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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佛山市图书馆、佛山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禅城区图书馆、南海区图书馆、顺

德图书馆、高明区图书馆、三水区图书馆。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百川、张萌、朱忠琼、李欢、钟照华、何敏霞、胡穗欣、董健平、郑欣、谭

伟恒、曾翠玉、宋林喨、冀志敏、黄燕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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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佛山市创新实施“千家万户”阅暖工程——邻里图书馆项目，将公共图书馆的资源植入家庭，变公

共文化服务的终点为结点，构建了“图书馆+家庭”阅读服务体系，对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纵向延伸，深

入推广全民阅读具有重要意义。为指导邻里图书馆有序、规范地开展服务，进一步推动邻里图书馆项目

的可持续发展与更广泛的普及，特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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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图书馆建设及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邻里图书馆建设及服务的总则、建设要求、服务提供、服务管理、宣传推广、考评与

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邻里图书馆建设及服务，其他公益性民间图书馆、家庭图书馆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B4406/T 9-2021  联合图书馆体系建设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DB4406/T 9-2021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邻里图书馆  neighbourhood library 

以家庭为单位建立的，面向社区居民、亲朋好友或其他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提供文献借阅、阅读推

广、数字阅读、读者咨询等服务，纳入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公益性民间图书馆。 

注：邻里图书馆的英文翻译缩写为N-Library。 

3.2  

邻里图书馆馆长  librarian of N-Library 

单个邻里图书馆的负责人，由邻里图书馆家庭中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担任，负责该邻里

图书馆的日常管理、活动策划、联络沟通等工作。 

4 总则 

4.1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邻里图书馆建设纳入联合图书馆体系，政府加强组织领导、政策支持和监督管理，鼓励和引导家庭

参与邻里图书馆的建设、管理与服务。 

4.2 专业指导、规范服务 

各级公共图书馆应为邻里图书馆的建设与服务提供专业指导，确保邻里图书馆面向读者提供规范统

一的文献借阅与阅读推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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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创新服务、提升效能 

各级公共图书馆应激励邻里图书馆积极创新服务方式，丰富活动载体，激发市民阅读兴趣，营造全

民阅读氛围。 

4.4 志愿服务、公益均等 

邻里图书馆遵循自愿、无偿、平等、诚信、合法的志愿服务原则，自主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 

4.5 开放包容、和谐邻里 

邻里图书馆具有社区文化交流功能，应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发挥促进邻里交流和社区和谐的作用。 

5 建设要求 

5.1 服务场地 

5.1.1 邻里图书馆应设在家庭住宅内，其面积应不小于 15m
2
，藏书空间至少可容纳 200册图书。 

5.1.2 场所布局应以读者服务为中心，与邻里图书馆的管理方式和服务手段相适应，做到分区明确、

布局合理，宜通过空间设计、家具配置等方式设置藏书区、阅览区、活动区等功能分区。 

5.1.3 场所应整洁、安全，保持良好的采光照明、通风条件和适宜的室内温度。应营造安静、温馨、

舒适的阅览环境。 

5.1.4 邻里图书馆宜利用社区公共空间开展文献借阅、阅读推广等服务。 

5.1.5 各级公共图书馆应为邻里图书馆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业务培训等提供场地支持。 

