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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随着数据体量的不断增长，有必要应用大数据技术来优化发现服
务。文章从模块化、效率化和规范化的信息服务等方面分析了高校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一站式”发现
服务的优势，而后明确了相应服务模式的构建要素包括大数据模型、核心技术应用、服务性能优化等，
最后着重从技术、功能、性能和交互层面提出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一站式”发现服
务模式的构建策略。以期促进高校数字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有效提升。
关键词：大数据；高校图书馆；馆藏资源；“一站式”发现服务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8.04.008
中图分类号：G2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07(2018)04-0028-04

Research on “One-stop” Discovery Service Mode of Collection Resources in Digital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LIU Ying, SHANG Hui
(Library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data volume of the collection resources of digital librar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needs to apply big data technology to optimize the service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of the “one-stop” discovery service of collection resources of digital librar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aspects of modularity, efficiency, and standardized information services. It then clarifi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elements of the corresponding service mode include big data model, application of core
technologies, optimization of service performance, etc. Finally,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one-stop”
discovery service mode of the collection resources of digital librar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were put emphasis on from the aspects of technology, function, performance and
interaction, with a purpose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improvement of service quality of digital librar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big data;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llection resources; “one-stop”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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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一站式”发现服务

一问题，帮助人们在便捷、高效的“一站式”发现

能够有效地支撑科研、教育、学术等方面的信息应

服务中满足多样化的学术需求 [1] 。图书馆领域所谓

用，但是随着数据信息体量的不断增加，传统的发

的一站式服务，即是指通过最简便的操作，使读者

现服务很难能够在效率和效度上满足人们获取信息

迅速地检索、获取、传递、查询、复制到所需的馆

的需求，而在大数据技术应用下能够很好地解决这

藏资源，给用户提供便捷、精准、优质服务的过
程。在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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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服务能够围绕技术的聚类、分类和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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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构建完整的信息化框架模型，更是创造了以

2

“大数据”为核心的“一站式”发现服务，从而充

大数据应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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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一站式”发现服务的

分提升了馆藏资源的利用效率。依托大数据技术手

高校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发现服务在大数据应

段的同时，引入定制化的软件和人性化的服务管理

用下，能够在动态的资源整合下不断发展，通过动

模块，建立资源整合前提下的服务模式，能够进一

态分析、发现探新、需求匹配的大数据应用优势解

步迎合时代发展的需求，助推科研、教育、人文等

决发现服务效率和效度的问题，更是结合大数据技

[2]

领域的发展 。因此，在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数字

术将海量的信息资源进行处理，从 T 级到 Z 级数据

图书馆馆藏资源“一站式”发现服务模式的研究是

量的信息处理能力为“一站式”发现服务提供保

必要且必然的。

障。

1 大数据时代高校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趋势

2.1 大数据动态分析下的资源实时整合

在大数据时代，高校数字图书馆随着计算机信

随着计算机软件、硬件的发展，大数据信息分

息技术的成熟而逐渐成为具有交互功能的“信息

析处理能力不断提高，高校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发

流”平台。数字图书馆所囊括的信息不再是难以发

现服务能够借助大数据技术，在信息聚类、分类和

觉的信息资源，而是在并联和串联的数字信息中实

处理上打造专属的独立数据分析机制，这种独立是

现了交互发展，在大数据背景下的模块化、效率化

相对的独立，在发现服务中匹配动态的数据分析，

和规范化的信息服务是数字技术支撑下的主要发展

能够弥补发现系统的不足，有效解决数字文献信息

[3]

方向 。

资源处理能力的不足，进而满足实时整合的需求。

1.1 大数据覆盖的模块化数字资源管理

2.2 大数据发现探新下的资源分析处理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高校数字图书

大数据发现探新是高校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

馆的信息资源体量呈几何梯次增长，为了保证信息

“一站式”发现服务的基础，数字信息资源的“惯

资源的使用效度提高，“大数据”的应用成为了必

性检索”“经验使用”和“完整匹配”能够满足信

然。在大数据技术覆盖下，数字资源管理能够根据

息资源使用的现实需求。现阶段，发现服务系统的

信息的使用频率、结构化内容、类别属性进行模块

应用不但需要围绕用户来进行设计，更需要结合大

化的管理，在数字信息的调用上凭借便捷的信息处

数据在时效性、功能性和完整性的表现来进行完

理、完备的存储和快速的匹配使用等工作，逐步替

善，从而提高检索结果的匹配度。

[4]

2.3 大数据匹配需求下的数字人文建设

代了资源的管理和使用 。

在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数字图书馆的发现服务

1.2 大数据技术的效率化学术服务支撑
学术研究内容的复杂性、结构性和交互性很

不但能够实现精准匹配，更能够结合数据的关联性

强，传统的高校图书馆在数字资源使用上表现为耗

和延展性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推动信息资源在数字

时长和匹配低，而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能够在庞

人文层面的发展，有利于提高用户之间的交互，发

大的数字信息中迅速地为学术服务提供具有高匹配

挥图书馆在人文方面的推广需求，利用信息资源检

度和处理完毕的数字资源，根据不同学术需求构建

索的主动关联和内容的优化重组，确保发现服务系

“经验模式”下的计算机信息处理，为学术服务提

统在人文建设方面的应用效度提高。

[5]

