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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当前全球图书馆面临的挑战 

JALIS 

• 资源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10亿电子资源 Vs 100万纸本资源 

• 用户需求和使用行为的改变 

   --在线服务远超现场服务 

• 商业或非商业机构的竞争 

   --用户不再依赖图书馆 

• 图书馆人自身的不适应 

   --管理者转变为服务商 



   

 2012年5月，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在西
班牙巴塞罗那召开的会议上透露，通过对全球59个城
市图书馆的调查发现，图书馆对公众的吸引力下降了
。调查显示，相比2009年，2010年全球图书馆读者
的实际访问量下降了16.8%，网络虚拟访问量减少了
19.1%，而读者对图书馆的信息需求量则降低了
23%。 

 

数据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传统图书馆的读者群在逐渐
流失。要想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我们必须进行转型。
” 

 

背景——图书馆转型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数据爆炸”的时代，由于
数据的长期积累和存储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数据量
变得非常庞大，目前数百万乃至上千万条记录的数据
库已不罕见。随着Internet的迅速普及，使得人们
可以轻易获取大量的数据，但是要从数据中获取真正
能够转化为生产力的知识却仍非易事。 
    人们面对的问题不再是缺少数据，而是知识被数
据淹没了，即所谓“人们被数据淹没了，却饥饿于知
识”。面对这样的状况，仅靠传统的统计分析工具和
检索工具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一个新的研
究领域——知识发现（Knowledge Discovery）
应运而生。 

背景— 知识发现及在国内的大规模应用 
 



 

       “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蓝皮书： 

 
1、我国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6.18亿，互联网的普
及率达到了45.8%；新增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
比例为73.3%，总的手机上网用户规模达到5亿。 
2、全面进入微时代，微博、微信、微支付、微电
影。。。2013年出现了微时代景观。 
3、微信成为标志性特征。 
4、新闻客户端已成为公众新闻接触新的入口。 
5、社交媒体成为新的传播平台。 
6、大数据加速推进应用创新。 
7、4G应用。 
 
 

背景——新媒体移动化趋势明显 



 

       “智慧图书馆”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文献中可以
追溯到2003年，来自芬兰奥卢大学图书馆的艾托
拉就在人机交互移动设备国际研讨会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with Mobile 
Devices）上发表了题为《智慧图书馆：基于位置
感知的移动图书馆服务》论文成果，指出“智慧图
书馆”（Smart Library）是一个不受空间限制
且可被感知的移动图书馆。 

背景———智慧图书馆理论及其应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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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传统ILS：难以满足发展的需要 



   

就现阶段而言，图书馆转型应该包含如下一些要素： 

 

1、图书馆转型不仅仅是技术变革，亦是人文关怀  的
提升； 

 

2、图书馆转型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 

 

3、图书馆转型应该是图书馆各个要素的“全面升级”； 

 

4、图书馆的转型是一个质变的过程，而非量变过程。 

 

“图书馆转型” 
 



图书馆转型研究之近期动态 

 
2014年第80届国际图联大会(IFLA 

（2014年8月16日至22日，法国里昂会议中心） 

 

会议主题：  

  图书馆、公民、社会：为知识而汇合  

（将图书馆的转型、变革纳入全社会的范畴） 





图书馆转型研究之相关动态 



图书馆转型研究之重点内容 

 

1、图书馆服务将是图书馆转型研究的重中之重 

 

   从“书本位”到“人本位”理念的转变，体现了图书
馆的价值追求，图书馆转型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服务的变革与创新。因此，现阶段乃至未来很
长一段时间，图书馆转型将围绕图书馆服务的变革与
创新来展开。 

    

            

 



图书馆转型研究之重点内容 

2、各类型图书馆转型的具体探讨和实践经验推介 

   随着图书馆转型的不断深入，各类型图书馆的转型
实践也逐渐推演开来，专业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以
及高校图书馆的转型探讨被逐步细化，其中以高校
图书馆的转型研究和实践经验介绍居多。 

            

