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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春华秋实，北京师范大

学图书馆历经百余年沧桑，从

1902 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图书

室逐步发展成为目前有一个总

馆、2 个分馆、8 个学科资料室，

馆舍面积 3.6 万平方米的颇具

现代气息的图书馆。108 名馆

员在文献建设部、信息服务部、

文献借阅部、古籍与特藏部、

系统技术部、特色资源建设中

心等八个部门勉力工作，精心

服务，为读者搭建最便捷的信

息桥梁。

2016年，图书馆上下同心，

完成了新一轮的全员聘任，以

部门调整之机，进一步整合信

息服务的内容，突出了特色资

源建设工作，优化馆员知识能

力和岗位匹配度，凝心聚力，

为图书馆未来五年发展打下良

好基础。这一年中，我馆以文

献资源采访和加工组织为主要

内容的文献采访工作为基础，

重点加强中小学教材等特色馆

藏建设，古籍修复基地建设取

得了实质性进展；坚持读者为

本，大力调整馆藏布局，重新

开放主馆南区，学科服务二期

试点工作顺利完成，借阅、咨

询、查新、文献传递也都有条

不紊地进行，对学校学科建设

与教学科研提供了有力支撑；

进一步梳理和健全了规章制

度，完成机房改造和服务器存

储设备建设项目，完善了设备

管理和安全管理，为图书馆正

常运转和提升服务质量保驾护

航；推进全国师范院校图书馆

联盟等本馆主导业界工作，加

强与校内外、业界的沟通、交

流与合作，增强校内外传统媒

体和新媒体的宣传，图书馆在

业界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提

升。

2017 年是图书馆十三五规

划全面实施的重要一年，全体

图书馆同仁将弘扬“存古开新，

修己惠人”的办馆精神，坚持

“秉承传统，强化特色，拓展

服务，臻于至善”的办馆理念，

遵循“以资源为基础，以服务

为生命，以读者为根本，以技

术为支撑，以制度为保障”的

发展思路，继续拓展智能化数

字图书馆功能、深化馆藏特色

资源建设、开展多维度和深层

次的用户服务，为我校学科建

设、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提供

有力的文献与信息支撑。

卷
首
语



目  录

师图足记………………………………………………………………3

亮点跟踪………………………………………………………………5

我馆部门调整与岗位聘任工作顺利完成  ……………………………5

学科服务二期试点亮点频出  ……………………………………… 6

我馆正式签约购买下一代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 Alma    ………………7

我馆主馆南区完成馆藏布局调整重新对外开放    …………………… 8

国有固定资产清查完成 ……………………………………………8

第二届全国高校图书馆服务案例创新大赛暨研讨会在我馆召开 ……  9

数说发展 ……………………………………………………………10



1

2016 度纵览年

1 月 5 日，我馆《教育信息摘编》与教育学部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究院的《世界教育新闻》正式合刊，更名为《世
界教育动态》对外发布第一期。

3 月 21 日，根据学校工作安排，我馆关闭物理学资料室。

3 月 22 日，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先生及作家协会创作
联络部、作家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向我馆捐赠《中国少数
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粹》等 200 余册图书。

3 月 25 日，我馆第一届职代会第三次会议召开。

4 月 7 日，我馆中外文图书采访正式启动图书采访批拟
订系统（APSM）。

4 月 8 日，我馆举办“练就扎实技能 争做‘四有’馆员”馆员
岗位技能竞赛。

·师图足迹

4 月 18 日，我馆正式开通 OCLC WorldShare 国际馆际
互借服务。

4 月 20 日，我馆正式发布《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十三五”
发展规划》。

4 月 20 日 -4 月 21 日，我馆与 BALIS 培训中心联合举办“北
京地区高校图书馆‘非图情学科背景馆员图情专业知识提
升研讨班’”。

4 月 22 日，我馆与校党委宣传部、文学院联合举办“品
味经典，沐浴书香——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 400
周年”世界读书日活动。

4 月，我馆完成内地版中外文报刊、中外文纸质图书的
招标工作。

5 月 9 日，我馆启动国有资产清查工作，并于 6 月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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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我校党委书记刘川生到馆
调研。

5 月，数学资料室、学位论文区和报刊
阅览室在主馆南区三层重新开馆。

6 月 6 日，我馆启动 2016“致那些书香
为伴的 BNU 年华”的系列毕业季活动，
增加了“校友服务”、“图书馆记忆”等特
色活动。

6 月 14 日，我馆与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6 月 24 日，我馆与上海阿法迪智能标
签系统技术有限公司联合成立研发中
心。

