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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   

一、硬件设施建设

�0�� 年，国家数字图书馆机房、服务器、网络、存储等硬件基础设施已渐成一体化。从技术

上对部分硬件基础设施完成升级，保障全馆业务和读者服务工作持续正常和稳定运行。

（一）网络建设

继续加强提升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服务质量，利用多种技术手段提高互联网带宽利用率。�

月，国家图书馆互联网出口总带宽由 �00Mbps 扩容到 �.�Gbps。� 月 � 日，无线网络取消网络密

钥的使用，实现读者卡号 + 借阅密码一次完成读者认证，同时实现将无线网络的读者年龄范围限

制在 �� 岁以上。

（二）机房建设

�0�� 年实现春秋两季停电检修机房设备不停机。完成文化部信息中心托管项目，新增机柜 ��

台，服务器 �0 余台，共计布线 �000 余米。

（三）存储建设

国家图书馆建有磁带库、磁盘阵列、光纤导向器组成的整体存储系统，总存储量达到

���0TB。其中磁盘阵列总容量已达 ��0TB，为多个应用系统提供存储空间；共有 � 台磁带库用于

离线存储，总容量 ���0TB，主要用于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

二、数字资源建设与发布

（一）数字资源建设

截至 �0�� 年年底，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达 ���.�TB（较 �0�� 年总量增长 ��TB），主要

来源为电子报纸呈缴 �.�TB、外购数据库 ��TB、馆藏特色资源数字化 ���.�TB、征集数字资源

��TB、网络导航和网络资源采集 ��.�TB。其内容单元主要包括：电子图书 ��0.� 万种 �0�.� 万

册，电子期刊约 �.� 万种，电子报纸约 �.� 万种，学位论文约 ���.� 万篇，会议论文约 ���.� 万篇，

音频资料约 �0�.� 万首，视频资料约 ��.� 万小时（讲座按每场 � 小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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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报纸呈缴

截至 �0�� 年年底，国家图书馆接受电子报纸呈缴 ��� 种，存储量 �.�TB。

�. 外购数据库

截至 �0�� 年年底，国家图书馆外购数据库共计 ��� 个，包括中文数据库 ��� 个、外文数据库

��� 个。其中，已完成本地镜像数据库 �� 个（占全部数据库 �0.�%），占用本地存储约 ��TB。

外购数据库相关数据见下表。

外购数据库类型及数量

数据库类型 中文库数量 外文库数量

全文数据库 �� ��

文摘 / 索引数据库 �� ��

数值 / 事实数据库 �� ��

多媒体数据库 �0 0

工具型数据库 � �

复合型数据库 0 ��

合计 ��� ���

外购数据库所含主要内容单元及数量

文献类型 中文数量 外文数量 合计

电子图书 ��.� 万种 / ��.� 万册 ���.� 万种 / ���.� 万册 ���.� 万种 / ���.� 万册

电子期刊 �.� 万种 �.� 万种 �.� 万种

电子报纸 0.� 万种 �.� 万种 �.� 万种

学位论文 ���.� 万篇 ��.� 万篇 ���.� 万篇

会议论文 ��� 万篇 ��.� 万篇 ���.� 万篇

音频资料 ��.� 万首 0 首 ��.� 万首

视频资料 �.� 万小时 0 小时 �.� 万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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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资源

