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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的通知

                                建标 [1999

    根据建设部 ii K于印发 一九九七年1程建设城

建、建L47lul标准制i1,修汀(第一批、项目计划的

通W (建标 [ 1997 1 71 s)的要求.由中国建筑酉
北设计研究院1编的 l图书馆建筑设i I E!L范》，经审

杏，批准为强制r}.行业标准 编号 !G338-99.白

1999年川月1日起施行 原部标准《图书馆建筑设
计规范》J<<J38-87同时废t l}

    本标准由建设部建筑设计标准技术归「}单位中国

{224号

建筑技术研究院负责管理。中国建筑酉北设计研究院

负责具体解释 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

仁业出版社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1999年6月 14日

前 言

    根据建设部建标 [1997] 71号文的要求，标准
编制组在)’泛调 0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

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广泛征求意见基础

L.对原4图I}馆建筑设计规范》Y G138-87进行了

修训

    本规范的I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

3.选址和总平面布置;4.建筑设计;5.文献资料防

护;6消防和疏散;7.建筑设备以及附录

    修汀1一作卞要是对上述技术内容进行补充、完善
和必要的修改，1t中卞要有:【_增加了开架阅览的

fi关技术内容和规定;2.增加了藏、阅空间合一，

采用统 一柱网、层高和荷载的有关技术内容和规定;

3.增加了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在图书馆应用的有关技

术内容和规定;4根据进 一步的调杏研究对藏书量

设计估算指标进行了修订和补充;5对照现行防火

规范修订和补充r相关内容

    本规范由建设部建筑设计标准技术归FI单位中国

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标准设计研究所归口管理，授权

由主编单位负责具体解释口

    本规范主编单位是: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

    (陕西省西安市西七路 173号;邮政编码:
710003)

    本规范参编羊位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东南大

学、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文化部文化设施建设

管理中心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员是:王天星、梁永直、高冀生、

冯金龙、罗淑莲、金志舜、何大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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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1.0.1 为适应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使图书馆建筑设

计符合使用功能、安全、胜尘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制

定卞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J飞公共图书馆、高等学校图书馆、

科学研究图书馆及各类专门图书馆等的新建、改建和

扩建T.程的建筑设日

二。.3 图书馆建筑必须满足文献资料信息的采集

加I、利用和安全防护等功能要求，并为读者、工作

人员创造良好的环境和〔作条件.

1.0.4 图书馆建筑设计应结合图传馆的性质、特点

及发展趋势，采用先进的管理方式，适应现代化服务

的要求，井力求造型美观，与环境协调

1.0.5 图朽馆建筑设计除应符介本规范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强制rt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公线图书馆 Pub玩 Library

    终务收藏 背理、流通等一整套使用扫间和技术

设苗 1川ii 面向社会大众服务的各级图一1S馆.如省、
tlafi,,li、自治区、ili、地区、县图I'i馆，其特点是收

藏学科]泛，读者成份多样〕

2.11.2 高等学校图书馆 Cnllege Library
    为教学和科研服务，具有服务性和学术性强的人

专院校和专科学校.以及成人高等学校的图书馆，简

称高校图书馆

2.11.3 科学研究图I's馆 Research Institution Library

    具有馆藏专业性强，信息敏感程度高，采用开架

的侣理方式和厂泛使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等先进的服

务卜段的齐类科学研究院、所的图书馆 简称科研图

书馆

2.11.4 专门图Is馆 Special Library
    专门收藏某 一学科或某一类文献资料，为专业人

员服务的图书馆，如音乐图书馆、美术图I4馆、地质

图li馆等

2.0.5 普通阅览室 General Reading R,xmt

    以书刊为主要信息载体供读者使用的阅览室，是

图Is馆中数量较多的一种阅览室

2.0.6 特种阅览室 Special Raiding Room
    指 音像视听室 、“缩微阅览室”、’‘电子出版物

阅览室 等〕这类阅览室，读者须借助设备才能从载

体中获取信息 对建筑设计有特殊要求

2.0.7 )f架阅览室 O如en Sinck Reading Room

    藏Is和阅览在间 1空间中，允许读者自行取阅图

Is资料的阅览室

2.0.8 文献资料 Ibcument Litemm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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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有知识和丫汽息的一切载休 包括书刊资料和

作Is刊资料等多种形式，一般统称文献资料，系图书

馆馆藏信息载体的总称、

2.0.9非!‘资料 Non-print Materials
    非印刷型的非书本式的资料。包括录音带、录像

带、幻灯片飞投影片、电影拷贝、缩微胶卷、图片、

模型、智力玩具、机读磁盘、磁带、光盘等

2.0.10 基本“库 Basic  Stack  Rooms

    图书馆的上要藏I;区，对全馆藏书起总枢纽、总

调度作用，具有藏书量大，知识门类广的特点。基本

书库的藏Is内容范围、品种和数皇反映一个馆的性

质、规模和为读者服务的能力，常作为划分图书馆规

模的指标

2.0.11辅助书库 Auwliarv Stactes
    采用闭架管理时，图书馆中为读者服务的各种辅

助性Is库 如外借处、阅览室、参考室、研究室、分

馆等部门所设置的书库 其藏书具有现实性、参考

性 针对性强和利用率高、流通量大的特点
2.0.12特藏书库 Special Stacks
    收藏珍善本图书、音像资料、电子出版物等重要

义献资料、对保存条件有特殊要求的库房

2.0.13 珍善本书库 Rate &.,k Stacks

    收藏经鉴定列为国家或地方级珍贵文献、对安全

防范和保存条件有特殊要求的库房 主要收藏刻本、

写本、稿本、拓本、书画等古籍与珍品，是特藏库的

一种

2.11.14 磁带库 Tape王如。
    主要收藏录像带、录音带、机读磁盘、磁带和光

盘等载体的库房。其存放库架和保存环境都有特殊要

求。

2.0.15 开架书库 qen Stacks

    允许读者人库查找资料并就近阅览的书库 此种

书库除正常的书架外，在采光良好的区域还设有少量

阅览座 (厢)供读者使用。

2.0.16密集书库 Compact Stack
    以密集书架收藏文献资料的库房。此种库房的荷

载可按实际荷载选用，多设置在建筑物的地面层

2.0.17密集书架 Compact工3ookshelf
    为提高收藏量而专门设计的一种书架 若十t3架

安装在固定轨道上，紧密排列没有行距，利用电动或

手动的装置，可以使任何两行紧密相邻的朽架价轨道

分离，形成行距 便于提书

2.11.18 积层IS架 Stack-system Shelf

    重叠组合而成的多层固定钢书架。附有小钢梯上

下。其}.层书架荷载经下层书架支柱传t'楼、地面。

卜层书架之间的水平交通用Is架层解决.

