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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背景下数字图书馆面临的主要问题
及其解决办法
杨茜
辽东学院北校区图书馆，辽宁 丹东 118003
摘要：随着计算机和数据库技术的发展，数字图书馆应运而生。数字图书馆具有的资源丰富、使用简便、
网络共享等特点，使其越来越受到用户的欢迎。科学技术的进步迎来了云时代，以分布式处理、并行处理、
虚拟化和网络计算等处理方式为特点的云计算在互联网上实现，为数字图书馆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本文通
过分析云计算的内涵和当前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基于云计算背景下相应的解决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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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Digital Libra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loud Computing
Yang Qian
(Library of North Campus of Eastern Liaoning University, Dandong Liaoning 11800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and database technology, digital libraries rise in response to the
proper time and conditions. Digital libraries have got more popularity from users because of their abundant resources,
convenient use, network sharing, and so on.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loud-computing era is coming. Distributed processing, parallel processing, virtualization and network computing
have already been realized on the Internet, which provides a new direction for digital libraries. Through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of cloud computing and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libraries in China, this article
proposed some solution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cloud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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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应用推

它是通过网络以按需、易扩展的方式获得所需资源，

广，信息化逐渐渗透到各个领域，且其表现形式呈现

将分布式处理、并行处理、虚拟化和网络计算以及互

多元化发展，这一现象同样体现在数字图书馆领域。

联网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信息资源提供模式。

传统的信息服务难以跟上时代脚步，自新兴的、广受

通过云计算，用户不必担心数据的安全性，可以

关注的云计算技术推出以来，基于云计算构建数字图

放心地将数字资源存储在云端。由于云计算具备动态

[1]

书馆已经越来越受到业界的关注 。1997 年，我国数

扩展、伸缩特性，随着用户的不断增长，云计算可以

字图书馆建设开始新的篇章，并将“中国试验型数字

根据不断对系统进行扩展。此外，云计算的物理资源

图书馆”作为国家重点科技项目，以推动数字图书馆

利用率高，使得其运行管理成本大幅度降低，使其在

的建设发展。近些年，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理论和实

数字图书馆构建中拥有非常好的性能价格比。

践均取得了较大进展，同时数字图书馆的内涵也在不

2

断拓展。
1

云计算的内涵
云计算是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数字图书馆的特点
数字图书馆是一道没有围墙的图书馆，是高新技

术发展的产物，涉及到数字化技术、网络技术、数据
库技术、数据挖掘技术等众多领域。它是一种集分布
式的、面向对象的、与平台无关的一整套数字化资源

基金项目：高校图书馆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项

的集合。数字图书馆的形式已经超出了传统纸质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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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数字介质为存储媒介的图书馆，它将文本、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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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组织，从位图形式的页面到经 SGML 编码的特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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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用户可以通过网络方便快捷地查阅所需信息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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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硬件、软件建设投入问题及其应对办法
资金支持是数字图书馆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物

2.1 占用空间小且不易损坏

质条件，资金不足是我国数字图书馆近十几年发展过

传统图书馆往往需要良好的环境和较大的空间

程中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数字图书馆发展中存在重

保存图书资料，传统图书资料易磨损，难以长久有效

硬件设施投入、轻软件开发，以及忽略软件与设备更

保存。而数字图书馆具有占用空间小的存储特点，相

新是否相适应等问题。虽然近年来数字图书馆建设加

比传统图书馆有着极大优势，将珍贵书籍资料存储在

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但软件开发、维护等方面的

光盘或硬盘中，使其不致因翻阅过多或保存过久而损

财力投入、人员投入同样需要加大，这就大大加重了

坏，同时所占用的物理资源相对较少。

建设数字图书馆的经济负担。因此，需要建立统一的

2.2 信息查阅检索方便且传递迅速

基础设施采购体系及其使用规划，以尽可能减少基础

传统图书馆的基础设施相对固定，需要到指定地

设施资源重复建设现象。还需要确定正确的、合理的

点才可以查阅资料，且查阅程序较为复杂，检索效率

投资策略，以保证数字图书馆正常健康地、顺利地运

不高。而依托于高速、便捷的互联网的数字图书馆，可

行。同时，可以根据数字图书馆当前或未来所需的硬

以使使用者省时省力地在网络上查阅所需信息，同时区

件功能要求，借助云计算技术对硬件性能要求低且云

别于传统图书馆的检索查阅程序，使用者只需通过电脑

计算集群服务支持的冗余特性，统一对设备进行管理

轻击鼠标、登录网站注册后，在网站上检索关键词，就

部署，共同构建基础设施。这样可以尽可能地降低云

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极大地方便了使用者。

计算图书馆的建设运行费用。此外，在建设数字图书

2.3 资源共享

馆过程中，可以广开门路，吸引社会团体、个人等资

传统图书馆的“一本书、一人看”的特点，使传

金，逐步形成以政府投放为主、社会各界参与的多元

统信息资料的利用率较低，而借助于互联网的“共享”