截至 �0�� 年年底，国家图书馆特色数字化资源全文超过 �.� 亿页，资源存储量计 ���.�TB，

包括：现代文献（电子图书 ��.� 万种、��.� 万册、�����.� 万页，博士论文 �� 万种、����.� 万

页，音频资料 ��.� 万首，视频资料 �.� 万小时等），民国时期文献（民国图书 �.� 万种、���.� 万

页，民国期刊 ���� 种、�0� 万页，民国法律 �.� 万件，年画 �0� 种、��� 幅，海外民国文献数

字化 ��� 种、�.� 万页等），善本古籍（甲骨实物影像 ���� 种 �.� 万幅，甲骨拓片影像 ���� 种、

���� 幅，敦煌写卷书目数据 �.� 万条、全文影像 �0.� 万拍，石刻拓片影像 �.� 万种、�.� 万幅，地

方志全文影像 ���� 种、��� 万页，地方志全文文本 ���� 种、���.� 万页，西夏文献全文影像 ��� 种、

��0� 页，西夏论著全文影像 ��0� 种、���� 页，善本老照片 ���� 种、���� 幅，永乐大典 �� 种 �.� 万

页，宋人文集 ��� 种、��.� 万页，海外回归古籍善本 ���� 种、���.� 万页，中国古代典籍 �0��

种、� 亿字等）。

�0�� 年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全面开展，资源种类更为丰富，服务手段更加多样，进行

�0�� 年数字资源建设专项任务的验收和 �0�� 年数字资源建设专项任务的开展，资源建设量达到

��TB，同比下降 ��.��%。

�0�� 年国家图书馆通过特色馆藏资源数字化、地方馆数字资源征集、国内外机构合作共建等

方式继续进行数字资源建设，馆藏特色资源数字化仍是国家图书馆自建数字资源的主要建设方式。

除延续性数字化任务外，还首次开展海外民国文献数字化、国家珍贵古籍数字化，重新启动新标

准规范下的馆藏音像资料数字化。年内数字资源建设量 ��0��GB，其中现代文献、善本古籍、征

集资源分列资源建设量的一至三位。民国文献资源建设量创历年新高，达 ����GB；征集资源建

设量同比增加 ���%；视频资源和特色资源建设量与往年基本持平；现代文献和善本古籍资源建

设量同比减少 ��% 和 ��%。不同类别的资源建设量如下：

现代文献（中文图书 ����� 册，其中图像扫描 ���.� 万页、全文识别 �.�� 亿字；博士论文

���� 种 ��.� 万页）资源建设量 �����GB。

民国文献（民国图书 ����� 种、����0 册、���.� 万页；海外回归民国文献 �.� 万页）资源建

设量 ����GB。

善本古籍（甲骨拓片影像 �00 种、�0� 幅，敦煌写卷全文影像 �.� 万拍，地方志全文文本

�� 种、��� 卷、� 万叶，家谱谱系整理 �� 种，善本缩微胶卷转换 �� 种、���� 册、�0.� 万页，

哈佛燕京古籍善本 ��� 种、�.� 万页，世界数字图书馆珍稀善本 �0 种）资源建设量 �����GB。

视频资源（业务培训讲座 �� 场，学术讲座 �00 场，文津讲坛 �0 场，重大活动专题片 �� 部；

国家图书馆专题片 � 部）资源建设量 ���GB。

特色资源（手机门户特色资源视频 ��� 场，学位论文 �0��� 种；法律法规信息服务系统特色

资源 � 种、��0� 条；文教培训平台课件 ��0 场；援疆期刊 �� 种、��� 期、���� 页）资源建设量

���GB。

征集资源（来自 �� 个地方馆、�� 个资源包的家谱、地方志、民国文献、中文图书、老照片、

科普、少年儿童资源、少数民族资源、专题视频资料、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馆藏特色资源）资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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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量 �����GB。

数字化资源通过互联网、移动通信网、广电网等渠道以及触摸屏、智能手机、数字电视等

终端，向读者提供海量知识信息。文献数字化继续在特色馆藏资源建设、读者服务与社会教育、

珍贵馆藏文献保护、新媒体技术应用、海外中华文献回归、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等领域发挥重

要作用。

�0�� 年不同类型自建数字资源建设量分布

�0�� 年不同来源自建数字资源建设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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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年自建数字资源建设量对比（一）

�0�0—�0�� 年自建数字资源建设量对比（二）

�. 网络信息资源建设

�0�� 年，图书馆学导航维护数据 �� 条，删除数据 �� 条，截至 �0�� 年 �� 月 �� 日，全库总

量 ���0 条，与 �0�� 年相比减少了 0.�0%。图书馆学新闻全库总量维持 ���� 条，与 �0�� 年比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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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变化。农林导航资源本年度维护 �0� 条，删除 �0� 条，全库总量 �0�� 条，与 �0�� 年相比减少