2.0.19 书架层 Stack Layer

    Is库内在两个结构层之间采用积层书架或多M书

架时，划分每层书架的层面、由于该层面一般a接支



承在“架L，多为钢板或钢筋混凝土预制板，故又称
甲板层或软层，以别于书库的结构层

2.0.20 行道 八sle

    fai排Is架之R1的距离，又称书架通道_其宽度与

开架、闭架的ft理方式有关

2.0.21 15库提升、传送设备 工loi.,t In Stack,
    在书库或密集藏131x:为减轻工作人员劳动强度，

提高传递速度而设于}、下楼层之间及水平传递图书

(及索怜条)的设备_它可以是手动、电动或机械传

动

2.0.22 典藏室 Nuk-Ke印”堪lkparlmemt
    图书馆内部登记文献资料移动情况、统计全馆收

藏址的专业部门

2.0.23 计算机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Wvieval

    计p机信息检索是利用计算机系统有效存储和快

速六找的能力.发展起来的 一种计算机应用技术.它

可以根据用户要求从已存信息的集合中抽取出特定的

信息，并具有插人、修改和删除某些信息的能力:图

15或文献检索系统属于信息量较大而不常修改的二次

性信息检索系统

2.0.24信息处理用房 Information Prceessng Room
    满足图书馆信息技术服务功能的用房。它包括信

息的显小、摄取、变换、传递、存储、识别、加工等
所有的信息处理过程

地、

3.24 图15馆的室外环境除当地规划部门有专门的

规定外，新建公共图书馆的建筑物基地覆盖率不宜大

丁 40%

32.5 除当地有统筹建设的停车场或停车74外.基

地内应设置供内部和外部使用的机动车停车场地和白

行车停放设施

3.2.6 馆区内应根据馆的性质和所在地点做好绿化

设计。绿化率不宜小于30%.,栽种的树种应根据城

市气候、土壤和能净化空气等条件确定 绿化与建筑

物、构筑物、道路和管线之间的距离，应符合有关规
定

4 建 筑 设 金}

4.1 一 般 规 定

3 选址和总平面布置

3.1 选 址

3.1.1馆址的选择应符合当地的总体规划及文化建
筑的网点布局

3.1.2 馆址应选择位置适中、交通方便、环境安静、
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较有利的地段。

3.1.3馆址与易燃易爆、噪声和散发有害气体、强
电磁波千扰等污染源的距离，应符合有关安全卫生环

境保护标准的规定。

3.1.4 图书馆宜独立建造。当与其它建筑合建时，
必须满足图书馆的使用功能和环境要求，并自成一

区，单独设置出人口。

                3.2 总平面布!

3.2.1总平面布皿应功能分区明确、总体布局合理、
各区联系方便、互不干扰，并留有发展用地。

3.22交通组织应做到人、车分流，道路布置应便
于人员进出、图书运送、装卸和消防疏散。并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 《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

设计规范》JG50的有关规定

3.2.3 设有少年儿童阅览区的图书馆，该区应有单

独的出人口，室外应有设施较完善的儿童活动场

4.1.1 图书馆建筑设计应根据馆的性质、规模和功

能，分别设置藏书、借书、阅览、出纳、检索、公共
及辅助空间和行政办公、业务及技术设备用房

4.1.2 图书馆的建筑布局应与管理方式和服务手段

相适应，合理安排采编、收藏、外借、阅览之间的运

行路线，使读者、管理人员和书刊运送路线便捷畅

通，互不十扰。

4.1.3 图书馆各空间柱网尺寸、层高、荷载设计

应有较大的适应性和使用的灵活性。藏、阅空间合

  一者，宜采取统一柱网尺寸，统一层高和统一荷

载

4.1.4 图书馆的四层及四层以上设有阅览室时，宜

设乘客电梯或客货两用电梯

4.1.5 图书馆各类用房除有特殊要求者外，应利

用夭然采光和自然通风:外墙、外门窗和屋顶等围

护结构应区别使用要求。按照本规范第7.2.1条所

规定的温度、湿度指标及当地室外气象计算参数和

有、无采暖、通风、空气调节等具体情况，通过技

术经济比较，确定合理的构造，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当需要采暖时，围护结构的传热热阻值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3501760

    2 当需要空气调节时，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应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J19执行。

    3 当无采暖和空气调节时，书库的外墙和屋顶

的传热热阻值分别不应小于0.66.2-K/W和0.90-1.
K 气V

4.1‘ 各类用房的天然采光标准，不应小于表

4.1.5中的规定。

4.1.， 各类用房在平面设计时，应按其噪声等级分

                                        2- 13-5



区布置，其允许噪声级不应大于表41.7中的规定。

      图书馆各类用房夭然采光标准值 表4.1.6

        一} 一 窗、地而积比A,/A,

图书馆内噪声级分区及

  允许噪声级标准 表4.1.7

房间“称Y}f
S内
天然

光照
度
(Is)

YPl Iru*E)} 顶部采光

侧窗 赞ifsJ.}7 1}}1}1
少年 儿童

阅览牢

普通 阅览

牢

珍 r,本舆

111阅览室

11架 is库

行政力、公，

、}卜务月}房

分 区           {          t t4 40M-1dil (A)

1一静区
  一

  研究室、专业阅览家、缩微、
珍善本、舆图阅览室、普通阅 40
览室、报P1阅览室

  少年儿童阅览室、电子阅览
K.集体视听室、办公室

n 较静区

皿 闹 区
  陈列厅 (室)、读者休息区、
日录厅、出纳厅、门厅、洗手
间、走廊、其他公共活动区

55

会 议 室

(厅)

出纳厅

611究牢

        4.1.8 电梯井道及产生噪声的设备机房，不宜与阅

        览室毗邻‘并应采取消声、隔声及减振措施，减少其

        对核个馆区的影响

11/11    4.1.9建筑设计应进行无障碍设计，并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 《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

        规范》JGJ50的有关规定

        4.1.10 建筑设计应与现代化科学技术密切结合，宜根

        据建设条件为建筑物的稗能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能

          性

4.2 藏 书 空 间

币巧

装裱整修

美 丁

卜}录厅

陈列室

1/1趁]

        4.2.1 图13馆的藏1i空间分为基木书库、特藏书库、
        密集书库和阅览室藏书四种形式，各馆可根据具休情

        况选择确定

        4.2.2 基本书库的结构形式和柱网尺寸应适合所采
        用的管理方式和所选书架的排列要求。框架结构的柱

        网宜采用1.20m或1.25m的整数倍模数

        4.2.3 各类图书馆藏书空间容13量设计估算指标应
        符合本规范附录八的规定。

1/18     4.2.4书库的平面布局和书架排列应有利于天然采
        光、自然通风，并缩短提书距离;书库内书 (报刊)

        架的连续排列最多档数应符合表4.2.4-1的规定;书

        (报刊)架之间，以及书 (报刊)架与外墙之间的各

        类通道最小宽度应符合表4.2.4-2的规定

书库书架连续排列最多档数 表4.2.

