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图书馆

整合数字资源

提升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服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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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统筹规划 推进资源建设



一、确定建设思路和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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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舞九歌

楚地拾遗

红色记忆

江汉风情

荆楚揽胜

知识讲座

确定六大主题



二、打造先进的软硬件平台

2015

2012
打造全国领先的公
共图书馆云平台

2011

我们始终坚持技术先行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省共
享的数字图书馆云平台和数字资源服务平台，为
地方资源建设项目提供强有力的软硬件平台和技
术保障。

建设功能强大的数
字图书馆门户网站

构建不断完善的新
媒体移动服务平台



（1）打造全国领先的公共图书馆云平台
投入4000余万元，527平方米A级标准中心机房，以万兆链路为主干的数据中心，2台高端小型机、44
台服务器、1000TB存储系统。

湖北省图书馆机房云中心 80台机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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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构建不断完善的新媒体移动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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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了腾讯微博、微信、馆馆通、超星移动图书馆等服务项目，读者可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便携式终端，
登录访问移动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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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功能强大的数字图书馆门户网站
湖北省图书馆数字图书馆门户，采用了先进的应用服务集群框架，运用Web2.0和Portal技术，集读者
管理、统一身份认证、单点登录、检索和资源调度、数字资源管理、音视频资料管理等功能于一体。



通过集成业务自动化、办公自动化、工作流、资产管理、
统一支付等系统，门户网站引入电子商务服务理念，使用
社区、论坛、主题、标签等网站交互技术，将资源检索、
资源导航、虚拟参考咨询、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等应用集
成在门户上。



PART 2 创新机制 综合建设渠道



一、发挥省馆资源建设龙头作用
湖北省图书馆完成自建专题资源库已完成并在湖北省图书馆网站上发布的有56个，自建资

源15TB。
新馆建设以来，省图书馆投入数字资源采购经费2850万元，外购电子图书、期刊、视频等

数据资源库49个，数字资源量约580TB。
可提供服务数字资源总量约595TB。逐步形成分级分布式数字资源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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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荆楚民俗、荆楚揽胜等。“宜昌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库”、“三峡文化讲坛视频库”、
襄阳市的“汉江讲坛资源库”、十堰市的“武当山文化数据库”、黄冈市的“红色文化专题资
源库” 、问道武当、湖北获奖少儿文艺作品、汉剧、梁山调、黄石矿冶工业遗产等.



目前，全省各级图书馆自建数据库70余个，总量达65TB。省图书馆建成并发布的资源库包括：湖北地方戏、
荆楚民俗、荆楚揽胜等专题。





宜昌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撒叶儿嗬



十堰市馆自建“武当山文化数据库”



黄冈市馆自建“红色文化专题资源库”



二、联合各级基层图书馆进行资源申报

湖北省图书馆根据资源建设总体框架，联合省内有特色地方资源的

地市级公共图书馆或其他单位进行联合申报。所申报的项目由省馆根据

申报内容组织专家进行前期审核、并签署意见，经省文化厅批准后，向

国家图书馆申报。

2015年联合武汉、宜昌、恩施州等10家图书馆共同申报地方文献数

字化项目220000页、政府公开信息100000条、与宜昌、十堰馆共同申报

图书馆公开课500讲。



三、联合文化单位进行资源建设

鼓励文化厅直系统内部联合开展数字资源建设，如省图书馆与省非遗保护中心联合
开展“湖北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库建设、与湖北艺术研究所联合开展“湖北地方
戏”资源库建设等。



PART 3 突出特色 彰显建设成果



一、数字推广工程资源联建

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地方资源数字化、唯一标识符、元数据仓储、公开课等

资源建设项目。截止2014年，我馆完成了20000条自建资源元数据仓储，36000条

政府公开信息采集，地方文献数字化10000页，网事典藏100个。

2015年，我馆完成元数据仓储建设10000条，唯一标识符10000条，网事典藏

200个；完成地方文献数字化项目20000页,政府公开信息10000条，图书馆公开课

200讲。

2016年，我馆申报网事典藏200个，政府公开信息10000条，图书馆公开课

200讲。



二、多媒体资源库

随着数字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展现，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再

