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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存储技术的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
安全保障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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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应对快速变化的互联网环境，提高图书馆馆藏资源的安全性，文章对基于云存储技术的
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安全保障体系进行了研究。文章介绍了云技术的分类及其原理；从支持多种智能终
端、支持本地网络运算、安全适用性 3 个方面，分析了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安全保障体系的功能需求；
从系统框架、网络协议、虚拟环境 3 个方面对其构建方式进行了阐述；通过图书馆数字资源授权访问服
务、电子阅览室服务、馆员自动化办公服务 3 项应用，探究了该体系在数字图书馆的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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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ecurity Assurance System of Collection Resources of Digital Libraries Based on Cloud Storage
Technology
MENG Yi-qi
(Library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15004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rapidly changing Internet environment and improve the security of
library collection resources, this article studied the security assurance system of digital library collection
resources based on cloud storage technology, introduced the classification and principles of cloud technology,
and analyzed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security assurance system of collection resources of digital
libraries from the aspects of supporting multiple intelligent terminals, supporting local network computing
and security applicability. Then it expounded its construction mode from the aspects of system framework,
network protocol and virtual environment, and explored the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the system in digital
libraries from digital resource authorization access services, electronic reading room services and librarian
automate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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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快速变化的互联网环境，数字资源的安全

藏资源提供安全保障，实现馆藏资源安全存储 [1] 。

需要有效保障，而网络病毒的侵扰以及不成熟、不

云存储技术是在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基础上

完善的服务系统，使数字图书馆在馆藏资源安全保

发展形成的新技术，是面向网络空间大规模数据应

障方面往往力不从心。为此，我国部分图书馆引入

用的一种新兴存储技术，帮助互联网企业解决海量

云存储技术，打造馆藏资源安全保障体系，试图为馆

数据资源的存储难题。在体系上，云存储技术是指
通过大规模网络集群应用、网络技术及分布式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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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将网络空间中的大量存储设备通过系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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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起来，协同工作，向外提供数据存储服务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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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访问的功能系统[2]。

设。数字图书馆若想基于云存储技术构建合理的馆

1 云存储技术的分类及原理

藏资源保障体系，不仅要了解云技术产品的市场服

1.1 云存储技术分类

务情况，还要关注基于云技术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

云存储技术面向用户及企业提供服务的方式包
括云计算综合类产品，如便携式移动“云”、企业

保障体系的功能需求。
2.1 支持多种智能终端

“云”、智能交互“云”及满足社交软件（QQ、微

数字图书馆应用云存储技术主要为馆藏资源存

信、微博）海量数据存储应用的计算“云”。云存

储创造便利条件，保障馆藏资源安全。数字图书馆

储技术主要面向互联网企业及政府机构提供云计算

传统馆藏资源保障体系主要应用自建数据库或实体

服务，包括云存储、云空间、云访问、云测试、云

存储的方式建设，依靠管理制度及用户身份验证提

开发等，借助分布式存储体系或云计算系统为企业

供安全保障，分为实体借阅与电子文献获取 2 种模

用户提供大规模数据存储服务，解决企业存储空间

式，用户多依靠电子终端自行下载文献，也可将其

不足的问题。云测试、云开发是基于计算机创造的

看作是用户服务终端。但这种终端服务模式的建

虚拟环境进行的软件测试与开发服务，依托云计算

设，需要图书馆设置大量服务端口，且不同的服务

系统在“云端”进行，帮助企业降低软件开发测试

端口具有不同的应用标准。但服务终端面向的用户

[3]