了 �.��%。电子报刊导航本年度维护 ��� 条，全库总量 ���� 条。

政府公开信息新增 �0��0� 条，截至 �0�� 年 �� 月 �� 日，全库总量 ������� 条，与 �0�� 年

相比增加了 ��.�0%；政府公报新增 ���� 期，全库总量 �� 种 ����� 期，与 �0�� 年相比增加了

��.��%。

网络信息资源采集与保存项目新增政府网站数据 ��.�0� TB，新增专题 �� 个，数据量

0.���TB。截至 �0�� 年 �� 月 �� 日，网络资源总数据量达到 ��.���TB，与 �0�� 年相比增加了

��.��%，其中政府网站 ��.���TB，占总量的 ��.��%；专题 �� 个，专题总数据量 �.���TB，占总

量的 ��.0�%。

�. 国家图书馆公有领域图书版权筛查工作

�00� 年 � 月国家图书馆策划并实施“国家图书馆公有领域图书目录征集项目”，�0�� 年更名

为“国家图书馆公有领域图书版权筛查项目”，搜集并制作民国以来已进入公有领域的由国家出

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出版机构在国内正式出版、公开发行（包括限国内发行）的汉语版图

书目录。�0�� 年，该项目的第五期工作完成，首次对即将进入公有领域的相关书目进行征集并标

识，完成征集 ����� 条书目数据和规范数据。截至 �0�� 年 �� 月 �� 日，� 年共确认公有领域书目

数据累计达到 ������ 条，其中包含名称规范数据 ���� 条，书目数据 �0���� 条，即共有十万余种

确定无版权侵权之虞的图书，可以通过国家图书馆的网站向广大读者提供服务。此外，将前五期

书目数据分别与数字化图书数据、数字化民国图书、征集民国图书、缩微民国图书进行比对，确

保书目数据的准确性和可用性。根据数字化加工的系统性和阶段性目标，制定优先数字化图书的

遴选原则，通过查重比对甄选出 �0�00 种公有领域图书开展数字化加工，为今后的开发利用工作

奠定坚实基础。

国家图书馆公有领域图书版权筛查项目征集量明细表

项目期数 时间 书目征集数量

一期 �00� 年 ��� 条规范，�00�� 条书目

二期 �00�—�0�0 年 ���� 条规范，����� 条书目

三期 �0�� 年 ��� 条规范，��0� 条书目

四期 �0�� 年 ��� 条规范，����� 条书目

五期 �0�� 年 ���� 条规范，����� 条书目

总计 ���� 条规范，�0���� 条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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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相关图书授权工作

自 �00� 年启动“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评选工作以来，在历届评选中国家图书馆先后争取

到 ��0 余种图书数字版权的无偿授权。为持续增加无偿授权资源，�0�� 年，国家图书馆开展第七

届、第八届文津图书奖相关图书的授权工作，分别联系 �� 家出版社 �0� 种图书洽谈数字版权无偿

授权事宜。截止到 �0�� 年 �� 月 �� 日，完成 �� 家出版社 �� 种图书数字版权无偿授权工作，为今

后继续开展此类版权授权工作奠定基础。此外，为保障今后文津图书奖评选顺利开展并扩大宣传

影响，上报《文津图书奖评选活动参评图书著作权许可使用协议》范本，加强授权工作规范化管

理，并按照版权捐赠管理流程向授权者颁发荣誉证书。

�. 数字资源征集工作

�0�� 年国家图书馆面向全国副省级以上公共图书馆、国家数字图书馆分馆、部分少年儿童图

书馆、部分社会机构进行数字资源征集，共征集符合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要求的 �� 个资源

包，包含近 �.� 万种内容单元，覆盖地方文献、非物质文化遗产、少数民族资源、老照片、碑帖、

家谱、图林拾珍、历史文化、科普资源等 �0 个主题类型。同时，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合作模式

取得突破，已得到首批从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征集的 ��� 册中文图书数字版权授权。所征集数字