  条 件 ;开架}闭4-1
1/14

1沼

1/12

1/19 127

书架两端有走道

书架一端有走道

9m
5档 I1 }}

叻

一

1/12

视听4.

电 了阅览

室

缩微 阅读

室

报 告 斤

(多 功 能

厅)

复印室

t4:1此表为m类光气候区的单层普通钢窗的采光标准

      其他光气候区和窗型者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

      采光设计标准》GK5UU33中的有关规定修!F.;

    2.陈列室系指展不面的照度。电子阅览室、视听室，

      舆图室的描图台需设遮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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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书架宜垂直于开窗的外墙布置。书库采用竖

向条形窗时，应对正行道并允许书架档失靠墙，书架

连续档数应符合本规范第4.2.4条及表4.2.4-1的规

定。书库采用横向条形窗，其窗宽大于书架之间的行

道宽度时，书架档头不得靠墙，书 (报刊)架与外墙

之间应留有通道，其尺寸应符合本规范表4.2.4-2的



规定

书架间通道的最小宽度 《m) 表4.2.3-2

通 道 名 称
常几1书W 不常用

书 库引 架 闭 架

t-通道 卜50 生2〔〕 卜0o

次通道 1.10 0 75 0.60

档头走道 (即靠墙走道) 0.75 ()6(〕 0.60

行 道 ，00     0 75 0.60

(出纳)台和工作间，并宜设复印机、计算机终端等

信息服务、管理和处理的设备位置。上作间使用面积

不宜小丁loml，并宜和管理 (出纳)台相连通〔

4.3.5 阅览区不得被过往人流穿行，独立使用的阅
览空间不得设丁套问内

4.3.6 使用频繁，开放时间长的阅览室宜邻近门厅
布置

4.3.7 阅览桌椅排列的最小间隔尺」应符合表
4.3_7的规定，

阅览桌椅排列的最小间隔尺寸 ("l)表4.3.7

  泪:1.当有水平自动传输设备时，表中主通道宽度由工

      艺设备确定

      2 布器 书架平面时，标准双面 书架侮挡按 0-45n

      (深)x 1 .00.(长〕7十算

4.2.‘珍善本书库应单独设置。缩微、视听、电子

出版物等非书资料应按使用方式确定存放位置，这些

文献资料应设特藏书库收藏、保管。

4.2.7   b库库区可设f作人员更衣室、清洁室和专

用厕所.但不得设在书库内

4.2.8 书库、阅览室藏书区净高不得小十2.40..

当有梁或管线时，其底面净高不宜小于2.30-;采用

积层书架的书库结构梁 (或管线)底面之净高不得小

]二4_70.

4.2， 书库内_1_作人员专用楼梯的梯段净宽不应小

于0.80rn.坡度不应大于45，并应采取防滑措施:

书库内不宜采用螺旋扶梯

4.2.10 层及二层以t.的书库应至少有一套书刊提
升设备。四层及四层以上不宜少于两套。六层及六层

以上的书库，除应有提升设备外，宜另设专用货梯，

书库的提升设备在每层均应有层面显示装置

4.2.11书库安装自动传输设备时，应符合设备安装
的技术要求

4.2.12 书库与阅览区的楼、地面宜采用同一标高。
无水平传输设备时，提升设备 (书梯)的位置宜邻近

书刊出纳台。设备井道上传递洞口的下沿距书库楼、

地面的高度不宜大于0.90.

4.2.” 书库荷载值的选择，应根据藏书形式和具体
使用要求区别确定

条 件
最小间隔尺寸

Fff架丁t0
备 注

闭 架

单面阅览桌前后间隔净宽 0.65

      一适用干
  0.65 单人桌、

        .双人桌

            四人桌

  1.30~一取 卜限六
              一

  1.50 人桌取生_

  一限__  。90一

双面阅览桌前后间隔净宽

  阅览桌左右间隔净宽

1.130-1.51)
0.90 0.