成本 。

类型不同，应用的操作系统种类众多，受到硬件条件

1.2 云存储技术原理

的限制，很难针对用户服务端口进行统一管理 [5] 。

云存储技术是分布式处理、并行处理和网格计

虽然后期数字图书馆用户服务体系的建设实现了各

算相结合的产物，划分为业务应用层、访问接口

种应用端口标准的统一，但面对海量的馆藏资源实

层、管理调度层、存储层 4 个部分（见表 1），根

现分类管理给图书馆员带来了较大的工作压力，对

据互联网的运行特点，将网络空间庞大的计算处理

图书馆员的信息技能也具有较高的要求。由此，数

程序拆分成若干个子程序，再将各子程序分布处理

字图书馆迫切需要云存储技术，实现馆藏资源云存

到多部服务器组成的庞大运算网络中，经过分析计

储与服务端口的统一管理，消除不同端口的功能差

算后，回传给用户。结合云存储技术，网络服务商

异，对馆藏资源实现安全管理，对资源进行统一分

在数秒内处理大量信息资源，达到与“超级计算

配，提高馆藏资源利用的灵活性，使用户获取馆藏

机”相同的数据处理规模，为用户在短时间内提供

资源更为便捷。

大量网络服务，针对用户的回访和对外服务，在系

2.2 支持本地网络运算

统中提供专门的访问接口，保障存储数据的安全，设
[4]

基于云存储技术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保障体系

定专门的权限，方便用户随时提取有价值的资源 。

建设并非是数字图书馆与云存储技术简单相加，需

表 1 数字图书馆云存储技术原理

要结合本地用户群与数字网络及云服务器进行整

实现层次

实现方式

业务应用层

大数据检索，智能分析，远程授权访问，视频资源库

合理调动本地网络中软硬件资源，并且使用本地服

访问接口层

ISCSI / NFS/ CIFS / FTP / HTTP / API

务网络时，对各类馆藏资源实现分布式存储，增强

分布式文件系统、对象化存储、多副本/纠删码冗余、

数字图书馆的终端服务能力，减少数字图书馆的运

故障保护、负载均衡

行载荷压力。数字图书馆应用云存储技术时，要考

存储虚拟化，设备管理，状态监督，升级维护；

虑到云计算与数字系统的衔接情况，分析云计算能

存储设备（IP SAN / FC SAN /NAS）

否与第三方服务设备有效对接，能否被图书馆二次

管理调度层

存储层

2

合，支持本地网络运算。数字图书馆的云服务器要

基于云存储技术的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安全保障

体系的功能需求
基于云存储技术的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保障体

开发使用，是否满足用户便捷获取馆藏资源需求，
是否具备较强云计算能力。只有在满足上述这些条
件时，才能发挥云存储技术的优势，实现对数字图

系具有广阔的应用场景，目前众多服务商纷纷投入

书馆馆藏资源的安全保障[6]。

到云存储技术研究中，并推出了众多云存储技术产

2.3 安全适用性

品。我国部分图书馆也着手对该技术进行研究，旨

基于云存储技术的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安全保

在利用云存储技术全面加强馆藏资源保障体系建

障体系应具有安全适用性，便于技术人员维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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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数字图书馆而言，云存储技术实现对馆藏资源的

分布式存储和处理，提高了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去

分布式存储与安全管理，适用于不同种类馆藏资源

除冗余数据，提高数字图书馆的使用性能。

的存储。系统设置应简单实用，具有清晰的操作流

3.2 网络协议

程与规范。对用户而言，基于云存储技术的馆藏资

数字图书馆借助网络协议使自身的云存储平台

源保障体系能更为有效地保护个人隐私，安全性较

与本地网络实现对接，实现云端与客户端之间的数

高。在资源安全防护方面，数字图书馆基于云存储

据传输，保障了馆藏资源存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技术对重要馆藏资源通过数字化加密方式，保障其

