用，所有图书库存数量、价格、物流状态等
信息与京东商城完全同步，图书优惠力度大。在图书馆开放的平台上，所有参与报名读者的状态、选购的
图书数量、品种、价格等信息实时更新，完全公开透明，便于监督。





凭借“总分馆”建设，我们做到了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难题。通过“云馆

藏”创新，图书借阅甚至突破了“最后一厘米”(直接送到手上)。通过改变现有公共图书

馆文献借阅的痛点，提升了阅读服务的质量，可以说是在图书馆服务供给侧的改革尝试。

选书权利交给读者，最大限度满足市民阅读需求，被杨志今副部长称赞：实现了“全民

阅读服务的精准定位”，图书馆的效益得到提升，全民阅读的潜能得到激发，不失为全

民阅读推广与“互联网+”融合的优秀案例。

借阅率
100%

节约
成本

提高
效率

惠民程度
100%



文
化
部
杨
志
今
副
部
长
为
活
动
点
赞







长沙图书馆共投入购书经费300万元，根

据统计结果，两次活动实际注册23421人，

其中新读者20216人，下单人数12309，实

际选购图书39982册，截至7月20日，归还

31557册。数百家省内外媒体报道报道或转

载，市民高度评价。



自
主
研
发
数
字
阅
读
终
端













智能书架终端 —— 带来图书借阅全新体验

















2014年6月，长沙图书馆创立了“新三角创客空间（Triangle Space）”，

打造了湖南省第一个公共图书馆为基地的非盈利性创意制作平台。目前，空

间配备有160平米的加工工作室，200多种工具设备供市民免费使用，常年开

展创客沙龙、创意公开课、创想大赛、创品展览等活动。现在已有1500多名

来自各行业领域的创客加入进来，长期为创客提供项目跟踪、文献咨询、阅

读推荐等专业信息服务，通过倡导阅读思考与动手实践相结合，以激发创造

活力为基本定位，以图书馆数字资源为依托，为创客进行研究创新、发明创

造提供必需的科技报告、产品样本数据、学术论文等，以帮助他们发展具有

竞争力的想法、创意和创新结果。









声音图书馆



        今年我们正式启动了“声音图书馆”项目，得到了广泛专注和支持。声音，是

比文字更丰富更细腻的载体。那些承载着情感和回忆的声音，将会慢慢的消逝在流

年里。当多少年后，人们想拾起关于“长沙”这座城市的记忆时，却要“众里寻他

千百度”！我们现在的工作旨在将那些，现今听起来有代表性的、有故事性的、亦

或是稀松平常的，一切有关“长沙”这座城市的声音，以一种“文献”的形式保存

下来，传播出去，传承下去。日复日，年复年，这些声音将变成历史文献里的一册

“典籍”！我们将这视为一段历史旅程的开始……

        在“声音图书馆”里，声音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我们目前主要囊括一下几大

主题：自然之声、城市之声、生活之声，具体的呈现形式有有声读物、音效库、声

音作品等。在将来，这些主题和内容还会不断充实和丰富！



专业的录音室和听音室



鼓励“用户产生内容”，传统采集方式是图书馆员自己建，自己推广，

项目创新了资源建设的方式，让用户参与建设，协同推广。







“星城科学讲堂视频资源

库”由科协提供师资和场地经

费，我馆承担宣传组织、师资

联络、视频拍摄等工作。先后

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

学院、省科协、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学术带头人、

高校院长等一批国内知名专家，

每年举办10场左右高质量的

讲座，为数字资源建设积累了

大量的优质素材。







PART
5

思考与探索



一、建设与推广           重建设轻推广，好东西养在深闺人未知。

二、资源与服务          从“有什么”到“要什么”

三、图书馆、数据商与读者            数字图书馆整个生态的协同创新，馆方的主导权和谈判能力

四、标准与规范         各数据库厂商各搞一套

五、合作与分工         区域图书馆协作

六、资金与人员         技术开发人才、经费投入



“网络书香·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宣传推广
  之活动宣传



“百万图书任您选”电子书挑选活动



网站论坛
在长沙市图书馆官
方网站开设”2013
年网络书香过大年”
专题页面。在读者
论坛发布的活动宣
传信息7条。

地方主媒
通过《中国文化报》
和长沙晚报、潇湘
晨报发布新闻8条。
湖南卫视对活动进
行专题采访，并在
联播中进行了报道。

特色宣传
在自助图书馆，市
民只需扫一扫，即
可登录参与活动。
通过流动图书车液
晶显示屏，循环播
放活动宣传视频。

知名门户
在门户网站（文化
部、国家公共文化
网、中国文明网、
人民网、新浪网等）
发布我馆活动新闻
25条。

移动媒介
和移动频道合作制
作宣传视频片，通
过公交车、的士的
移动电视，在公交
车上全天循环播放。

宣传推广
之媒体宣传



宣传推广
之媒体宣传



宣传推广
之媒体宣传 微信公众号宣传



阅读推广志愿者群体宣传



建议

    1、成立区域数字图书馆建设协调中心，协同开发、合作建库，统一标准、分布实施，要

突出特色、避免重复建设。由一个图书馆（本地区技术实力最强、资金最雄厚）牵头，整合全

省数字资源，建立数字图书馆信息中心，各个馆根据其优势负责某一类服务或特色数字资源建

设。财政只需对信息中心的存储系统及设备进行集中投入，不需要分散投入给各个图书馆，节

省了资金。同时，地区馆的人员要求也降低了，只需让信息中心的技术人员对资源进行加工和

维护，而地区馆的工作人员只要掌握计算机基本知识，提供部分终端给用户使用即可。

2、图书馆数字资源服务要进入有线电视等多媒体平台，扩大宣传效应。例如，在数字电视

平台上开通数字图书馆服务，全市有线电视用户可通过机顶盒点击收看，享受到图书馆所提供

的视频与图文等信息服务。



谢 谢 大 家
T H A N K S  F O R  Y O U R  A T T E N T I O N

码上扫一扫
关注长沙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