3、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图书馆等概念的渗透 

   随着图书馆转型研究的不断深入，时兴的大数据、
云计算、智慧地球等新概念必将为图书馆的转型研
究与实践带来新的活力。一些学者也正致力于将这
些新概念引入到转型研究中来，通过这些新信息技
术的推动，从技术层面来实现图书馆服务的转型与
创新。 



全球数字图书馆建设大事记 

1990年，日本国会图书馆启动关西数字图书馆计划； 

1993年，英国启动电子图书馆计划； 

1994年，美国启动了数字图书馆先导研究一期计划； 

2000年，法国启动“文化精品数字化”项目； 

2005年，欧盟启动欧洲数字图书馆计划；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开通世界数字图书馆网站； 

2010年，中日韩三国国家图书馆共同启动了亚洲数字图书馆计划。 

二、数字图书馆建设回顾与反思 



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特点 

•  重资源，轻系统 

•  重租用，轻典藏 

•  重建设，轻推广 

 

 

Q: 这种主导思想带来什么结果呢？ 



中国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投入 

中国本科院校数字图书馆投入粗略估算 

 

时间：1995-2014，20年     本科院校：755所 

                                             高职校：？ 

累计投入：约500亿 
 

 学校类型 数量 年度预算 数字资源预算
（占比50%） 

投资年 累计投入 
 

（单位：万） 

985 39 2500 1200 20 936000 

211 73（112-39） 1000 500 20 730000 

本科 643（755-
112） 

600 300 20 3858000 

总计 5524000 



今天 

20年后的今天， 

500亿投资之后， 

我们图书馆留下了什么？ 

•   感觉两手空空 

•   资源都是数据库商的 

•   停止付费后资源建设清零 



思考 

•  是否应自主加工积累资源？ 

•  是否应自主建设服务平台？ 

 



国外图书馆的尝试 

自主加工积累资源 

 2004: “谷歌图书项目”（Google Books Project） 

 2008: 美国中西部大学十所大学组成的CIC联盟和 

               加州大学宣布建立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 

 2008-2012: 更多大学图书馆加入。 

 HathiTrust目前已有的数字化图书达550多万种，    

     1050万册，  27万多种期刊。 



JALIS 



国外图书馆的尝试 

利用开源软件自建下一代服务平台 

Indiana University (Lead School) 

Duke University 

Lehigh University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University of London Library Systems 

Association (Bloomsbury) 

University of Marylan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Villanova University 

http://www.libraries.iub.edu/
http://library.duke.edu/
http://www.lehigh.edu/library/
http://www.lib.ncsu.edu/
http://www.lib.uchicago.edu/
http://www.blms.ac.uk/
http://www.blms.ac.uk/
http://www.lib.umd.edu/
http://www.library.upenn.edu/
http://www.library.villanova.edu//


国内图书馆界的尝试 

Q: 基于政府下拨经费支撑，模式是否可持续发展？ 

 

Q: JALIS能否采用中心引导、众筹建设模式？ 



三、JALIS数字图书馆联盟建设现状 

江苏省高等学校文献信息保障系统 

 

(JALIS)  



1、关于JALIS  

 ◆江苏省高等学校文献信息保障系统，简称JALIS， 

  （Jiangsu Academic Library &Information System

），现称为在“江苏省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 

 

◆1997年9月，原江苏省教委正式发文启动。 

 

◆JALIS是省教育厅领导下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2、JALIS的管理体系  

 ◆由省教育厅副厅长任组长，相关处、办领导和部

分高校主管校长组成的“JALIS项目建设领导小组

”，负责对项目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 

 

 ◆“JALIS项目建设管理中心”负责JALIS建设方案

的组织实施、管理协调与督促检查；完成JALIS领

导小组确定的各项任务。 



  

◆ JALIS管理中心设在南京大学图书馆，下设

JALIS管理中心办公室，作为常设的管理机构

，负责日常的管理与协调工作。下设三个地区

中心：中国矿业大学、苏州大学、扬州大学。 

◆ JALIS的1-3期建设： 

▼一期建设，1997-2001年度 

▼二期建设，2002-2006年度 

▼三期建设，2007-2011年度 

◆ JALIS新一期建设：2012年度—— 

 