资源获得授权并通过计算机网络、新媒体等途径向国家图书馆注册用户和合法授权用户提供阅览

服务。依据国家图书馆相关数字资源建设规范以及数字资源整合发布要求，对数据的图像和视频

质量、元数据质量、说明文件质量、存储介质以及版权状态进行检查，完成验收的资源及时提供

发布服务，揭示渠道包括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列表（http://dportal.nlc.gov.cn:����/zylb/zylb.htm）、

读者门户（http://mylib.nlc.gov.cn/web/guest/reader_login?redirect=/web/guest/home）、数字资源征集

页面（http://www.nlc.gov.cn/dsb_zx/dsb_szbqzj/）。

征集资源2013年度验收情况

验收资源量

资源种数 ����� 种

版权证明材料 ��� 份

长期保存图书类 ������ 页

长期保存图片类 ����� 幅

长期保存音视频类 ����0 分钟

长期保存存储量 �.��TB

发布服务图书类 ������ 页

发布服务图片类 ���0� 幅

发布服务音视频类 ����� 分钟

发布服务存储量 0.��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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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版权捐赠工作

�0�� 年，国家图书馆继续拓展版权授权渠道，加强捐赠版权的规范化管理，上报《国家图书

馆接受作品版权授权与转让管理办法》，其内容纳入《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版权管理办法》正式颁

布。国家图书馆通过主动寻访、发布和寄送《版权征集启事》等方式扩大版权捐赠宣传，动员权

利人追加作品和版权捐赠。截止到 �� 月 �� 日，全年答复 ��� 次版权捐赠咨询，��� 种图书正式

签订捐赠版权合同，� 种在版式权保护期内的图书获得版式权授权，近百种图书进入文献数字化

加工流程。改版“数字版权征集”页面，细化数字版权捐赠流程，增设“版权捐赠荣誉榜”，及时

公布捐赠信息，首次实现 ��� 种无偿授权图书的全文揭示，充分利用资源并鼓励权利人捐赠，受

到读者和权利人欢迎。

（二）数字资源发布

截至 �0�� 年年底，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发布总量达 ���TB（比 �0�� 年增长 ��.�TB），占数

字资源建设总量的 ��％。其中，馆域网发布服务占发布资源的 ��.�％，互联网远程授权访问占发

布资源的 ��.�％。已发布数字资源的内容单元包含：电子图书 ��� 万种、��0.� 万册，电子期刊约

�.� 万种，电子报纸约 �.� 万种，学位论文约 ��� 万篇，会议论文约 ���.� 万篇，音频资料约 ��.�

万首，视频资料约 �.� 万小时。

�. 电子报纸呈缴

国家图书馆接受呈缴的电子报纸 ��� 种，其中 �� 种实现馆域网发布，数据量 �.�TB，占全部

缴存报纸种数的 ��.�%，占缴送数据总量的 �0.�%。

�. 外购数据库

��� 个外购数据库均已在馆域网发布。其中，��� 个数据库授权许可馆域网服务，占全部外购

数据库的 �0.�%。��� 个数据库授权许可互联网远程访问，占全部外购数据库的 ��.�%。

�. 馆藏特色数字化资源

国家图书馆已发布馆藏特色数字化资源存储量为 ���.�TB，占全部馆藏特色数字化资源的

��.�％。

�. 征集资源

征集数字资源类型及格式多样，资源建设和发布的统计工作需求复杂，发布前的验收和整理

工作周期较长，已发布资源的存量约为 ��TB，占全部征集资源存储量的 ��.�%。

�. 网络导航和网络采集资源

网络导航数据采取建设即发布的方式，并保持定期更新维护，全部实现互联网服务。网络

资源采集发布资源的存储量为 �.�TB，占全部网络资源采集存储量的 ��.�％。相关统计数据见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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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来源数字资源建设和发布情况汇总表