数据传输内容涵盖影音图像资料及数字信号，是数

存储与获取安全。在馆藏资源利用方面，用户使用

字图书馆馆藏资源保障体系运作的前提与基础，网

资源具有便捷的程序，能借助智能终端便捷获取资

络协议内容关系到图书馆用户的服务体验。不同数

源。同时，馆藏资源保障体系具有良好的系统管理

据层之间的网络传输协议以及依靠云存储实现的数

功能，在支持外部控件功能延伸的同时，也能有效

据管理协议，在用户使用云平台方面有差异，在使

促进数据传输，限制外部数据流的进入，保障资源

用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功能与效果。借助云传输协

在传输过程中的安全，加强对数据传输的安全防

议，图书馆云平台与本地服务器连接，实现对馆藏

护。

资源的封装、压缩、加密与远程传输。

3

3.3 虚拟环境

基于云存储技术的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安全保障

体系的构建方式

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安全保障体系的核心是虚

云存储技术改变了数字图书馆传统馆藏资源存

拟环境的设置，实现云存储及数据云的信息传输需

储模式，实现了馆藏资源的分布式存储与安全管

要大量应用虚拟机技术，使用虚拟机创设虚拟环

理，借助多种智能终端使用户便捷地获取馆藏资

境，为云服务提供保障。目前常用的虚拟机技术包

源。数字图书馆基于云存储技术建立馆藏资源保障

括微软的 Hyper-V、VMware vSphere 等。数字图书

体系，就要利用该技术完善系统框架，设置云计算

馆可以利用 Hyper-V 建立虚拟机，在满足全面使用

虚拟环境，并引入相关网络服务协议。

动态资源的基础上，对虚拟机中的云平台进行管

3.1 系统框架

理，使虚拟机与本地服务网络对接，依托虚拟环境

基于云存储技术的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安全保

为用户提供云服务，使用户便捷获取馆藏资源[7]。

障体系的系统架构，是指对相关的硬件设备、服务

4

器、软件设备、网络资源进行整合设计。系统架构

体系的应用实践

基于云存储技术的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安全保障

的实现，一方面可以利用云存储技术实现对用户服

云存储技术在数字图书馆的应用，为馆藏资源

务的保障，另一方面可以开发云技术产品，优化图

安全提供了保障，解决了长期困扰图书馆员资源安

书馆数字管理设备，为满足用户的专业化资源需求

全管理的问题，使用云平台对馆藏资源进行统一管

提供保障。典型的云存储技术平台分为云平台和云

理，提高馆藏资源存储效率。云存储技术分为 GB

终端 2 个部分，对不同的软硬件实现针对性管理，

（千兆）级、TB（千千兆）级等多种方式，数字图

部分终端还可支持用户的额外服务（见图 1）。

书馆需要根据自身馆藏资源规模选择使用。
4.1 数字资源授权访问服务

云平台
分布式存储设备

云终端
计算机服务设备

数字图书馆的传统信息资源服务，大多采用 IP
授权的方式，这要求图书馆要购置价格昂贵的代理
系统，若用户缺乏授权访问账号也难以快速获取资

数据交换机

源，而这类系统除计算机终端外其他设备无法使
服务设备集群

移动服务终端

网络交换机

用。基于云存储技术馆藏资源保障体系的设置改变
了这种服务方式，建立了数字图书馆云服务平台。
用户可以利用任何智能设备，如个人计算机、智能

图 1 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保障体系的系统框架

手机，在互联网环境下访问数字图书馆云平台，获

系统架构中的各个云产品的功能不同，它们实

得虚拟化馆藏资源。在这个过程中，用户只需要根

现数据的高效存储、计算与输出，对馆藏资源进行

据本地网络服务协议，下载安装相应的客户端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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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数字图书馆云平台，跳过了服务授权环节，资

置，建立了相对自由开放的安全保存体系，降低了

源获取更为便捷。

图书馆馆藏资源的储存成本，使图书馆员的工作更

4.2 电子阅览室服务

具灵活性。

基于云存储技术的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安全保

5 小结

障体系为图书馆面向用户提供电子阅览室服务创造

基于云存储技术的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安全保

了有利条件。数字图书馆在建立云平台后，用户可

障体系，使用虚拟机技术构建虚拟云环境，设置网

以在任用场馆内计算机终端访问馆藏资源，或者通

络服务协议，进行授权访问，满足了复杂信息环境

过图书馆提供的电子阅览室，使用数字图书馆云平

下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安全存储的需要，极大提高

台获取虚拟资源。用户还可以在图书馆的协同下，

了数字图书馆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了数字图书馆馆

足不出户建立云阅读模式，依托个人计算机授权，

藏资源的管存成本。云存储技术为数字图书馆实现

随时随地访问图书馆云平台，获取资源。传统的电

馆藏资源的有效管理提供了灵活的方式，符合移动

子阅览室服务需要数字图书馆付出较高的维护成本

互联网时代用户的个性化资源获取习惯，加强了数

和经费支出，在电子阅览室维护过程中，还经常会

字图书馆与用户之间的联系。

出现设备损坏及人员不足的现象。依托云存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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