 
 

3、JALIS 项目 



4、JALIS一期建设（1997-2001年度）（一） 

◆ JALIS一期的标志性成果：汇文系统的开发与
应用。 

 

      ▼在全国首次自主研发了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促进了省
内高校图书馆以现代化技术手段管理图书资源及工作业
务流程。 

 

     ▼汇文系统是图书馆自动化管理软件，集采访、编目、
流通、公共检索几大模块于一体。 

 



4、JALIS一期建设（1997-2001年度）（二） 

    在全国首次自主研发了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促进了省内高校图书馆以现
代技术手段管理图书资源及工作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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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图工委统一
采购，分步实施。

吉林省图工委推
广使用。

四川省多所高校
集团采购。

江西、山东省图工
委推广使用。

内蒙古多所高校
集团采购。

            在全国拥有600多家高校和公共图书馆用户 

◆汇文系统应用现状 



5、JALIS二期建设（2002-2006年度）（一） 

◆ JALIS二期的主要成果： 

 

         ▼区域流通管理系统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资源镜像站 

 

          其中，区域流通管理系统是二期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区域流通管理系统 

▼本省读者只要申请一张“Lib- 
PassPort通用借书证”,就可
以在全省任何一个高校图书
馆里查询并借阅他们所需的
文献。 

▼发放通用借书证4万7千余个。 

 

▼覆盖了全省近140个单位。 

 

▼是国内服务面最大的跨校纸本
图书借阅服务系统。 

 

▼借还服务量已突破24万册次。 

 

 

 

 

5、JALIS二期建设（2002-2006年度）（二） 



5、JALIS二期建设（2002-2006年度）（三）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主要为本校的读者提供
本馆缺藏的图书、期刊、论文等文献资料，是各高
校为校内读者利用外馆收藏资源的一种途径。 

 

  ◆ JALIS先后在四大中心所在的高校部署了服务站
点，以保障全省馆际互借与原文传递的服务资源。 

        ▼南京大学（JALIS管理中心） 

        ▼中国矿业大学（苏北地区文献中心） 

        ▼东南大学（工学文献中心）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文献中心） 

 

◆馆际互借、文献传递 



5、JALIS二期建设（2002-2006年度）（四） 

      2002年，南京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安装了CALIS提供
的“馆际互借管理系统”，将江苏省高等院校图书馆正式加
入到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的馆际互借、文献
传递网络中。 

.. .. .. .. .. 

.. .. .. .. 

CALIS全国中心 

东北地区中心 华东地区中心 华南地区中心 西北地区中心 

吉林大学 南京大学 上海交大 复旦大学 中山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馆际互借、文献传递 



南京镜像点，
苏州大学 

镇江镜像点,江

苏大学 

徐州镜像点，
江苏师大 

徐州镜像点，中
国矿业大学 

◆资源镜像站 

 

JALIS镜像点分布图 

为了加强全省高校教学科
研文献数据库建设，提高
全省的文献保障能力，
JALIS通过集团买断的方式
先后引进了《维普中文科
技期刊数据库》和《超星
数字图书馆》两大中文数
据库。 

 

南京镜像点、
南京大学 

5、JALIS二期建设（2002-2006年度）（五） 



6、JALIS三期建设（2007-2011年度）（一） 
 

◆ JALIS三期的主要成果有： 

 

     ▼一批体现江苏特色和高等教育特色的自建
数据库的建设与使用。 

 

     ▼区域性教学联合体的建设。 

 



6、JALIS三期建设（2007-2011年度）（二） 

▼“特色数据库”是JALIS三期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目前JALIS三期已经建成了17个具有江苏特色、行
业特色和高等教育特色的专题文献特色数据库。 

 

▼自建特色库的承建和参建高校图书馆达到30多个
，充分发挥了各个高校已有的教学资源优势，在
全省范围内形成了特色资源共享、优势资源互补
的良好局面，成为江苏省高校图书馆界的一大特
色。 

 