1.50

1.60

1.20阅览桌之问的主通道净宽

阅览桌后侧与

侧墙之间净宽

靠墙无书架时 1.05   靠墙 书

架深度按

0.25. 计

算靠墙有书架时

阅览桌侧沿与

侧墙之间净宽

靠墙无书架时
靠墙 书

架 深度 按

0.25.  11

算
靠墙有书架时‘1.3。一

阅览桌与出纳

台外沿净宽

单面桌前沿 1.85

单面桌后沿 2.50 2.50

双面桌前沿 2.80 2.80

双面桌后沿 2.80 2.80

4.3 阅 览 空 间

4.3.1各类图书馆应按其性质、任务，或针对不同
的读者对象分别设置各类阅览室

4.3.2 阅览区域应光线充足、照度均匀，防止阳光

直晒。东西向开窗时，应采取有效的遮阳措施

4.3.3 阅览仄的建筑开间、进深及层高，应满足家
具、设备合理布置的要求，井应考虑)f架管理的使用

要求

4.3.4 阅览区应根据工作需要在人口附近设管理

4.3.8珍善本阅览室与珍善本书库应毗邻布置。阅

览和库房之间应设缓冲区，并设分区门

4.3.，舆图阅览室应能容纳大型阅览桌、描图台，
并有完整的大片墙面和悬挂大幅舆图的设施。

4.3.10 缩微阅读机集中管理时，应设专门的缩微阅

览室。室内家具设施和照明环境应满足缩微阅读的要

求，缩微览阅室宜和缩微胶卷 (片)的特藏书库相连

通。缩微阅读机分散布置时，应设置专用阅览桌椅，

每座位使用面积不应小于2.30,.2

4.3.11集体和个人使用的音像资料视听室宜自成区
域，便于单独使用和管理，与其他阅览室之间互不干

扰

4.3.12 音像视听室应由视听室、控制室和工作间组
成。视听室的座位数应按使用要求确定。每座位占使

                                    2- 13-7



用面积不应小1 1.50叮 当按视、听功能分别布置

时，应采取防d.音、像互相干扰的隔离措施_

4.3.13 电子出版物阅览室宜靠近计算机中心.并与
电子出版物库相连通_

4.3.14 珍善水1s.舆图、缩微、音像资料和电子出

版物阅览室的外窗均应有遮光设施

布.3.15 少年儿童阅览室应与成人阅览区分隔‘单独

设出人口 并应设儿童活动场地〕

4.3.16 盲人读书室应设于图书馆底层交通方便的位
置 . H和育义}i库相连通 盲人书桌应便于使用听音

设备

4.3.17 各阅览区老年人及残疾读者的专用阅览座席
应邻近管理 Ull纳)台布置

4.3.18 阅览空间每座占使用面积设计计算指标应符
合}时录B的规定

4.4 目录检索、出纳空间

4.4.1 目录检索包括卡片目录、书本口录和计算机

终端目录三部分内容组成，各部分的比例各馆可根据

实际需要确定

4.4.2 日录检索空间应靠近读者出人口，并与出纳
空间相毗邻 当与出纳共处同一空间时，应有明确的

功能分区

4.4.3 目录检索空ffl1内目录柜的排列尺寸不应小于

表4.4.3的规定。如利用过厅、交通厅或走廊设置目

录柜时，查日区应避开人流主要路线

          目录柜排列最小间距 (ml 表4.4.3

可避免时，应采用坡度不大丁1:8的坡道。出纳台通

往库房的门，净宽不应小于1.40-，并不得设置门

坎，门外1. 40m范围内应平坦无障碍物 平) I防火
「J应向出纳台方向J十启_

4.4.8 出纳空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出纳台内工作人员所占使用面积，何一工作

岗位不应小于6明m2，工作区的进深当无水平传送

设备时，不宜小于4阳m;当有水平传送设备时，应

满足设备安装的技术要求

    2 出纳台外读者活动面积，按出纳台内每一工

作岗位所占使用面积的〕20倍计算，井不得小于

18.00.=;出纳台前应保持宽度不小于3.00m的读者

活动区

    3 出纳台宽度不应小于06Om。出纳台长度按

蔺 工作岗位平均1.50u计算 出纳台兼有咨询、

监控等多种服务功能时，应按工作岗位总数计算长

度。出纳台的高度:外侧高度宜为1.10 -1.20.;内

侧高度应适合出纳工作的需要〔

4.5 公共活动及辅助服务空间

布置形式
使用

方式

净 即 通道净宽

目录柜

与查目

台之间

目录柜
之间

端头一中间
走廊 通道HIR5ZI,i1

  目录台放置

IJ录盒

立式 1.20 0.60 0.60 1.40

坐式 1.50 0.60 1.40

立式 1.20 0.60 1.40

一
;1.50
一 一

0.60 1.40

  目录柜使用

抽拉板
立式 1.80 0.60 1.40

4.4.4 目录柜组合高度:成人使用者，不宜大于
1.50_;少年儿童使用者，不宜大于1. 30m,

4.4.5 目录检索空间内采用计算机检索时，每台微
机所占用的使用面积按2.00.1计算:计算机检索台

的高度宜为0.78-0.80m.

4.4.6 目录检索空间中目录柜所占用的面积可按本

规范附录('.所列公式计算。

4.4.7 中心 (总)出纳台应毗邻基本书库设置。出
纳台与基本书库之间的通道不应设里踏步书当高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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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公共活动及辅助服务空间包括门厅、寄存处、
陈列厅、报告厅、读者休息处 (室)、饮水处、读者

服务部及厕所等，可根据图书馆的性质、规模及实际

需要确定

4.5.2 门厅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根据管理和服务的需要设置验证、咨询、
收发、寄存和监控等功能设施;

    2 多雨地区，其门厅内应有存放雨具的设备;

    3严寒及寒冷地区，其门厅应有防风沙的门斗;

    4 门厅的使用面积可按每阅览座位0.05_2计
算

4.5.3 寄存处应符合下列规定:

    1位置应在读者出人口附近;

    2可按阅览座位的25%确定存物柜数量，每个
存物柜占使用面积按0.15-0.20_2计算;

    3 寄存处的出人口宜与读者主出人口分开

4.5.4 陈列厅 (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1各类图书馆应有陈列空间。可根据规模、使
用要求分别设置新书陈列厅 (室)、专题陈列室或书

刊图片展览处;

    2 门厅、休息处、走廊兼作陈列空间时，不应

影响交通组织和安全疏散;

    3 陈列室应采光均匀，防止阳光直射和眩光

4.5.5报告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300座位以上规模的报告厅应与阅览区隔离，
独立设里。建筑设计应符合有关厅堂设计规范的有关
规定;

报告厅，宜设专用的休息处、接待处及厕所;

与阅览区毗邻独立设t时，应单独设出入口

，
︸

两j



避免人流对阅览Ix的}扰;
    4 报告衍),;_r 71A足玄」幻.录像、电影、投影和扩

声等使用功能的要求石

    5  300座以下规模的报告!P. If堂使用面积每

座位卞应小jo.80ur',放映室的进深和面积应报据

采用的机Kt确定
4.5石 读者休'L l,处的使用而积可按衍个阅览座位不

小j一 0. 10",2计必.设专用读者休息处时，房间最小

A积不响小1 15.00--,规模较大的馆，读者休自、处

自一分散设置

3.5.7 公月{和专用厕所宜分别设置 公共厕所卫生

洁具按使用人数男女各半计算，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成人男厕按每60人设大便器一具，每30人

设小便I . .A,

    2 成人女1471按每30人设大便器 具;

    3 儿童男IIP9按每50人设大便器 一具，小便器两

儿童女厕按梅25人设大便器 具;

洗手盆按每60人设 具

公用厕所内应设污水池一个;