5.2 设施设备 

5.2.1 邻里图书馆应配备书架，方便读者取阅图书，并为读者提供阅览座席。 

5.2.2 邻里图书馆宜提供无线网络，宜配置移动设备、计算机、投影仪等电子设备，利用中心馆提供

的邻里图书馆软件系统为读者开展文献借阅和阅读推广服务。 

5.2.3 邻里图书馆宜配备移动设备充电设备、应急救助等便民服务用品。 

5.3 文献资源 

5.3.1 邻里图书馆享有在联合图书馆体系内借阅 200 册文献、外借期限 365 天的借阅权限。邻里图书

馆宜有不少于 50册的家庭藏书，且应保持同时在馆的图书藏量不低于 100册。 

5.3.2 邻里图书馆馆长应根据读者阅读需求配置并定期更换图书，提升文献利用率与服务效能。 

5.3.3 中心馆、区总馆应通过技术平台为邻里图书馆及其读者提供基于个人计算机端、移动设备端的

各种数字资源。 

5.4 服务人员 

5.4.1 邻里图书馆指定馆长 1名，馆长应主动接受公共图书馆的业务培训、指导和管理。 

5.4.2 邻里图书馆的服务人员由邻里图书馆馆长及其指定的家庭成员担任，邻里图书馆可根据服务需

要招募志愿者。 

5.4.3 服务人员应掌握图书管理的基础知识，熟悉联合图书馆体系的借阅规则与邻里图书馆软件系统

的操作流程，能熟练为读者提供文献借阅服务，掌握开展阅读推广服务的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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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公共图书馆在必要情况下应为邻里图书馆的服务开展提供人力支持。 

6 服务提供 

6.1 免费开放 

邻里图书馆应向读者提供免费服务。 

6.2 服务时间 

邻里图书馆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设置相对固定的开放时间，且应告知读者，接受预约。国家公休日、

国家法定节假日宜对外开放。 

6.3 文献借阅 

6.3.1 邻里图书馆应向读者提供现场文献阅览服务。 

6.3.2 邻里图书馆应向联合图书馆体系持证读者提供文献外借服务，指导读者完成自助办证、文献外

借、续借手续。年文献外借量应不少于 30册次。 

6.3.3 邻里图书馆应向联合图书馆体系持证读者提供文献归还服务，指导读者完成归还手续。 

6.3.4 邻里图书馆宜在邻里图书馆软件系统上公开展示可供借阅的公共图书馆藏书、家庭藏书，供读

者在线借阅。 

6.4 阅读推广 

6.4.1 邻里图书馆应定期自主组织或配合联合图书馆体系开展阅读分享会、读书沙龙、文化培训等各

类阅读推广活动，活动内容应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年开展活动场次不少于 3场。 

6.4.2 邻里图书馆应通过邻里图书馆软件系统发布阅读推广活动信息并接受读者在线报名。 

6.4.3 邻里图书馆宜根据馆藏特色、人员特长、读者需求等开展系列特色活动，自主打造活动品牌。 

6.5 数字阅读 

邻里图书馆宜通过海报、活动等形式宣传推广图书馆数字资源，并指导读者使用。有条件的可配置

计算机等电子设备供读者上网使用数字资源。 

6.6 读者咨询 

6.6.1 邻里图书馆应向读者提供开放时间、馆藏资源、借阅服务、活动开展等各类问题的咨询服务。 

6.6.2 中心馆、区总馆应指导或协助邻里图书馆收集整理读者常见问题，建立并维护常见问题解答资

源库，支持邻里图书馆为读者更好地提供咨询服务。 

7 服务管理 

7.1 管理机制 

7.1.1 实行自愿申请与审核机制。中心馆应明确邻里图书馆准入标准与申请审批流程。 

7.1.2 实行签约制度。通过邻里图书馆申请审批的家庭应与接受申请的公共图书馆签订协议，明确双

方在邻里图书馆建设、管理、服务中的权利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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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实行自愿退出与考核退出机制。邻里图书馆在协议期满可自行申请退出，中心馆、区总馆应对