◆自建特色数据库 



6、JALIS三期建设（2007-2011年度）（三） 

张謇研究特色数据库—
南通大学图书馆承建 

中医药古籍文献数据库—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承建 汉画像石、砖数字资源库—

徐州师范大学图书馆承建 

历代人物图像数据库— 
   苏州大学承建 

特种经济动植物多媒体数据库— 
    南京农业大学承建 

◆
自
建
特
色
数
据
库 

 



6、JALIS三期建设（2007-2011年度）（四） 

 ▼ JALIS在全省13个地区建立了教学联合体文献
共享服务。区域性教学联合体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了
教育优质资源的共建共享，实行联合建设,资源共
享,享受权利,履行义务,达到共赢。 

     

▼教学联合体实现高校馆际互借工作，网上预约、
通借通还、送书到馆、资源共享等图书文献共享服
务。 
 

◆区域性教学联合体的建设 



6、JALIS三期建设（2007-2011年度）（五） 

南京城东地区教学联合体 

淮安地区教学联合体 

连云港地区教学联合体 

南京江宁地区教学联合体 

南通地区教学联合体 

苏州地区教学联合体 

无锡地区教学联合体 

南京仙林大学教学联合体 

徐州地区教学联合体 

盐城地区教学联合体 

杨泰地区教学联合体 

镇江地区教学联合体 

苏北地区教学联合体 

◆区域性教学联合体的建设 



7、JALIS的建设主要成果 

◆覆盖全省高等院校，惠及公共、军队、科学院系
统。受益人数超200万。 

 

◆服务规模、资源量、服务效益在国内具领先地位
。 

 

◆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省级高校图书馆合作体系。 

 

 

 



2013江苏省教育成果奖 

JALIS  



8、JALIS项目未来重点建设方向 

◆加大面向全省的数字资源服务力度。 

 

◆建立面向全省的云服务大平台。 

 

◆加强图书馆队伍与人才培训。 

 

◆做好JALIS三期项目的扩展建设。 

 

 

 



 

JALIS 

四、JALIS发展思考与展望 
 



1、重视核心系统转型 



传统ILS系统：纸质资源管理和服务 

编目 
采访 

期刊 

流通 

统计 

系统管理 

OPA
C 

应用服务 

传统 

ILS 

典藏 



传统的模式, 

图书馆要管理一切 

ILS时代 



Marshall Breeding 
 

2002年起，每年4月在《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 

发表年度“自动化市场”报告（Automation Marketplace） 

 

•  2010年首次介绍此类产品，当时并未冠名； 

 

•  2011年将此类产品命名为“新一代自动化”； 

 （New-generation automation） 

 

•  2012年首次采用“图书馆服务平台” 

 （Library services platforms） 

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由来 



More Cloud Style 

未来图书馆 

只需管理最重要的事 

LSP的发展目标 



国外LSP厂商 

平台 厂商 发布时间 

WorldShare OCLC 2011 

Sierra Innovative 2012 

Alma Exlibris 2012 

OLE Kuali 2013 

BlueCloud Sirsidynix 2014 

Intota Proquest 研发中 

Openskies VTLS 研发中 



Traditional 
ILS 

Library Services 
Platform 

用户设备 
User Devices 

Workstation-based 
Tablet and Mobile-
ready 

互操作 
Interoperability 

Protocols, file 
transfer 

APIs, web 
standards, real time 

可扩展性 
Extensibility 

Limited 
Optimized; 
developer support 
community 

元数据 
Metadata 

Record-based 
Data element based 
(SQL, linked data) 

部署 
Deployment 

Local or hosted  Cloud ready 

工作流 
Workflows 

Modular 
User-centric, 
integrated (e-
resources and print) 

ILS Vs LSP 



转型期需关注的主要问题——ILS 

• Ex Libris Alma 

10/20/2015 



国内图书馆已有引进LSP案例 

华中科技大学2014.8月 引入 Sierra 



思考 

在下一代服务平台热潮来临之际， 

 

我们图书馆人如何应对？ 

 

如何发挥图书馆联盟的作用？ 



读者现在如何获取图书馆的服务 

1. 进入图书馆 2. 登陆图书馆网站 3. 手机访问移动图书馆 

2、坚持服务创新 
 



图书馆面临的问题：重建设轻推广 

资源建设和创新服务， 

图书馆做了很多，但推广手段不足 ... 