投资体系，同时为资金投入方和技术拥有者提供优惠

特点，数字图书馆突破了这一限制，一本书或一份珍

政策，才可能为数字图书馆建设运行提供更多的资金

贵材料可以同时供给多人查阅，实现了资源共享，提

和技术保障。

高了资源利用率。

3.3 安全问题及其应对方法

3 我国数字图书馆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其相应对策
3.1 技术问题及其应对方法

伴随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应用推广，数字图
书馆面临着日益增多的计算机病毒带来的安全问题。

技术支持是建设数字图书馆的基础条件之一。数

2008 年相关部门总结发现我国计算机病毒的三大特

字化技术、导航技术、远程访问技术、存储技术、搜

征：病毒制造的模块化、专业化以及病毒“运营”模

索技术等都是设计构建数字图书馆过程中不可回避

式的互联网化。具有这些特征的攻击性病毒让数字图

的技术问题，同时信息管理问题、信息安全问题以及

书馆的网络管理与维护更加复杂，也使得用户的数据

[2]

版权问题等也是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数字图书馆

安全面临风险。云计算背景下，数字图书馆的数据实

的终端设备往往以电脑为主，而要保证图书馆长久顺

行集中储存、统一管理、分配资源、均衡负载、控制

利运行，就必须花费大量物力、财力对终端升级、更

安全、实时监控，使得用户数据在最大限度内得到安

新、维护。而引入云计算技术，采用大规模分布式处

全保障 。

理技术和虚拟化技术等高新网络技术，可以将多个相

[3]

虽然云计算能够为图书馆提供较好的安全保障，

同功能的服务器虚拟化一个个虚拟服务器，以形成逻

但建设运行维护过程中，也应当注重数据库备份和恢

辑意义上的服务器群，同时向外部提供资源访问接

复工作，用虚拟化的海量存储技术进行管理，利用云

口，这就解决了以往数字图书馆的问题，极大地节省

计算的校验技术和镜像技术进行容错分析，在两套不

了人力、物力、财力，更是充分地发挥出数字化图书

同的设备中维护相同数据，以避免因为设备受损而无

资源共享的优势。虽然引入云计算技术构建数字图书

法访问数据的现象发生。

馆会遇到各种问题，同时，我国数字图书馆起步较晚，

3.4 受众层面不广及其应对方法

这就更需要不断地吸收发达国家的最新的技术成果，

我国目前阶段数字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内容和手

并加以改造，开发出具有我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产权

段较为单一，服务大多都是参考咨询、联机目录查询、

的信息网络平台。

文献检索等，服务方式较为被动。而随着用户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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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需求，数字图书馆的传统服务越来越难以吸引

3.6 版权问题及其应对方法

不同研究方向、更多层次的用户，而这给云计算背景
下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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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知识共享带来的版权矛盾日益突出，
这也体现在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发展过程中，同时这也

云计算数字图书馆只需根据自身的需求，通过购

是限制数字图书馆进一步发展提升的重要因素。云时

买云服务商的云服务，或与其他图书馆、组织机构联

代的到来，需要更多地思考当前如何在云计算数字图

合开发云计算平台，再重组服务模块，为用户提供软

书馆的建设、运行中更为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这是

件服务接口，就可以实现业务升级和信息服务共建共

不可回避的问题。云计算数字图书馆的版权保护主要

享。从用户层面来看，因为云计算数字图书馆的云服

体现在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等方面。建立较为健全的、

务端可以对信息资源和用户配置信息进行实时保存，

行之有效的版权保护体系，明确版权各方的法律关

这极大地满足了不同学科、不同层次的用户的信息需

系、权利、义务等，将会加快推进我国云计算数字图

求，让用户能够享受到针对性强、特色多样的信息检

书馆的建设脚步，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数字图书馆更

索、知识挖掘、数据分析等服务，这样就可以吸引更

加平稳、顺利地运行发展。

多的用户群体，给数字图书馆未来多元化的发展提供

4

契机。
3.5 区域建设问题及其应对方法
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存在一定差异，

小结
云计算技术为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全

新模式，以用户需求为主体的服务内容、方式呈多样
化发展。但要真正地实现从传统数字图书馆向云计算

相应的资源配置、网络建设发展程度、数字图书馆的

数字图书馆的转变，还需要更好地引用云计算技术，

建设脚步也存在差异。因而不同区域的珍贵图书资源

解决现有云计算技术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不断吸

就无法实现共享，这样造成了珍稀资源的浪费。推动

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成果，促进我国数字图

区域数字图书馆建设，共建统一的图书馆平台，不仅

书馆的整体服务功能和市场竞争力逐步提升。

能够实现资源共享，而且能够更多地推动区域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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