资源类型 建设数量
存储量

（TB）
发布数量

发布存储量

（TB）

发布比例

（％）
备注

呈缴（电子报） ��� 种 �.� �� 种 �.� �0.�

外购数据库 ��� 个 �� ��� 个 �� �00

存储量只含镜像

到本地存储的数

据库

馆藏特色数字化

资源
－ ���.� － ���.� ��.�

征集 － �� － �� ��.�

网络导航和网络

资源采集

� 万项导航

� 万个政府网站

��� 种电子报

�� 个专题信息库

��.�

� 万项导航

��� 种电子报

�� 个专题信息

�.� ��.�

合计 － ���.� － ��� ��
发布比例按存储

量统计

三、应用系统和平台建设

（一）读者门户系统建设完成并提供服务

国家图书馆读者门户系统基于先进的 UniEAP 平台架构，集多种功能于一身。

在资源导航服务方面，读者门户系统实现按每个专题库、按中图分类法进行分类导航，特别

对博士论文专题库，实现按照论文所属机构、学科的分类导航。在资源展示上，配合以书封缩略

图展现的形式进行资源信息的详细展现，同时会显示与此资源相关的评论信息。对读者访问较多

的热门资源，实现自动推荐，引导读者阅览。

在资源检索服务方面，系统提供拼音检索服务，读者可以通过拼音作为检索词进行检索，可

通过简繁体通检，满足读者进行繁体字的检索；实现年号及纪年转换，降低古籍中时间检索难

度；实现实时关键词录入提示，系统根据其他检索经验的历史数据自动为读者进行关键词推荐与

提示；检索历史快速操作，系统为读者自动记录检索历史，并实现基于检索历史的二次检索或更

深层次的递进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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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在线阅读服务方面，基于 FLEX 技术实现音频、视频、图片、文本等多种格式的统一

展示，并利用缓存技术实现浏览资源对象时前后翻页平滑顺畅，在对象展示上给读者以全新的体

验，相比原来的特色资源发布服务系统在功能和性能上都有较大的提升。支持 DRM（数字版权加

密保护技术）控制的数字对象阅读播放功能，并实现基于读者角色、专题库、版权类别的资源访

问控制策略配置，可精确到页（图书）、秒（音视频）、张（图片），实现了资源访问控制细颗粒度

控制。

在资源发布的功能方面，广泛适应图书馆各类型资源的发布需求，以较高的效率实现数据发

布操作。后台管理工具，以监控、统计等工具实现系统操作的合理化管理。细化到一本书的访问

控制策略，极大地提高系统的安全性。数据发布的灵活性可以实现远程资源镜像的功能，从而为

更多的图书馆进行资源服务。在与实体馆资源的关联功能上，系统实现仿实体馆功能可实现电子

资源副本控制、电子资源预约控制、资源到期归还控制。

在与应用系统的接口方面，与统一用户管理系统进行接口集成，实现互联网读者与到馆读者

的访问分流；与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系统进行接口集成，实现在读者门户上可在线申请所阅读资

源的文献传递；与“国家数字图书馆运行管理平台”接口集成，为运行管理平台提供资源发布量、

读者访问量等统计信息。

（二）统一用户管理系统建设

统一用户管理系统是将国家图书馆所有读者用户进行统一管理，完成用户实名注册和认证等功

能的综合性系统。截至 �� 月 �� 日，系统总注册人数 ������0，其中物理卡注册读者 �������，实名

注册读者 �0����，非实名注册读者 ���0��。总注册人数较 �0�� 年增长了 �0%。

�. 进行系统架构优化，部署数据库双机环境，提升系统可靠性。

�. 读者权限管理。物理卡用户远程可访问资源 ��� 个（中文 �� 个、外文 �� 个、自建 �� 个），

实名注册用户远程可访问资源 �0� 个（中文 �� 个、外文 �� 个、自建 �� 个）。

�. 读者服务。�0�� 年 � 月至 �0 月，共回复读者意见 �00 余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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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唯一标识符系统建设完成

唯一标识符系统自建设开始，就被视为是与国家数字图书馆核心业务系统配套的重要系统，

该系统于 � 月在国家图书馆正式上线运行，面向全球提供中文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的注册和解析