公WO所中应设供残疾人使A1的I1门设施

4.‘ 行政办公、业务及技术设备用房

4.6.1图书馆行政办公用房包括行政管理用的各种

办公室和后勤总务用的各种库房，维修问等，其规模

应根据使用要求确定 可以组合在建筑中，也可以单

独设置.,建筑设计可按现行行业标准《办公建筑设计

规范》IGJ67的有关规定执行

4.6.2 图书馆的业务用房包括采编、典藏、辅导、

咨询、研究、信息处理、美工等用房;技术设备用房

包括电子计算机、缩微、照像、静电复印、音像控
制、装裱维修、消毒等用房

4.6.3 采编用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1位置应与读者活动区分开，与典藏室、书库、

Is-01八日有便捷联系;

    2 平面布置应符合采购、交换、拆包、验收、

令记、分类、编目和加工等工艺流程的要求;

    3拆包间应邻近工作人员人日或专设的书刊入

日 进书量大者 入n处应设卸货平台;

    4每 一工作人员的使用面积不宜小于10.00时;

    5 应配置足够的计算机网络、通信接口和电源

子rr,座、

4.6.4 典藏用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 当单独设置时，应位于基本书库的人口附近;
    之 典藏室的使用面积，每一工作人员不宜小于

6.00,,2,房间的最小使用面积不宜小于15.00-Z;

    3 内部目录总量可按每种藏朽两张卡片计算，

每)i张卡片占使用面积不宜小于0.38.?,房间的最

小使用面积不宜小于15. 00n汽

    4 待分配土架书刊的存放贯 可按每10011册图

朽或300种资料为一周转基数。it所占使用面积不应

小于12.00m=

4.6.5 图书馆可根据自身的职能范围，设W.专题咨

询和业务辅 Y用房，井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专题咨询和业务辅导用房的使用面积，司按

每 _〔作人员不小于6.00m2分别计算;

    2 业务辅导用房应包括亚务资料编辑室和业务

资料阅览室;

    3业务资料编辑室的使用面积、每一工作人员
不宜小于8.i)Om̀  ;

    4 业务资料阅览室可按8一]()座位设置、每座

位占使用面积不宜小干3.50.,2;

    5公共图书馆的咨询、辅分用房，宜分别M2. i4

不小于15.00.,'的接待室

4.6.6 图书馆设有业务研究室时、其使用IN积可按

每人/6.OOm=计算 研究室内应配置计算机网络、通

信接口和电源插座

4.6.7 信息处理用房的使用面积可按每一工作人员

不小于6.OOm2计算，室内应配备足够数量的计算机

网络、通信接门和电源插座

4.6.8 美下用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1美工用房应包括工作间、材料库和洗手小间

    2 工作间应光线充足，空间宽敞，最好北向布

置，其使用面积不宜小于3。QOmz ;
    3工作间附近宜设小库房存放美工用材料;

    4工作间内应设置给排水设施，或设小洗乎间
与之毗邻

4.6.9计算机网络管理中心的机房应位置适中，并

不得与书库及易燃易爆物存放场所毗邻 机房设计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子计算机机房设计规范》
GB50174的规定

4.6.10 缩微与照像用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1缩微复制用房宜单独设置，建筑设计应符合

生产_〔艺流程和设备的操作要求;

    2缩微复制用房应有防尘、防振.防污染措施，

室内应配置电源和给、排水设施;宜根据上艺要求对

室内温度、湿度进行调节控制;当采用机械通风时，

应有净化措施:

    3 照像室包括摄影室、拷贝还原工作间、冲洗

放大室和器材、药品储存间;

    4 摄影室、拷贝还原工作间应防紫外线和可见

光，门窗应设遮光措施，墙壁、顶棚不宜用白色反光

材料饰面;

    5 冲洗放大室的地面、工作柜面和墙裙应能防

酸碱腐蚀，门窗应设遮光措施，"}.内应有给、排水和

通风换气设施;

    6 应根据规模和使用要求分别设置胶片库和药

品库。胶片库的温度、湿度应符合本规范第7.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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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表7.2.卜2的规征

4.6.11 专用的复印机用房应有通风换气设施。室内

温度、湿度可根据所选用的机}ll要求确定。小型复印

机可分散设置在各借、阅区内，其位置应便于工作人

员i9理

4.6.12 音像控制室 〔以下简称控制室)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幕前放映的控制室，进探不得小于3.00.,

净1高不衍小J一 3.00.;
    2 控制室的观察窗应视野开阔〔、兼作放映孔时，

其窗fl卜沿距控制室地面应为0.85.，距视听室后部

地而应大一1二1.8。二;

    3 幕后放映的反射式控制室，进深不得小于

27(,n.地而宜采用活动地板
4.6.13 装裱、赘修用房应符合卜列规定:

    l室内应光线充足，宽畅，有机械通风装置;

    2 有给、排水设施和加热用的电源毒

    3 母]_作岗位使用面积不应小十10.00耐，房

间的最小而积不应小干30.00.7
4.6.14 消毒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1消毒室仅适用于化学方法杀虫、灭菌;

    2 消毒室面积不宜小于10.00.1,建筑构造应

密士扛

    3 地面、墙面应易J二清扫、冲洗 并应设机械

排风系统 废水、废气的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巧水综合排放标准》G1i89,《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1i1627，的有关规定;
    4 当采用物理方法杀虫灭菌时，其消毒装置可

靠近总 (中心)出纳台设置。

4.6.15 图书馆配有卫星接收及微波通讯装置时，天

线等接受装置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民用建筑电气

设计规范》JGJ /716的有关规定外，应在其附近设面

积不小F 15.00.,的机房 机房建筑设计应满足设

  备安装的技术要求。

5.2 温度、湿度要求

5.2.1基本书库的温度不宜低丁5℃和高于301̀;