供效率化的数字资源支撑 。

3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一站

1.3 大数据模型的规范化教育策略实施

式”发现服务模式的构建要素

高校数字图书馆的教育职能毋庸置疑，而通过

高校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一站式”发现服务

大数据模型的建立能够推动教育职能性的动态增

模式的建立能够保证数据信息资源的处理更为便

长。信息资源的规范化、结构化和标准化处理，并

捷，在用户使用、体验和反馈中清晰呈现其解决问

非是简单的信息罗列，而是根据不同性状的教育策

题的能力。如图 1 所示，“一站式”发现服务模式

略和需求来进行模板体系的设计，同时还能够辅助

的构建需要在大数据模型的构建中保证机构的联合

[6]

教科研和产学研来进行设计 。因此，在大数据背

及系统的搭建，而后在保证物理性能的前提下推动

景下，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的使用功能和效率均有

服务通路搭建，同时推动核心技术的全面应用，从

着很好的发展。

而保证“一站式”发现服务模式满足现实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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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一站式”发现服务模式的构建要素

4

3.1 机构联合下的大数据模型系统使用
高校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一站式”发现服务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一站

式”发现服务模式的构建策略

模式建立的前提是设计不同机构、数组和理化模

高校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一站式”发现服务

型，从而在多元数据库建立具有“成长范式”的大

模式的构建需要依托于大数据技术的全面覆盖，通

数据集。另一方面，高校数字图书馆要联合多方资

过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技术实现，为发现服务的综合

源，建立具有专业化的元数据仓储系统整合各类资

效能提升打造发展的优质环境。在技术、功能、性

源，通过政府、机构和图书馆联盟构建统一的数据

能和交互中打造“一站式”发现服务模式体系，梳

系统模型，利用资源之间的交互和分类保证后续使

理协调结构化的功能模块是其未来发展的必然趋

用效度的提高。

势，尽可能降低数据的管理和使用难度来满足服务

3.2 核心技术应用的发现服务功能设计

效能的提高。

高校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包含了大量的异构学

4.1 应用大数据技术，服务设计科学有效

术资源，利用大数据核心技术能够在发现系统中保

大数据技术支撑下的数字资源全面管理是高校

证数据资源建立内部的使用规范，如本地猫

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一站式”发现服务模式构建

（Worldcat Local）和普里莫（Primo）这类的系统能

的基础，数字资源管理嵌入到发现服务系统中成为

够为大数据技术开放接口和应用工具，通过大数据

必然，对于数字资源归集、整理、处理、分析乃至

技术的前端数据采集和后端代码模型实现支撑信息

反馈均依托于数理模型的智能管理，可以降低工作

使用对接，利用不同核心算法和聚类分析为用户提

成本，实现高效服务。具体实现是在计算节点、集

供便捷的人机交互，针对结果能够进行数据清洗来

群 、 机 柜 和 数 据 中 心 的 交 互 中 ， 引 入 hadoop 、

[7]

提高其质量，从而打造“一站式”发现服务 。

MapReduce 和 Spark 等相关大数据技术，结合“一

3.3 物理性能优化推动的服务通路搭建

站式”发现服务模式的终端路径来支撑数据分析，进

“一站式”发现服务的通路建设中，物理性能
和响应时间的关联性很强，有必要在构建过程中打

而形成迭代的分析，保证发现服务的功能性拓展。
4.2 匹配用户需求，服务功能优化完善

造具有联动式的物理环境支撑，如 Primo、指针搜

高校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一站式”发现服务

索、Summon、Find＋这类的发现系统，为了保证具

模式需要进一步贴合用户的需求，有效进行资源反

体相应速度的提升，有必要建立物理层面的计算机

馈和处理结果的匹配，例如推特（Twitter）的阿帕

群组来支撑高反应速率，在大数据技术的嵌入式和

奇-米索斯（Apache Mesos），这类的服务功能能够

分布式集成下，通过物理性能的提高来保证发现服

真正满足用户的需求细化分析和处理迭代，在不断

务的综合效能满足算法和时间的工作需要，进而打

的分析结果中将用户需求定位、归集、整理并提供

造具有高功率的物理环境。

发散式的关联，这也是“一站式”发现服务所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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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计划功能实现，帮助用户在既定的需求中进

径选择上，要充分利用大数据的技术手段、功能和

行数据挖掘和智能匹配，将发现服务的功能在“机

与之匹配的资源来提高发现服务的使用效度和效

器学习”中不断优化，最终建立科学、有效的服务

率，综合用户需求、性能延展和交互模式实现良好

[8]

体系 。

的“大数据”应用，从而保证在发展过程中将发现

4.3 延展结合性能，服务效率不断提升

服务模式不断进行多方面优化，与此同时也能够在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的体

大数据背景下实现数字馆藏资源的“发育”和“成

量在飞速增长，而“一站式”发现服务则需要依托

长”，真正地将发现服务的整体效能全面提升，最终

大数据分析的性能延展，在速度、效率和功能上提

推动高校数字图书馆的综合服务能力更进一步提高。

供高质量的信息反馈。具体来看，性能的延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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