违约的邻里图书馆予以清退，退出时按协议约定的方式处置。 

7.1.4 实行逐级管理机制。中心馆负责邻里图书馆项目实施统筹工作，统一制定签约协议、服务规范、

考核标准，打造邻里图书馆项目品牌；中心馆和区总馆负责邻里图书馆项目建设、业务指导、资源支持、

人员培训、日常管理和监督评价工作。邻里图书馆项目的建设和管理宜逐步向镇街分馆延伸。 

7.1.5 实行专业引导、自治管理。中心馆可统筹组建由公共图书馆馆员代表与邻里图书馆馆长代表组

成的管理委员会，发挥民主决策与科学管理的职能。 

7.2 服务运作 

7.2.1 邻里图书馆馆长应全面负责邻里图书馆的日常运作，宜制定本馆服务与管理规则。 

7.2.2 邻里图书馆应通过邻里图书馆软件系统开展管理、服务和信息上报工作。 

7.3 人员管理 

7.3.1 邻里图书馆馆长宜积极参与公共图书馆举办的各类专业培训；邻里图书馆馆长宜对家庭其他服

务人员或志愿者进行培训。 

7.3.2 中心馆、区总馆应畅通与邻里图书馆的沟通联络渠道，安排工作人员跟进邻里图书馆的建设及

服务，为馆长提供咨询服务。 

7.4 文献管理 

7.4.1 邻里图书馆文献宜采取学科、主题等方式规范排架，开架借阅，保持架位整齐。 

7.4.2 邻里图书馆应做好防损、防盗、防尘、防潮、防虫等文献保护工作。 

7.4.3 邻里图书馆的家庭藏书宜通过中心馆提供的家庭藏书共享平台进行加工、管理和流通。 

7.5 档案管理 

7.5.1 邻里图书馆应收集、整理读者服务和阅读推广活动的图片、文字等材料，建立业务档案，并通

过邻里图书馆软件系统提交。 

7.5.2 中心馆、区总馆应建立邻里图书馆业务档案，对邻里图书馆的各类档案资料进行保存整理。 

7.6 标识管理 

7.6.1 中心馆应对邻里图书馆统一标识进行设计、改版与管理。 

7.6.2 邻里图书馆应使用中心馆发布的统一标识，标识使用规则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 

7.6.3 邻里图书馆可设计并使用本馆个性化标识。 

7.6.4 邻里图书馆服务时应放置邻里图书馆牌匾、横幅等。 

7.6.5 邻里图书馆不得将统一标识用于商业活动。 

 

7.7 安全管理 

7.7.1 邻里图书馆应确保文献资源安全，家庭成员和读者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宜为服务和活动制定

安全应急预案。 

7.7.2 邻里图书馆应依法妥善保护读者的身份信息、借阅信息以及其他涉及读者个人隐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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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宣传推广 

8.1 项目推广 

8.1.1 各级公共图书馆宜通过自媒体平台、新闻媒体、宣传资料、宣传栏等多种渠道进行邻里图书馆

项目的宣传。 

8.1.2 各级公共图书馆宜加强与妇联、社区、学校等组织机构合作进行邻里图书馆项目推广，吸引更

多民众关注并加入邻里图书馆项目。 

8.2 服务宣传 

8.2.1 邻里图书馆应积极开展各类服务宣传，如公示本馆服务时间、推介特色馆藏、推广读者活动等。 

8.2.2 公共图书馆应为邻里图书馆的活动招募与服务宣传提供平台。 

9 考评与改进 

9.1 绩效考核 

中心馆应牵头制定绩效考核方案，定期组织对全市邻里图书馆的服务效能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可作

为续签或退出依据。 

9.2 绩效评优 

中心馆、区总馆应根据邻里图书馆的绩效情况予以评优，周期为每年一次。 

9.3 评价与监督 

中心馆应制定邻里图书馆评价方案，建立并完善评价指标，联合区总馆每年对邻里图书馆及服务对

象进行一次服务需求及满意度调查。 

9.4 服务改进 

邻里图书馆应根据绩效考核结果与读者满意度调查结果进行问题分析与服务改进，不断提高服务质

量和读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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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邻里图书馆标识使用规则 

A.1 标识形象 

邻里图书馆品牌标识见图 A.1图样。使用时应确保标识的完整，不应使用残缺标识，变更文字图形

排列位置。 

        

图A.1 邻里图书馆标识 

A.2 标识网格制图 

邻里图书馆标识网格制图见图 A.2 所示。使用时应按比例关系等比缩放。 

          

图A.2 标识网格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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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标识标准色 

邻里图书馆标识标准色见图 A.3所示。使用时不应篡改标识的色调。 

 

图A.3 标识标准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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