相对湿度不宜小于40%和大于65% 当不能满足时，

应采取相应的建筑构造或设备处理

5.2.2 特藏书库温度应保持在l2一24℃之间，日较

差不应大于士2T',相对湿度应为45%--60% 「!较

差不应大于10%.缩微胶片库的温、湿度应按胶片

保存时间 (长期、短期)、胶片性质 (母片、拷贝

片)胶片种类 (黑白、彩色)、胶片类型 〔银盐醋酸

片基、银盐聚酷片基)的不同分别确定;长期或永久

保存的胶片库，温度应低于201'，中期保存的胶片

库，温度不应超过25Y，并应避免温度、湿度在短
时问内周期性的剧烈变化。各类特藏库房空气调节设

计参数应符合本规范第7.2【条和表7.2.1-2的规

定

5.2.3 与特藏库毗邻的特藏阅览审，温度差不宜超

过+2'C"，湿度不宜超过二10%，为避免温、湿度的

剧烈变化，两者之间应设缓冲间

5.3 防水、防潮

5.3.1   15库和非书资料库内应防止地面、墙身返潮，

不得出现结露现象

532 书库和非书资料库的室外场地应排水通畅

室内不得有给、排水管道穿过。屋面雨水排除应采用

有组织外排法 并不得将水箱等蓄水设施直接放在其

屋面上

5.3.3 建十地下水位较高地区时，书库和非书资料

库 层地面当不设架空层时，地面基层应有可靠的防

潮措施

5.3.4 朽库和非书资料库设于地下室时，地下室的

防水 (潮)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地下工程防水

技术规范》GBJ 108的有关规定;当不设空气调节时，

应有可靠的除湿装置

5 文献资料防护
5.4 防尘、防污染

5.1 防 护 内 容

5.1.1防护内容应包括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温度
和湿度要求、防潮、防尘、防有害气体、防阳光直射

和紫外线照射、防磁、防静电、防虫、防鼠、消毒和

安全防范等

5.1.2书库、非书资料库的温度、湿度要求应根据

图书馆的性质、规模、重要性及库房类型区别对待

在设计中妥善解决
5J.3 视听、缩微、电子出版物等非书资料贮存库

除应符合本规范表7.2.1-2所指特藏库的有关规定

外，还应根据使用保管的特殊要求进行设计r

  2- 13- 10

5.4.1图书馆的环境绿化应选择净化空气能力较强

的树种

5.4.2 书库、非书资料库的楼、地面应坚实耐磨;

墙面和顶棚应表面光滑不易积灰尘

5.4.3 书库的窗扇应能开启方便，并有防尘的密闭

措施，严寒及多风沙地区应设双层窗和缓冲门

5.4.4特藏库应设固定窗，必须开启的少量窗扇应

采取防尘的密闭措施;空气中有害气体含量超过标准
的地区，特藏库的空调系统应具有净化措施。

5.4.5合理安排锅炉房、除尘室、洗印暗室等用房

的位置，并结合需要设置通风装置，以减少其产生的

尘埃和有害气体对馆区的影响。



5.5 防日光和紫外线照射

5.5.1 书库、特藏库及阅览川房均应消除或减轻紫

外线对文献资料的危害_

5.5.2天然采光的15库、特藏库及it阅览室应选用
防紫外线玻璃和采用遮阳措施。防止几日光直射

5.5.3 书库、特藏库及阅览室采用人工照明时 宜

选用乳自色灯罩的自炽灯、当采用荧光灯时，应有过

滤紫外线和安全防火措施

56 防磁、防静电

5.6.1图1i馆内的磁带I}应远离能够产生强磁干扰
的电器设价、

5.6.2     119资料库的楼、地面不应采用容易产生静

电的材料

                5.7 防虫、防鼠

5.7.1图朽馆的绿化应选择不滋生、引诱害虫及生

长E扬物的植物

5.7.2 多蚊虫及潮湿地区，无空气调节设备的书库

应安装可拆卸的纱窗，窗纱型号不少厂曰 6,采用

去艇机时，排水II应有水封装置

5.7.3 食堂、快餐室、食品小卖部应远离书库设置。

5.7.4 门卜沿与楼地面之间的缝隙不得大于5nmm,

鼠患严重地区宜采用金属门或下沿包铁皮的木门。墙

身通风11应用耐腐蚀的金属网封罩.

5.7.5   U19书馆的消毒室及设施应符合本规范第
4.6.14条及所选设备的技术要求。

5.7.6 白蚁危害严重地区，应对木制品及木结构等

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有关规定;当建筑物附有平战结合的地下人防工程

时，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

规范》GB]98的有关规定

6.1.2藏书量超过100万册的图书馆、书库，耐火
等级应为一级

6.1.3 图传馆特藏库、珍善本书库的耐火等级均应
为一级

6.1.4 建筑高度超过24.00-,藏1i鼓不超过100万

册的图伟馆、13库，耐火等级不应低十 _级

6.1.5 建筑高度不超过24.00-,藏书量超过10万

册但不超过100万册的图书馆、书库，耐火等级不应

低于二级

6.1.6建筑高度不超过24.00-,建筑足数不超过三
层，藏书量不超过10万册的图书馆，耐火等级不应

低于二级，但其书库和开架阅览室部分的耐火等级不
得低干二级

6.2 防火、防烟分区及建筑构造

58 安 全 防 范

5.8.1图书馆应设安全防盗装置。

5.8.2陈列和贮藏珍贵文献资料的房间应能单独锁
闭，并设自动报警装置:

5.8.3 采取开架管理的阅览室，宜设安全监控装置

5.8.4位丁:底层之重要部门的外门窗均应加防盗设

施;当有外遮阳时，亦应做防盗处理;有地下室时，

地卜室的窗户及采光井应另加设防护设施

5.8.5 图书馆的主要入口处、特藏库.重要设备室、
网络管理中心以及馆区周围宜设置电视监控系统

6 消防和疏散

6.1 耐 火 等 级

6.1.1 图h馆建筑防火设计，除应符合本章所列条

义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13] 16,《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的

6.2.1基本书库、非书资料库应用防火墙与其毗邻

的建筑完全隔离，防火墙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3.00h

6.2.2 基本书库、非书资料库，藏阅合 一的阅览辛

间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当为单层时，不应

大于1500x-';当为多层，建筑高度不超过24,00-

时，不应大于1000,.2;当高度超过24. 00,.时，不

应大于700-';地下室或半地下室的书库，不应大

十300.?.
    当防火分区设有自动灭火系统时，其允许最大建

筑面积可按上述规定增加1.00倍，当局部设置自动

灭火系统时，增加面积可按该局部面积的1.00倍计

算

6.2.3 珍善本书库、特藏库，应单独设置防火分区〕

6.2.4采用积层书架的书库，划分防火分区时，应

将书架层的面积合并计算。

6.2.5 书库、非书资料库、珍善本书库、特藏书库

等防火墙上的防火门应为甲级防火门〕

6.2.6 装裱、照像等业务用房不应与书库、非书资

料库贴邻布置。书库内部不得设置休息、更衣等生活

用房，不得设置复印、图书整修、计算机机房等技术

用房

62.7书库楼板不得任意开洞，提升设备的井道并

壁 (不含电梯)应为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不燃烧

体，井壁上的传递洞口应安装防火闸门

6.2.8 书库、非书资料库，藏阅合一的藏书空间，
当内部设有上下层连通的工作楼梯或走廊时，应按上
卜连通层作为一个防火分区，当建筑面积超过本规范

第6.22条的规定时，应设计成封闭楼梯间，并采用
乙级防火门。

6.2.9 图书馆的室内装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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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 B50222的有关规定

