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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津图书馆简介



天津图书馆是中国创建较

早、历史悠久的省级公共图书

馆之一。发展至今，由一个主

馆和二个分馆组成，分别为文

化中心馆、复康路馆和海河教

育园馆。馆舍总面积12万平方

米，三馆设计容量1100万册，

是目前全国面积最大的省级公

共图书馆。





文化中心馆于2012年5月19日正式对外开放，

新馆各项设施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馆名 级别 实施
年份

备注 馆名 级别 实施
年份

备注

天津图书馆 省 级 2011 第一批 天津市南开区图书馆 地市级 2013 第三批

泰达图书馆档案馆 地市级 2011 第一批 滨海新区大港图书馆 地市级 2013 第三批

天津市和平区图书馆 地市级 2011 第一批 滨海新区塘沽图书馆 地市级 2013 第三批

天津市武清区图书馆 地市级 2012 第二批 天津市津南区图书馆 地市级 2013 第三批

天津市西青区图书馆 地市级 2012 第二批 滨海新区汉沽图书馆 地市级 2013 第三批

天津市东丽区图书馆 地市级 2012 第二批 天津市宝坻区图书馆 地市级 2013 第三批

天津市北辰区图书馆 地市级 2012 第二批 天津市红桥区图书馆 地市级 2013 第三批

天津市河东区图书馆 地市级 2013 第三批 天津市蓟州区图书馆 地市级 2013 第三批

天津市河北区图书馆 地市级 2013 第三批 天津市静海区图书馆 地市级 2013 第三批

天津市河西区图书馆 地市级 2013 第三批 天津市宁河区图书馆 地市级 2013 第三批

天津市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成员馆一览表



二、天津市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概况



二、天津市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概况







省级馆

 明确主管领导：馆长负责，一位副馆长专项负责

 明确责任部门：明确项目对接人



数字资源建设部（推广工程天津分中心办公室）：



数字资源建设部：联络汇总、培训组织、资源联建



 信息服务部

政府信息公开

 技术部

基础设备和网络保障



区县馆：

 明确各馆馆长领导全面负责此项工作

明确联系方式

 有专门副馆长负责具体落实此项工作

明确联系方式

 有专门责任人负责与天津馆对接

包括信息报送、活动组织、资源建设、培训推广，

并明确联系方式。



 QQ群：要求收到后回复。

 微信群：要求收到后回复。

 邮件群发推送：各区县馆也设立了指定的上报文件
电子邮箱。

 信息汇总：专设天津市推广工程报送邮箱。
tjtggc@163.com

 电话确认：馆长、副馆长、责任人的固话、手机、
微信



 QQ群、微信群：要求收到后回复。



 信息汇总：专设天津市推广工程报送邮箱。
tjtggc@163.com

mailto:tjtggc@163.com


 下发文件：

 主任：收到国家中心文件后马上请示相关领导，有
配套批文

 省级联络人：24小时之内将国图的相关文件转发到
天津推广工程联系有关平台：QQ、微信、邮件、
电话

 文件回收

 区县联系人接受并报送馆领导

 给各区县充分时间用于报送，一般截至国家中心要
求提交的前一天或半天时间



 将报送文件分年份、分阶段、分项目进行汇总整理。



 QQ群：文件共享

 微信

 微博

 手机APP

 培训：在线（国图、天津地区）、面对面

 推广：讲座、展览



 QQ群：文件共享



 微信群：建立天津图书馆专群



 微信群：建立天图数字图书馆服务群



 微博

随时关注

天津各种

文化动态

以及数字

图书馆的

发展趋势。



手机APP





各区县馆长培训（天津地区）



资源建设业务培训（天津地区）



资源申报动员培训（天津地区）



全体成员馆集中培训（天津地区）



各成员馆培训人员（天津地区）





2016年数字图书馆业务技能竞赛培训（天津地区）



2016年上半年讲座、展览、活动统计