经费 

教师 

学生 

校领导 



图书馆面临的问题：单功能设备越来越多 

•  馆藏目录查询机 

•  电子阅览室终端 

•  读报机 

•  电子书借阅终端 

•  座位预约机 

•  .... 



金融、电信等行业， 

多点部署24小时自助服务终端， 

帮助人们方便获取服务。 

 
 

学习其它行业用户服务经验 



服务项目 服务类型 南京大学 

创新实践 

本校文库 机构成果库 Paper+ 

数字资源一体化生产
发布系统 

资源电子化 Digital+ 

科学数据云 云服务 DataCloud+ 

2014年尝试推出的创新服务实践 



3、着重馆员能力的提升 

 

国外图书馆的岗位需求： 

 

数据研究 

用户体验管理人员 

人文科学资源收集人员 

教学技术专家 

公共关系管理人员（网站、微博、微信等） 

知识产权管理人员 

 



创新服务系统中馆员的角色 

 

系统前期调查比较？买手？ 

    （以发现系统为例） 

 

我们有一个系统、资源管理的团队吗？ 

 

把系统、资源的完善，希望于商家现实吗？ 

 

越来越多的图书馆服务系统，图书馆员能管
理吗？ 

 

 



面对系统与资源的融合，我们更希望做什么？ 
 

 

服务系统是一个人机系统，不仅仅是商业系
统与读者的系统，更是馆员的系统。 

 

创新实践是热点概念的炒作吗？ 

 

我们是单兵作战，还是团队协作？ 

 



4、图书馆流程重组与革新 

 

1、整个图书馆的设置要随着观念的转变而调整 

    过去只是强调阅读服务，整个图书馆的设置都是按照书的
流程来设置的。现在强调知识交流活动，需要按照知识流重
新设计布局图书馆。 

 

2、一站式工作流程 

    原来图书馆的工作流程要涉及到很多部门，像采编部、阅
览部及书库等等，现在强调知识更加专业化，涉及到很多部
门的流程需通过一站式实现。 

 

3、图书馆需改变软环境，提供环境让更多读者能够方便地进
行知识和信息的交流，图书馆应该是由读者和馆员共同构建
的一个动态知识库。 

10/20/2015 



5、区域数字图书馆联盟建设展望 

JALIS  



JALIS的应对：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构建JALIS云平台 

一期 二期 三期 四期：2014-- 

建设设想 



JALIS云服务平台解决什么问题 

JALIS Cloud Library 

• 纸本、数字资源的统一管理、揭示、共享 

• 用户服务功能深度改进 

• 数字资源和资产的管理 

• 投资回报分析和统计  



资源云 

JALIS  



云计算体系架构 



云计算管理平台 

将数据中心的服务器、存储、网络等资源通过虚拟化、 

云化的技术手段汇集成高效、按需分配、弹性扩展的资源池， 

以服务的形式提供计算 



物理拓扑图 



应用系统架构 



平台构建模式和服务对象 

构建模式： 
  

• JALIS 统一建设 
 

• 各馆无需投资软硬件 
 

 

服务对象： 
 

• 本科院校48所 
 

• 专科院校82所 
 

• 独立学院25所 
 

• 民办高校24所 



平台的核心：底层数据中心 

APIs 

外部网络应用 JALIS平台应用 

APIs 



云服务：设施、平台、应用 



服务云：资源管理云服务 

JALIS  

1 2 3 4 



服务云：学科服务云 

JALIS 江苏省高校图工委 

 
 

75 

 
 
 
 
 
 
 
 
 

 
 
 
 

数据 

中心

平台 

科研人员服务平台 学科馆员服务平台 

 
 
 
 
 
 
 
 
 

  馆员服务 

• 科技查新 

• 查收查引 

• 馆际互借 

• 原文传递 

• 统计分析 

数据交互及应用中间件 



服务云：移动门户 

JALIS  



江苏省高校图书馆 云服务平台 



Smart  Library   
Next Generation Library Servic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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