6，3 消 防 设 施

(采暖地区)图书馆各种用房

  冬季采暖室内设计温度 表7.2.1-1

6.3二 藏I3狱超过101)万册的图书馆、建筑高度超

过24. 00n,的书库和非书资料库，以及图书馆内的珍

善本忆库，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6.3.2 珍善本书库、特藏库应设气体等灭火系统‘

电子计算机房和不宜用水扑救的贵重设备用房宜设气

体等灭火系统

6.3.3 建筑火火器配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

火火器配wt设i1规范》(;f31140的有关规定

        房 间 名 称

少年儿童阅览室

阅览室

冬季采暖室内计

  算温度 〔℃)

IH一20

6.4 安 全 疏 散

}o*ii, R,' IMWl9'2if71*, -fill. 二二
~̀ta赢)面

It -f R 'A12m. LH瑟  )
  会议室

I6 一Is

6.4.1 图朽馆的安全出II不应少J一两个，井应分散

设置 〕

6.4.2  -K库、非书资料库、藏阅合 的藏“空间.
衍个防火分区的安全出日不应少于两个一但符合下列

条件之 一的，可设 一个安全出日:

    1建筑面积不超过100. oo-2的特藏库、胶片

库和珍善本书库;
    2 建筑面积不超过loo. o0-z的地下室或半地

卜宝书作;

    3除建筑面积超过loo.oo-2的地下室外的相

邻两个防火分区，当防火墙L有防火门连通，且两个

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之和不超过本规范第6.2.2条规

定的 个防火分区面积的]40倍时;

    4 占地面积不超过300.00-2的多层书库

6.4.3 书库、非书资料库的疏散楼梯，应设计为封

闭楼梯间或防烟楼梯间，宜在库门外邻近设置。

6.4.4超过300座位的报告厅‘应独立设置安全出
日_件不411少于两个_

装裱修招间
一一 一一— 16一18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读者休息室

门厅、走廊、楼梯间

报告厅 〔多功能厅)

陈列室

书库

厕所

其他

14一16

图书馆室内空气调节设计参数 表7.2.1-2

7 建 筑 设 备

7.1 给 水 排 水

7.1.1馆区内应设室内外给水、排水系统和消防给

水系统，及相应的设施和设备

7.1.2 书库内不应设置供水点 给排水管道不应穿
过书库 生活污水立管不应安装在与书库相邻的内墙

上

7.1.3 在馆内适当位置官一设置饮水供应点:

7.1.4 缩微照像冲洗室的排水管道应耐酸、碱腐蚀，
室外f1设污水处理设施

7.2 采暖、通风、空气调节

7.2.1 图书馆设置采暖或空气调节系统时.室内温
度、起度设计参数应分别符合表7.2.1-1及表7.2.1-

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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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名称 材 质
千球温度
  (℃)

相对湿度
  (%) >a

冬l一夏一冬}夏 冬 夏

  一

特

藏

库

N.珍善
卜书库

  母片
及水久
保存库
(长 期
保存环
境)

12-24二2 45-60

wkPWt* 搜20 15一40

30一40黔囊 簇20

    般
胶片库
(中期
保存环
境)

w耀 <25 15-60

30-60黔fa00#11 <25

iR kml0#4 <2 15-30

银盐醋
酸片基

25-30一寥A
I

l

}
」

  润

胶)
(坛
1曰 勺

学色
幸库
至期

15-60

#RL̂A.W}4 <;10 25一60

40--60

40-60

子-1

m

}RntiA库     ,:, to
}

黯.mm 簇1o



续表

房}司名称 材 质

干球温度
  (℃)

相对湿度 风速

  (%)一 m态
冬 夏 一冬 R 冬 一夏

少年儿童阅
览室 18--2024-2R40-6040-65<0.21<()3

2;840-6040 -65<0.2<0.3件通阅览室 。;。
40-(1040 -65<0 之<0 3装裱招修

研究室
24一 41)一

2s一60
            一

<U 之

<0 2

<日3

〔」录厅、出
纳厅

视听室

，于。24-28 <t)3

18-2024-2840-6040-65<。{一<0.3

报告厅 18-20 40-6040-65<0 2<03

美 !室

会议室

缩微阅览室

20--2 40 -65<()2<0.3

18-2024 -28
40一40-
60                                                            65一<0三

<0 3

18--2024-28
40 -

  6日

40-

  60

一4〔!

  65

4〔)-

  65

<0 Z

<〔).之

<l13

<0.3电子f0i览室

普通书库

18一24-
20                                                 28

18-2024-2840-6040 -65<。.2一<0.3

公共活动空
间 ‘I024-28476040-65<0.2.< 0.3
内部业务办
公

一 18-2024-2840-6040-65<02<03
电子计算机

机房 一 18-2024-2840-60140-65<0 2<0 3

0. >m/s,

7.2.8馆内各种用房通风、换气设计参数应符合表
7.2.8的规定

图书馆各种用房通风换气次数

房 问 名 称

    表7.2.8

通风换气次数
    (次/hl

陈列室

研究室

目录.出纳厅 (室)
1一2

缩微照像室

视听室

珍善本书 舆图阅览室

注 t.普通阅览室和内部业务用房，寒冷地区冬季宜设

      机械通风装里;

    2.书库和少年儿童阅览室炎热地区书库宜设机械通

      风，高温季节每小时宜换气3次;霉雨季节窗应

      严密关闭;

    3.复印室、消毒室和厕所应设机械通风

73 趁筑 电气

7.2.2 书库集中采暖时，热媒宜采用温度低于
100℃的热水，管道及散热器应采取可靠措施，严禁

渗漏。

7.2.3空气调节设备应有专门的机房，其位置应远
离阅览区。机房门应为乙级防火门，风管进人书库时

应设防火阀门

7.2.4馆内各种用房应有自然通风，阅览室应采取
建筑措施或机械排风设备，在冬季门窗关闭情况下，

满足室内通风换气的需要。

7.2.5 书库无空气调节系统时，应设机械通风设备
当地空气污染超标时，应有净化措施

7.2.6 特藏库、缩微复制间的送风系统导人空气应

进行净化处理。

7.2.7 书库、阅览室应保持气流均匀;采用机械通

风时，阅览空间与工作空间的空气流速不应大于

7.3.1藏书盘超过100万册的图书馆，其用电负荷
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其他图书馆，用电负荷等级不应
低于三级。

