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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云鹤 
中国工程院院士 

Raj Reddy 
计算机图灵奖得主 

2000年，中美计算机科学家与图书馆联合发起“中美百万册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China-America Digital Academic Library，简称CADAL），开始了全球最早的大规模数

字化资源工程（Mass Digitization）。 

缘 起 



CADAL进入211工程
公共服务体系 

2002年9月，国家发改委、教

育部、财政部下发《关于“十

五211工程”建设的若干意见

》，支持“高等学校中英文图

书 数 字 化 国 际 合 作 计 划 （

CADAL）”的实施，为高等学

校教学科研提供强有力的数字

资源支持。 

CADLIS 



2007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习近平一行视
察了CADAL项目。 



2011年2月25日，“数字图书馆教

育部工程研究中心”通过教育部组

织的验收。 

数字图书馆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CADAL项目直接促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下属的“国际工程科技知识中心
(IKCEST)”成功落户中国，项目技术团队负责
IKCEST技术中心建设。 

国际工程科技知识中心 
       2011年12月，数字图书馆和知识中心高峰论坛暨中国学术数字图书馆启动十
周年庆典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隆重举行。中方潘云鹤院士、美方合作代表Raj 
Reddy教授等人发表精彩主旨演讲。 

数字图书馆 —— 智慧图书馆 —— 知识中心 

 



中美科学家共同倡议，数

字化人类1%的知识，即

100万册图书。如持之以

恒，则10年可以完成。 

2000 
项目一期 
100万册图书 
数字化 

2001-2006 项目二期，新增150万
册图书数字化，标准
规范、服务网络、技
术服务升级 

2007-2012 
项目运维阶段 
• 整合海量资源 
• 融合先进技术 
• 泛在个性服务 
• 全球开放合作 
同时开展：数据合作，联
盟建设，特藏建设，数字
人文 

2010 数据助力知识服务 
 
大数据——大知识 

2019- 

2013-2018 

发 展 历 程 

更上一层楼 
We can do better 

一览众山小 
We do it better 

敢为天下先 
We did it first 



发 展 现 状 
CADAL项目的建设把中国高校图书馆由购买资源共享有效推动到了资源的共建共享

，建成了拥有超过280万册中英文电子图书的全球最大公益性数字图书馆，成为我

国高校图书馆最大规模的知识整合平台之一。 

国内共建高校，海外41家 121家 

数据容量，400TB云备份 

1.4PB 

数字化书报刊以及媒体资源 

前十家访问单位年借阅图书 

50万 

服务共享机构 
1500家 

IA捐赠外文图书 

18万 

共享单位 704家 

280万 

年度点击 

2.5亿 

20年 

CADAL 

2001年建设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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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建设与特藏整合 

 2019年，CADAL项目加工满铁资料3,903册（1,263,250页），印鉴图像20,227件，德文图书3,128

册（807,721页），俄文图书6,941册（1,999,142页），接收哈佛大学满洲国明信片图像文件3,863

个，香港科技大学通讯、校刊等1,691册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甲骨文数据124件。 

 2020年，入库满铁资料1,481册（619,534页），印谱198册（27,879页），俄文图书3,059册（

943,937页），蒋介石特藏文献341册（128,068页），此外，接收复旦大学当代生活资料图像

88,297件（502,620页），美国弗吉尼亚大学Jackson Davis老照片5,518件，哥伦比亚大学民国文献

缩微胶卷838种（1,630册）。 

截至2020年12月31日，CADAL入 库总量2,829,173册（件），在线量为2,676,795册（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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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建设与特藏整合 

 推进系统资源整合，将已经建成的特藏资源聚类显示，深度融合知识发现，助力数字人文。现

已建成10个特藏库。 

 在各类型资源中，民国图书、当代图书、古籍的浏览量名列前三位，浏览次数均超百万次。 



 

 2019-2020年，成员单位调用CADAL OPEN API接口共计42,359,946次，新增注册用户

229,876个，新增共建共享签约单位345家。 

调用CADAL OPEN API访问量TOP10机构 
（2020年度） 

CADAL门户访问量地区分布及TOP15机构 
（2020年度） 

服务推广 



16 2020年资源浏览量及浏览人数按月分布图 

疫情期间文献保障效益显著 

 疫情期间及时应对，提供特殊时期暖

心服务，依靠分布全国的服务网络提

供7*24小时 咨询服务，有效保障了

CADAL项目服务窗口的正常运行。 



宾州州立大学 
范德堡大学 

维多利亚大学 
圣母大学 

布朗大学东亚图书馆 
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信息委员会 

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中文资料委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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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CADAL项目申报和立项情况 

序号 申报内容 申报单位数量 
申报经费 

（单位：万元） 
批准单位数量 

批准经费 
（单位：万元） 

1 服务推广 23 262.10 11 74.00 

2 特藏资源 23 864.54 6 122.20 

3 技术平台 10 453.70 3 52.50 

合计 56 1580.34 20 24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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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CADAL项目申报和立项情况 