7 月 16 日，工具书阅览区在主馆南区三
层重新开馆。

7 月 22 日，图书馆分党委完成换届选
举工作。

9 月 5 日，我馆全面更新选座系统，新
系统开始试运行，经过一个月的试用，
10 月 8 日起正式运行。

10 月 8 日，我馆启动 2016 年部门调整
与岗位聘用工作。

11 月 3 日，受 Balis 管理中心的委托，
我馆代表 Balis 培训中心与美国华人图
书馆员协会签署学术交流合作协议。

11 月 3-4 日，第二届全国高校图书馆服
务案例创新大赛暨研讨会在我馆举行。 

11 月 7 日 -11 日，我馆首次自行组织馆
员赴新加坡图书馆调研。

11 月 18 日，我馆机房改造建设项目竣
工并通过验收。

11 月 24 日，我馆正式与艾利贝斯公司
签约引入下一代图书馆系统 Alma。

12 月 2 日，我馆文史和化学学科服务平
台上线。

12 月 12 日，我馆总借还处与总咨询处
合并，文献借阅部负责到馆咨询和电话
咨询业务及相应统计与分析工作。

12 月 12 日，我馆扩大外包业务。在主
馆四、五、八层，主馆南区报刊及工具
书阅览区服务外包的基础上，进一步扩
展至主馆六、七层库本阅览室和教育学
分馆值班咨询业务。

12 月 14 日，我馆作为北京高教学会图
书馆工作研究会编目专业委员会主任
馆，主办“关联数据及其在文献组织中
的应用”学术报告会。

12 月 23 日，我馆与海南师范大学图书
馆签订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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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 8 日 至 12 月 12 日， 我

馆以“稳步推进、适度前瞻、突出重点、

夯实特色”为原则，进一步理顺业务流程

和工作机构，完成新一轮部门调整和岗位

聘任工作。

本次岗位聘任工作进行了大量的前

期准备，自 2016 年 3 月起，张奇伟馆长、

李晓娟书记开始分别与副馆长、各部门主

任约谈，征集意见，明确部门调整思路。

期间，多次召开专题馆务会，并与各部门

主任反复讨论修改方案，最终于 2016 年

9 月下旬确定了本次部门调整与岗位聘任

工作的实施方案和一系列聘任文件，之后，

在全馆范围内多方征集意见，并提交职代

会讨论。10 月 8 日正式启动新一轮岗位聘

任工作。在 10 月 8 日至 11 月 4 日期间，

遵循“竞争上岗、双向选择”的原则，通

过个人申报、述职、评审、公示等程序，

馆内分阶段、有步骤的逐一完成部主任、

副主任、组长的聘任工作。11 月 5-18 日

完成全体馆员聘任。经过为期三周的工作

交接，于 2016 年 12 月 12 日完成本次部门

调整和岗位聘任工作。

本次部门调整和岗位聘任工作，整合

全馆借阅相关业务，将原分馆与学科服务

部的借阅工作和文献借阅部合二为一，成

立新的文献借阅部，部门增设阅读推广小

组，着力推动新媒体环境下的阅读推广；

整合全馆信息服务内容，将原来分馆与学

科服务部的学科服务工作内容并入参考咨

询部，并更名为信息服务部，以深化信息

服务工作；增设特色资源建设中心以强化

数字环境下特色馆藏建设工作；增设研究

发展部挂靠在馆长办公室以增强管理决策

的科学性。调整后共有馆长办公室、综合

保障部、文献建设部、古籍与特藏部、特

色资源建设中心、文献借阅部、信息服务

部、系统技术部 8 个部门。本次聘任工作

中，未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及资格审查小

组，馆务会成员即为聘任工作领导小组成

员，另从工作方便、责任承担、馆员经验

等维度充分考虑，下设工作组，以配合聘

任工作领导小组开展相关工作。综合考虑

馆内及学校情况，本次聘任聘期由原来的

3 年修改为 4 年。

我馆部门调整与岗位聘任工作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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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我馆学科服务在顶层设计

规划下，二期试点团队将学科服务工作推

向深化，各学科服务团队的工作各具特

色：教育学科服务团队在图书馆与教育学

部战略合作框架的指导下，开展了“翻转

课堂”式的嵌入专业课程的文检课程，配

合教育学部完成《中国教育学领域研究人

员科研绩效评价研究报告（2006-2015）》

等系列报告，开展“京师书韵·教师著作”