讲座：海津讲坛28讲，10450人次；

音乐大讲堂20讲，1800人次；

讲座共计：48讲，12250人次。

展览：宣传辅导部美术展览19次，281000人次；

典阅部书展3次，5000人次；

展览共计：22次，286000人次。

活动：海津讲坛下基层系列17次，1325人次；

天图悦读会系列活动10次，510人次；

其他活动85次，1262人次；

活动共计112次，3097人次。

合计：182次，301347人次





 五大要素：硬 件
软 件
资 源
整合服务和培训推广
专业梯队



（1）基础硬件设备

包括服务器、存储、网络设备、安全设备、计算机及机房

配套设备等。

安全设备（WEB专用防火墙、网站防篡改、入侵防护、终

端安全登录审计、可信运维管理、数据库审计）



（2）专用设备

包括各种扫描仪：A3无边距（虹光）、大幅面非接触式
扫描仪（配套支架）

单反相机：佳能、尼康（广角头、长焦头、定焦头）、
电池、充电器、存储卡、读卡器、三脚架、
相机包、UV镜

广播级高清摄像机（广播级、业务级、家用级） ：

索尼、松下（广角头、长焦头）电池、充电器、

存储卡、读卡器、三脚架、 摄像机包、UV镜

视频编辑机（非编机）：大洋、上洋、雷特EDIUS NX高标清
非编机，支持高清甚至4K

翻拍架：德国（冷光源）

图形工作站：配专用显卡



（1）平台软件

包括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通用平台：

数据库软件：SqlServer2016、Oracle  

操作系统软件：Windows Server 2012、LINUX 



（2）专用软件

包括图形处理软件：美图秀秀、adobe Photoshop

视频处理软件：会声会影、adobe Premiere、大洋、

EDIUS

视频转码软件：格式工厂、康能普视Canopus ProCoder

文字识别软件：汉王、尚书

扫描处理软件：图片扫描拼接软件
(ArcSoft Scan-n-Stitch Deluxe )、

明基（拼接精灵）



（1）外购资源

包括电子书、刊、报纸，视频专题库、学术专题库、讲座
专题库、音乐专题库、教育专题库、儿童专题库等各类资源。



（2）国家中心、省级中心下发或通过专网共享资源

推广工程国家中心：http://www.ndlib.cn/

推广工程资源库群：http://www.ndlib.cn/tggczy/

（推广工程专用网络）

http://www.ndlib.cn/
http://www.ndlib.cn/tggczy/


（3）自建资源

包括结合馆藏和本地区文化资源特色，建立突出宣传本地
文化的特色资源库。



（1）网络和新媒体服务

网站、微博、微信、手机APP、数字电视
（2）实体阵地服务

专题展览、线下活动、专题读者培训

（3）服务保障

要在充分的软件、硬件和资源的基础上，对社会公众推出各类型

的服务，从互联网、数字电视、移动网络、传统阵地等方面，推出包

括网站、数字电视、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展览、竞赛等各种形

式的数字化服务，既要有相应制度和考核机制做保证，也要从经费和

资金上提供一定的保障。



（1）专业的人员

要挑选既熟悉图书馆业务又熟悉数字图书馆建设的专业
人员从事此项工作，要形成老、中、青的年龄层次结构，保
证专业人员的合理分布和可持续发展。
（2）持续不断的培训

要对从事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的人员进行培训，让他
们熟悉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便不断跟上数字图书馆发展
的步伐。



 1、没有专职负责人员，工作效率会受部分影响。
省级、区县人员都是兼职多项，无法做到统一兼顾。

 2、如何保障多项工作标准的统一，切实促进数字
图书馆建设。

 共享工程标准、推广工程标准、电子阅览室建设标
准、文化部评估标准、天津市基本文化服务公共标
准。



1、适当增设地方资源建设的征集费用。

2、在专项经费的使用上，是否可以在下发文件

中加以附加说明，除完成要求的工作任务外，

如有结余可用于各单位数字资源建设投入上，

为各馆的经费使用提供更加有力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