序号 申报内容 申报单位数量 
申报经费 

（单位：万元） 
批准单位数量 

批准经费 
（单位：万元） 

1 服务推广 16 131.63 10 50.00 

2 特藏资源 17 637.33 5 198.56 

3 技术平台 3 84.43 0 0.00 

合计 36 853.39 15 2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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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影学院图书馆 

目前馆藏纸质台本 

8000余册 

出厂时间大部分在

1996年之前。 

基本上都是手写本或是

蜡印本 

《霸王别姬》完成台本

片段 

 

 电影台本数字化整理及利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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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到2021年6月30日总共完成
2000电影台本的扫描、著录以及20
余部电影中的片段与台本的对照工作。
现已完成400电影台本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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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资源独特性： 

高校人文社科获奖成果，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是唯一指定官方收藏保存机构。评审工作
完成之后即可获得所有参评资料，具有便于统一整理和管理的优势。其他机构对研究报
告类灰色文献的获取难度大 

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专题库 

初步建成包含有从第一届评奖至第八届评奖所有图书成果数据的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专
题库 

长期目标是建成依据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评奖周期持续更新的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
专题数据库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红色文献特点： 

藏量大，馆藏红色文献图书类达6000余种1万余册，是高校图书馆中的翘
楚。 

种类较齐全，学术价值高 

红色文献保存现状 

恒温恒湿保存 

面临濒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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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严重 

酸化严重 锈蚀严重 

字迹褪色 虫蛀严重 

使用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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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CADAL特藏资源类项目:“红色文献抢救性保护及数字化服务” 

建立红色文献全文数据库 

开启红色文献的保护工作，为后期的修复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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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 
 新门户系统升级开发，并通过验收，上线使用。 

 与中国教育科研网Cernet 完成Shibboleth IDP（identity-provider）部署后，同期与中国工程院专家库

系统KID平台对接，用户通过微信扫一扫的方式注册和登录，实现便捷化身份统一认证及知识发现。

CADAL 成员馆用户只要绑定所在单位对应的edu域名邮箱，即可摆脱IP限制，无需本校VPN在校外也能

访问CADAL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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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交流 

28 

西南地区推广（贵阳） 

西南地区推广会（大理） 西南地区推广会（阿坝） 

湖南地区推广会（长沙） 

东北地区推广会（哈尔滨） 

江苏地区推广会（南京） 

 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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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类高校推广会（线上） 青海地区推广会（西宁） 东北地区推广（线上） 

基于CADAL项目资源的特藏建
设国际研讨会 上海纽约大学到访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
报研究所到访 



  助力数字人文 

• 2019年6月5日，在2019中国图书馆年会上，CADAL项目管理中心组织了“CADAL数
字人文研 究新成果”分论坛 

• 2019年10月23日，召开“双一流”背景下的数字人文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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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数据赋能 

高校开放数据创新研究大赛 
上海高校开放数据创新研究

大赛 
中国高校研究数据管理推

进工作组会议 



智能篆刻启动仪式 

 助力文化遗产数字传承 

CADAL项目的书画、建筑工程、 篆刻、戏剧、工艺品等数字化资源为现代化智能艺术、数字创意产业

提供数据支持；其以甲骨为载体的“2.5维浅刻 扫描技术”的研究，也为文化遗产“活起来”、“动起

来”提供了可能。 

《甲骨王朝》纪录片拍摄组入驻
CADAL项目管理中心 



单位：万元 

支出 内容 2019 2020 

特藏资源建设 用于CADAL特藏馆藏资源建设 88.58 115.93 

资源与服务推广 用于本年度资源服务宣传与推广 120.61 80.93 

年度运维技术保障 
用于本年度软硬件维保，IDC机房托管，云存储服

务，三级等保服务等年度运维技术保障经费 
332.48 248.16 

软硬件设备升级 用于本年度服务器更新，软件升级等支出 76.78 74.37 

管理中心日常运维 
用于中心日常办公费，会议费，差旅费、邮电费、

项目专职人员工资、临时用工人员劳务等支出 
95 84.07 

总计 713.45 603.46 

年度经费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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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计划 

数字图书馆是国家知识创新的主要基础设施，也是世界各国21世纪文化科技竞争的新

焦点之一。关系到全球文化多样化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是民族得以传承、国家得

以维系的精神支柱和重要基础。 

在保障数据安全和平稳运行的前提下，整合海量资源，融合先进技

术，泛在个性服务，全球开放合作。 

数字知识服务联盟，旨在通过合作收集、组织、保存、沟通和分享人

类的知识记录,为学术研究、交流和人类共同利益做出贡献。不仅成为

高校图书馆界的存储中心，而且将是世界文明的仓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