微书展与教师学术成果网络计量分析等服

务。理科学科服务团队精心组织了化学学

科资源与工具应用宣传月，开展讨论式《合

成实验》嵌入式课程，并为院系提供科研

成果统计与分析支持服务。文史学科服务

团队为资深教授提供个性化访谈与资源推

送服务，开展馆藏学科资源情况与用户学

科资源需求调研分析，与院系合作开展《文

献学》实践课程，在学科特色资源推广与

学科服务二期试点亮点频出

2016 年 11 月 24 日上午，2016 年艾利

贝斯北京地区用户座谈会暨北京师范大学

我馆正式签约购买下一代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Alma

组织方面，开展海外汉学在线书展服务。

各团队的学科服务平台均完成上线提供服

务。

通过各学科服务团队的配合及学科

馆员的共同努力，学科服务二期试点的亮

点表现为：（1）进一步明确和落实了开

展基于学科特点与学科用户教研行为分析

的个性化、主动式服务的思路与方式，为

不同学科用户量身定制不同的服务策略；

（2）学科服务工作的开展，促进了资源、

服务、技术等业务部门的工作，开展主动

推送式服务以及图书馆大服务的理念逐渐

得到共识；（3）通过应用微课程、翻转

课堂引入嵌入课程、合作专业课等方式，

创新教学支持服务。

图书馆 Alma 系统签约仪式在我校图书馆

二层季端厅成功举行。我馆馆长张奇伟、

·亮点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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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利贝斯亚太地区副总裁 Ziv Benzvi、北

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沈辅成、北京交通大学

图书馆馆长裴劲松、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

图书馆馆长裴登峰、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

长窦天芳及其他相关图书馆负责人、馆员、

公司人员以及我校图书馆代表约 30 人参

加了此次会议。

Alma 是国际著名图书馆集成化管理

系统提供商艾利贝斯（Exlibris）于 2012

年研发并完成投入应用的基于云平台的下

一代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可以对图书馆

多类型馆藏资源（包括物理、电子和数

字馆藏）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统一管理，

帮助图书馆简化工作流程，降低维护多

个独立系统的成本开销。作为下一代图

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的优秀代表，Alma 在

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全球签约用户已有 820

余家。我馆自 2013 年初就开始与艾利贝

斯公司接触，对 Alma 系统进行反复调研

和论证，2016 年更是将 Alma 作为全年

工作重点推进调研和论证，最终完成签

约。作为艾利贝斯公司早期图书馆集成

化系统 Aleph500 在亚洲地区的第一家用

户，我馆与艾利贝斯公司已有 10 余年的

合作，是艾利贝斯集团产品中国用户联

合会 CCEU（China Consortium of Ex Libris 

Products User Group）的秘书处所在馆，

极大推动了图书馆新技术在中国大陆地区

的应用和发展。Ziv 先生代表艾利贝斯公

司将长期战略用户牌匾赠予我馆。2017年，

我馆将推进 Alma 系统实施工作纳入年度

重点工作，预计 9 月份左右全面完成实施。

我馆主馆南区完成馆藏布局调整重新对外开放

图书馆总馆南馆（现称为“主馆南

区”）建于 1989 年，2011 年图书馆总馆

北馆（现称为“主馆”）建成后，我馆从

南馆搬出。在后续 4 年多的时间中，我馆

根据学校的总体安排对南馆进行了改造。

改造工程于 2016 年初通过验收；我馆在

5 月 -7 月逐步推进南馆的回迁工作；6 月，

经馆务会讨论决定，将原“总馆北馆”统

·亮点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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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6 月底，根据国家相关

部委及学校国有资产清点具体要求，我馆

完成馆内仪器设备、家具、文物及陈列品、

无形资产、纸质图书等国有资产清查工作。

本次清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账账相

符、账卡相符、账表相符、账物相符为标

准，将实物盘点同核查账物结合，对图书

馆资产进行全面清理和核对。清查过程中，

以物对账，以账查物，查清了资产来源、

去向和管理情况，对清查出的盘亏资产均

按规定进行了单独列计。

纸质图书清查为本次清查工作的重

点。5 月 12 日至 6 月 2 日期间，馆内采

用实体清点、虚拟清点和估算清点相结合

的方式，采取主馆逐层闭馆进行清点、分

馆按馆室闭馆进行清点的方式，在书尚公

司协助下完成馆内各类纸质图书的清点。

全馆上下齐动员，对本次清点工作所有实

体清点过的图书加盖了“2016 清”章。

此次国有资产清查为我馆下一步实

施国有资产的精细化管理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国有固定资产清查完成

一命名为“主馆”，将原“总馆南馆”统

一命南为“主馆南区”。目前读者在主馆

南区可使用区域主要包括报刊阅览区、捐

赠区、学位论文区、工具书阅览区和数学

资料室，这些区域在 2016 年上半学期已

经全部对外开放。我馆报刊阅览室 10 余

年来一直位于西区书库二层，地理位置远

离主馆，给读者利用带来诸多不便。此次

重点调整后，报刊阅览区面积近 400 平

方米，阅览座位 100 余个，环境大为改善。

此外，主馆南区三层新建捐赠区，打造捐

赠图书展示空间；主馆南区一层古籍修复

中心完成基础性建设任务，并部分投入使

用。

·亮点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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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3-4 日，第二届全国高