现,以一种直观的方式向大众展示。湖北省图书馆多媒体资源库目前包括：

1、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资源库。收录了15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国家级项目

48项，国家级扩展项目10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资源数据库视频约104GB，

图片约1170MB。通过音频、视频、文字、图片等形式，展示了湖北省长江三峡号子、

伍家沟民间故事、宜昌丝竹、武当武术、汉绣、端午节、鼓盆歌、炎帝神农传说等极

具荆楚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湖北戏曲
多媒体资源库

资源类型：文字、图片

以自主建设为主，征集
为辅；45小时的音、视

频以征集形式为主，以
购买方式为辅。

内容框架：戏曲溯源、经
典剧目、戏曲音乐、戏曲
名家、演出场所、演出习
俗、舞台美术、研究文献、
相关视频等。

2、湖北地方戏曲多媒体资源库。湖北素有戏剧大省之称，全省有20多个戏曲剧种，400年来，通过
历代艺人们悉心创造，努力演出，湖北地方戏曲遍及荆楚大地，成为绚丽多彩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湖北地方戏曲多媒体资源库已建设完成汉剧、梁山调二个专题库。楚剧、南剧专题库正
在建设中，京剧、花鼓戏、黄梅戏专题库已列入建设计划。



数据：1500条

文字：600万

图片：2562幅

视频：2580分钟

音频：600分钟

数据：38条
文字：27万
图片：50幅
视频：85分钟

湖北戏曲多媒体资源库建设成果

汉剧 梁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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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武当多媒体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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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图文并茂

服务方式多样

六大主题栏目

武当建设

武当武术

武当民俗

道教文化

历史文献

文学作品
分期分批建设

建筑规模

武术流派

民俗文化

音乐科仪

书法美术

图片资源移动终端展示

视频资源触屏设备展示

3、武当文化，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中少见的作品，它不仅具有宫廷或民间鲜明的文化特点和风格，更揉
合了已臻成熟的中国传统思想和宗教信仰，将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以各种形式进行展现，并贯穿于整个
文化面貌之中，成为中华文化的又一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问道武当多媒体资源库是湖北省馆与十堰
市支中心、武当山管理处等单位合作，搜集、整理，将武当山的历史、道教、建筑、武术、音乐、民
俗等作为文化现象来研究，分三期建设的地方资源库项目。共录入1837条数据、4165张图片、1080分
钟视频。



3、湖北红色文化多媒体数据库。它包含着见证湖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址、遗物等物质文化和在这一革命过程
中孕育出来的具有湖北特色的革命历史、革命精神、革命文艺等非物质文化两方面。湖北红色历史文化多媒体数
据库包含革命史实、红色名人、纪念场馆、历史图片、革命文献、文艺作品6个二级栏目，共录入1244条数据，
包含5294张图片，806分钟视频。



除此之外，湖北省馆还建设完成了荆楚民俗、荆楚揽胜、第八届中国艺术节、辛亥革命、湖北
名小吃、湖北三国文化等内容丰富的地方特色多媒体资源库。在多媒体资源库里，除了文字、图片、
视频的内容，还配置了功能强大的全文检索系统，可单库检索也可跨库调用。



三、视频专题片
从2009年以来，我馆拍摄了《荆楚名胜》系列专题片，内容包括湖北楚文化、山水文化，湖北三国文化、宗

教文化等80余部。为更好的保存、传阅以及展示我馆资源建设的成果，拟以DVD光碟的形式出版楚文化、三国拾

遗、水光山色、名人故里等4个系列的《荆楚名胜》专题片62 集。



1、楚文化专题片12集：湖北是楚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心地区，楚文化的遗址、遗迹遍布荆楚大地，荆州市是