7.3.2 图书馆各种用房人工照明设计标准应符合表

7.3.2的规定。

人工照明照度标准 裹7.3.2

房 间 名 称

一
一

}

  照度标准

      (Ix)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m)

老年人阅览室

200-500 0.75(水平)
少年少仁童阅览室

  珍善本、舆图阅

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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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房 IFJ 名 称
照度标准

  Ox)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m)

光盘检索室

普通阅览室

装裱修整间

美 1室

研究牢

内部业务办公室

陈列室

目录厅 (室)

出纳厅 (室〕

视听室

报告室

缩微阅览室

会议1f

读者休息室

15)一3011 0.75(水平)

关

7.3，外借量较大的出纳厅，可按需要设信号或屏
幕显示装置

7.3.10 图书馆中应在适当位置设公用电话

7.3n 图书馆应设事故紧急广播，宜设开、闭馆音
响讯号装置〔

7.4 综 合布 线

150一300 0.75(水平)

75一150 一 0.75(水平)

7.4.1新建图书馆宜根据规模、性质及建设条件采
用综合布线系统。布线系统应与图书馆业务的自动

化、办公自动化、通信自动化、监控管理自动化、读

者服务自动化等设施统一考虑。

7.4.2 图书馆建筑采用综合布线系统时，应按其计

算机应用及发展规划进行设计‘

7.4.3综合布线系统应根据实际需要选择适当型级
的综合布线系统，可参照现行的中国1一程建设标准化

协会标准 《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

范》CEC572 : 47的有关规定

  开敞式运输传送! I

i} WS- 一5。一’00
附录A 藏书空间容书量

设计估算指标
电子阅筑宰

辛Slt
  20-50

(垂直照度)

  0.25

(垂直面)

  门厅、走廊、楼

梯间、厕所等
3门一，5 地面

A.0.1藏书空h1每标准书架容书量设计估算指标应
符合表A.0.1的规定。

            藏书空间每标准书架容

          书f设计估算指标 〔册/")表A.0.1

  }t  1专业阅览、珍善本典图阅览可设局部照明;

      2陈列室应设局部照明;

      3缩微阅览室的环境亮度与缩微阅读器屏幕亮度比

        宜为1:3;

      4.开架书库设有研究厢的，应设局部照明。

7.3.3 图书馆的建筑电气设计，应对藏、借、阅、
管各空间具有灵活互换的可能性;提供在各种空间

(借、阅、业务工作等)应用电子计算机、视听、缩

微、复印等技术设备的可能性。

7.3.4 图书馆应设应急照明、值班照明或普卫照明。

7.3.5 阅览区的照明可分区控制，阅览桌宜设局部
照明。

7.3.6书库照明宜选用不出现眩光的灯具，灯具与
图书资料等易燃物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0.50.。当采

用荧光灯照明时，宜采用节电装置

7.3.7 书库照明宜分区分架控制，每层电源总开关

应设于库外。凡采用金属书架并在其上敷设220V线

路、安装灯具及其开关插座等的书库，必须设防止漏

电的安全保护装置

7.3.8 书架行道照明应有单独开关，行道两端都有
通道时设双控开关;书库楼梯照明也应采用双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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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类型

藏书方式

公共图书馆
高等学校

图书馆

}少年，Lit
  图书馆

增减度

中文 外文 中文 外文 中 文

开架

社科 S50 400 480 350
              一

  400-500

  (半开架)
.

士25%

科技 52O 370 460 330

合刊 250 270 220 240

闭架

社科 640 400 560 350

科技 600 370 530 330

合刊 290 270 260 240

  注 1.双面藏书时，标准书架尺寸定为1000- x

        450- ，开架藏书按6层计，闭架按7层计.其

        中填充系数K均为，5%;
      2盲文书容量按表中指标1/4计算;

      3.密集书架藏书量约为普通标准架藏书量的1.5-

      2.0倍;

      4.合刊指期刊、报纸的合订本。期刊为每半年或全

        年合订本;报纸为每月合订本，按四开版面8一

        12版计。每平方米报刊存放面积可容合订本55

          -85册。

A.0.2 藏书空间单位使用面积容书架量设计计算指



标应符合表n.02的规定。

藏书空间单位使用面积容书架，
    设计计茸指标 (架/n,2) 表A.0.2

附录C 目录柜占用面积计算公式

含本室内出纳台 .不含木室内山纳台

丁「架藏1s

闭架藏书 0.5O.fi

附录F3阅览空间侮座占使用
面积设计一计算指标

B0.1 阅览空间每座占使用面积设计计算指标应符

介表工3.0.I的规定、

阅览空间每座占使用面积

设计计算指标 (:1产座) 表s.o.1

Y, 称 一 、。指标
普通报刊阅览室

  普通阅览室

1.8-2.3

1.8一2.3

专业参考阅览室 3.5

非书本资料阅览室 3.5

4.0

4.0

  缩微阅览宝

珍iI本朽阅览室

C.0.1 目录柜的占用面积，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无查日台时 a=18.40/n"T        C.0.1-1

    2.有查目台时 a--29.86/n"T       C.0.1-2

    式中 a为每一万张卡片所占用的面积，单位为

          m2/万张卡

          二为每个目录屉的横向列数

          下为所选用目录柜的总层数。

    注 1:目录柜宽800mm,深450nun,横向五

          屉

        2:目录柜横向组合按每组5柜长4-计算，

            通道净宽按本规范表4.4.4的规定确

            定

        s:每屉容量按1000张国标标准卡片、充

            盈系数0.75计算

孺

本规范用词说明

集体视听1}

个人视听室

儿童阅览室

八人读书室

5 (2。一2.5含控制室)

        4.0-5.0

71'.  I表中使用面积不含阅览室的藏书区及独立设置的

      」一作间
    2.集体视听室、如含控制室、可用2.00一2.50m'/

      座，其他用房如办公、维修、资料库应按实际需

        要考虑

1.0.1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

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作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作的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下应这样作

的: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1.0.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4·⋯执行”或 “应符合⋯⋯要求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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