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大赛暨研讨会在我

馆三层学术报告厅召开。本次大赛由教育

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读者

服务创新与推广工作组主办，上海交通大

学图书馆和我馆承办，旨在深入推进高校

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创新，促进高校图书

馆在服务创新的理念、内容、方法、手段

和经验等方面的交流与分享。我校党委副

书记刘利，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副主任委员、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陈进，我馆馆长

张奇伟、副馆长黄燕云出席开幕式，来自

全国百余所高校图书馆的 200 余名图书馆

员参加会议。开幕式由张奇伟馆长主持。

来自 30 所高校图书馆的馆员团队及

个人在大会展示、交流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经过激烈角逐，本次大赛共产生一等奖 5

名，二等奖 10 名，三等奖 15 名，单项奖

10 名。参考咨询部毛芸代表我馆微课程服

务团队以“基于微课程的信息素养教育”

为题进行汇报，获得一等奖。大赛之后，

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柯平教授对优秀

案例进行了点评和总结。台湾师范大学图

书馆馆长柯皓仁教授、《图书情报工作》

杂志社社长和主编初景利教授分别做了题

为《以用户为中心的图书馆服务创新设计》

和《图书馆新服务与新能力》的专题报告。

本次大会的召开为高校图书馆开展

创新服务提供了新思路和新经验，也必将

促进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工作的整体

拓展。

第二届全国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大赛暨研讨会
在我馆召开

·亮点跟踪



基本情况

馆舍面积：36147.6 平方米

阅览座位：2222 个

研究间：48 间

全年开馆：354 天

每周开馆：105 小时

个人电脑：450 台

馆藏建设

实体馆藏：487.7 万册

古籍：40 余万（件）

善本书：3500 余种

数据库：341 个

电子图书：809 万册

电子期刊：9.7 万种

电子版学位论文：646 万篇

新增印本图书：11.7 万册

新增电子图书：62 万册

新增电子期刊：1200 种

新增数据库：15 个

新增古籍：172 册（件）

新增石刻拓片：306 张

新增编目：5.7 万种

选座、借阅等自助设备：44 台

服务器：71 台

网络端口数：3206 个

存储容量：333T

馆员人数：108 人

学生助理全年累计：204 人

科研、交流与奖励

在研项目：社科基金 2 项，教育部人文 2 项，北京高校图工委项目 6 项，                            

科研成果：发表科研论文 38 篇（CSSCI 22 篇），专著 3 种

主办学术会议：5 场，600 余名代表参加

馆员培训：10 场

对外宣传稿件：30 篇

学术交流：137 人次

各类奖励：集体奖 16 项，个人奖 11 项 27 人次

校级项目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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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服务

全年接待读者：178.8 万人次

图书外借量：46 万册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0.99 万笔

研究间使用量：4.8 万次

图书馆主页访问量：218.1 万人次

馆藏目录访问量：382.6 万人次

自建数据库的使用量：48.7 万人次

木铎搜索使用量：143.8 万人次

超星发现使用量：23.6 万人次

移动图书馆使用量：27.2 万人次

信息素养课程：16 门，1092 人选修

学科服务平台使用量：32.1 万人次

信息素养讲座：185 场，6349 人参加

信息素养微课程：28 个，1.2 万点击量

科技查新课题：97 项

查收查引：979 份

会议室对外服务：318 场次

注册读者：44734 人

有借阅行为读者：18956 人

移动图书馆用户：9482 人
微信关注人数：17227 人

与 2015 年相比

馆舍面积减少 2192.8 平方米，服务器增加了 2 台，存储容量增加 107T，

馆员人数减少 4 人，阅览座位和网络端口略有增加。

研究间使用增长 36%，图书外借量下降 11%，人均借阅册数上升 20%，

数字资源总访问量，其他数字资源的使用量也有大幅提升。

微信用户关注人数增加 62%，移动图书馆用户数增加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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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张奇伟

文字：李书宁  张玲

美编：钊林真  金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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