楚文化最为集中的区域，在襄阳 ，随州宜昌秭归等地也有部分楚文化遗址。



2、三国拾遗专题片7集：湖北三国文化遗迹在省内有近两百，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中赤壁之战与猇亭之战发生

在今咸宁赤壁和宜昌，襄阳的古隆中、当阳长坂坡等各处都留下了三国时期的印迹。



3、水光山色专题片20集：湖北属云梦古泽，河流万条，湖泊千个，长江汉水横贯其中。名山众多，景点分
布相对集中，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互相交融。黄鹤楼，为古代江南三大名楼之一；东湖风景区，秀丽多姿；神农
架，是天然动植物园、物种基因库；清江全长800公里，两岸青山绵亘，林木茂盛，土家族世代居住在这里，有
着浓郁的土家民俗风情。



4、名人故里专题片23集：湖北人杰地灵，人才辈出，自古至今涌现各类型知名人物。如：民族始祖炎帝、

诗人屈原、美人王昭君、能人诸葛亮、文人如米芾、伟人董必武、李先念等等。名人故里专题片，寻找湖北名人

的足迹，再现湖北名人的故事，以期给后人以教育、熏陶和启迪。



四、数字资源特色应用

“楚天智海”学习中心整合商业数据库、自建特色资源库和网络资源34.5TB。该中心

以知识管理技术为依托，汇集电子书刊、学术视频、各类学习课程、考试和培训数据库

等海量的数字资源，以在线学习、进度管理、内容监控、个性化定制和在线咨询等多样

化的形式，，吸引了大批读者关注。

“长江讲坛”移动微门户是我馆的移动视频服务品牌。自2013年3月1日开办以来，我

馆已举办讲座近300场，余秋雨、阎崇年、周国平等名家都曾做客讲坛，现场听众达10万

余人。通过网络视频、数字电视、移动视频等形式观看的受众达156万余人次，读者反应

热烈，宣传效果堪称火爆。



“楚天智海”网上学习中心

用服务品牌宣传推广数图
打造数图服务品宣传亮点



“长江讲坛”移动微门户服务平台

用服务品牌宣传推广数图



五、移动服务资源库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半数以上的网络媒体时间都是花在智能手机和

平板上，还有很多用户只用移动设备访问网络，移动设备已经成为首要上网

设备。湖北省馆正在筹备定制开发地方特色资源库的APP客户端，将已完成

的PC端发布成果转化成适合移动媒体阅读的形式。

拟根据资源建设总体框架，每月确定一个主题，从已完成的资源库中精

选30条与主题相关的知识点，通过APP客户端，以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

每天向关注用户推送1条资源内容，同时将资源库的APP客户端集成到湖北省

图书馆的APP客户端中，向读者集中展示湖北省图书馆的所有移动阅读服务。



PART 4 打造品牌 深化资源服务



数字图书馆
服务专区

“网络书香”
系列活动

长江读书节阅
读推广品牌

“童之趣”
少儿数字图
书馆网站

04

02

05

01 03

不断培育服务品牌

全省公共数
字文化惠民
活动月



一、数字图书馆服务专区





二、全省公共数字文化惠民活动月



惠民月现场会



本馆活动

拓展服务宣传方式



相关活动

拓展服务宣传方式





长江讲坛讲座转播

远程视频会议

远程视频培训

视
频
点
播

主会场

湖北省数字图书馆网络视频会议系统



拓展服务宣传方式

基层数字文化惠民活动



三、“童之趣”少儿数字图书馆网站

网站资源总量达32.7TB，

其中视频资源680G、音频25T、
有声读物6.8T、课程5424部。



四、长江读书节阅读推广品牌
“长江读书节”是“书香荆楚·文化湖北”一个新的阅读推广品牌。首届“长江读书节”联合全省百家公共图书馆，展
开百场讲座聆听“思想盛宴”、百场展览“图书阅读”、百辆汽车图书馆“文化扶贫”、百万少儿乐享“童趣书香”、
百万民众畅游“无障阅读”、百万网民助推“数字阅读”等“六百”系列活动。



五、“网络书香”系列活动
累计参与人数逾3600人，网页点击量1.5万人次，宣传报道30篇。



PART 5 完善机制 宣传资源项目



一、建立全省宣传员工作制度

我省借助中部崛起战略支点建设部署和已有工作基础，已初步建成覆

盖全省110家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和2078个乡镇、街道、社区公共电子阅

览室的数字图书馆五级服务体系，为地方资源项目的宣传工作提供了坚实

基础。建立全省的宣传员工作制度，指定各馆专人负责宣传工作，及时收

集、整理、报送共享工程建设的进展、成果、思路、经验、先进事迹以及

基层读者对数字资源的需求、体验、感受、建议等，编发新闻专稿，为共

享工程地方资源建设宣传挖掘创新点和亮点。同时，加强宣传员之间的沟

通和交流，并对优秀宣传员给予一定奖励。



二、成立宣传策划专业部门

省馆内成立专门宣传策划部门负责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宣传工作，

针对重点活动，积极展开媒体合作，打通宣传渠道，进行全方位报道，不

断加大宣传力度，提升社会影响力。我馆借与湖北电视台、湖北日报、楚

天都市报等媒体深入合作的契机，展示我馆地方资源项目相关服务，进行

持续性宣传，包括湖北数字图书馆服务区、“长江讲坛”移动微门户服务

平台等。同时，策划了各类型活动，包括公共数字文化惠民月、网络书香

世界读书日等，寻求与媒体更广阔的合作空间，提升湖北数字图书馆在读

者中的良好口碑及形象。



三、广泛进行媒体宣传报道

在国家图书馆的指导下，我馆并带动全省宣传报道300余篇，数字图书

馆相关宣传报道近百篇，信息曝光次数3000余次。制作湖北省数字图书馆

推广工程建设宣传片一部，其中湖北省馆数字图书馆相关宣传报道60篇。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相关宣传报道22篇。2015年5月，中国文化报上刊登了

介绍湖北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成果的专栏文章《让荆楚文化“活起来”—

—湖北省文化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成果显著》。2016年1月，中国文化报再

次刊登专栏文章《让图书馆服务数字化》，介绍了湖北省图书馆第二届公

共数字文化惠民月活动。



2013年-2015年，参加数图推广工程组织培训19次，人数约3600人；2014年-
2015年，参加国图培训20人次； 参加共享工程国家中心组织的各类网络培
训51次，人数约30000人；省分中心组织培训12次，约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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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6 分析问题 谋求共同发展



一、地市级馆独立完成项目有困难

为争取国家经费支持，地市级图书馆每年也积极参与资源申报，以和

省馆联合建设的方式申报当地的特色资源库建设。项目申报下来后，经费

下拨到地市级馆，但地市级馆缺乏相关人才，没有能力将资源整合加工，

按标准进行数字化入库，不能形成完整的多媒体资源库，申报下来的项目

迟迟不能完成。



二、项目经费使用方式不灵活

中央下拨经费的使用必须走政府采购流程，在资源征集方面造成很多

不便。先行批量下拨到各地区图书馆的资源征集费用，不能按期收到相应

资源。有些资源可以组织本馆人员自行以拍摄等方式收集，但因没有经费

支持而不能成行。

很多以前自建的数据库，现在全部招标成外包的形式，图书馆工作人

员的参与度越来越少，不能培养自己的专业技术人员。服务推广费用也因

为这个问题不能灵活使用，导致服务推广活动开展起来有些困难。



虽然在地方资源的建设过程中存在困难，但我们坚信，在国家图书馆

的正确指导下，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面对困难群策群力，一定能克

服困难找到解决办法，提升湖北地方资源建设项目的质量。在资源建设的

内容上要做到贴近百姓、贴近生活，形式上要适合老百姓、迎合时代发展，

制作出老百姓真正喜欢的地方资源产品。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