服务。

（四）文津搜索系统运行管理

�0�� 年，文津搜索系统实施功能优化与完善，数据整合更新与管理，规范运行管理。

功能优化与完善。文津搜索系统上线后持续进行功能优化，根据读者使用体验不断进行系统

完善工作。增加基于数据挖掘的相关推荐与相似推荐功能、ALEPH 篇名数据展示功能、登录用

户收藏资源功能、后台管理用户删除功能及数据屏蔽生效等新功能。配合国家图书馆互联网新增

IP 网段设置，调整系统配置，使系统能够准确识别用户访问 IP。对系统中来源数据库名称进行优

化，做好各系统统一标识，方便读者使用。根据读者使用反馈，对读者意见进行分类整理，确定

解决方案，优化完善系统功能。

数据整合、更新与管理。文津搜索系统整合国家数字图书馆自建和外购的各类数字资源，

�0�� 年完成了联编数据、ALEPH 目次数据、ALEPH 篇名数据以及其他自建数据的整合，完成了

知网数据库、国研网国图、网上报告厅，新增方正工具书、方正年鉴等 �� 个中文数据库数据整

合，完成了电子漫画馆、中华数字连环画阅览室、北大法宝数据库等 �� 个中外文数据库新库的数

据整合准备工作，未来将通过接口方式，按照周更新方式继续完成各类数据库的整合工作。同时

已整合的各类数据库完成全量数据更新，以及系统功能优化。此外，本年度文津搜索系统配合其

他各类系统，完善数据管理，配合 ALEPH 系统实现单点登录功能的实现，完成联编数据全部馆

藏信息 url 数据更新，实现单次登录自动跳转。制定数据交接单，进行各类资源数据更新原始数

量、入库成功数量等的管理与记录。

规范运行管理。文津搜索系统运行管理工作包括硬件和系统软件的管理、应用软件的运行管

理以及外联系统接口管理。�0�� 年文津搜索系统规范各类运行管理工作，对 �00 台服务器和相关

设备进行核查，核实并记录所有服务器的分配和使用情况。通过后台管理平台对硬件设备进行监

控，对故障设备进行处置，保证系统稳健的硬件运行环境。安装部署 VPN 和 FTP 服务器，配合

进行数据交接和系统运维。制定文津搜索系统的每日监测及定期巡检策略，采用自动和手动相结

合的方式对所有应用软件及资源库进行巡检，实现对 �0 个数据库和 �� 个图书馆 OPAC 链接的自

动巡检。规范统一用户管理系统、联合编目系统、唯一标识符系统等外联系统的整合，发现并解

决整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五）异地灾备中心建设

�0�� 年启动建设的国家图书馆异地灾难备份系统，不但可以提高国家图书馆核心业务系统的

风险抵御能力，避免或减少灾难打击和重大事故对国家图书馆及国家数字图书馆核心业务系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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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系统造成的损失，确保核心业务系统的数据安全和作业持续性，而且可以实现核心业务数据

异地实时同步复制、非核心业务数据以及各类数字资源异地保存。该项目分为灾备中心机房建设、

光纤链路建设、灾备系统 � 个子项目同步进行建设，�0�� 年完成灾备中心机房建设和光纤链路建

设，为灾备系统的建设及上线运行奠定了基础；完成了灾备系统需求撰写、需求上报等流程。未

来，国家图书馆的主存储中心、异地灾备中心，配合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建设规划，可以构建国

家图书馆两地三中心完整的数字资源保存体系。

（六）版权信息管理系统

�0�� 年，版权信息管理系统为验证系统功能，进行版权基础数据库的录入和编辑干预工

作，共处理旧版权数据 ��000 多条。完成 verde 接口开发，成功导入旧 verde 数据 �00 多条，多

次完成中文图书 MARC 数据的上传。� 月，国家图书馆版权信息管理系统完成试运行，�� 月通

过终验测试，正式上线运行。以国家图书馆馆藏图书书目数据作为来源基础，完成该系统基础

库 �00 万余条数据的建设工作。同时，以国家图书馆已经建设的公有领域版权筛查资源、征集

资源和数字版权捐赠资源为主要对象，制定版权信息回溯数据制作工作计划并逐步进行数据加

工工作。

（七）数字化加工中心项目

文献数字化加工中心选址工作继续进行，数字资源部调研业内数字化加工单位十余家，撰写

文献数字化中心建设方案，规划中心布局、软硬件设备、人员等，核算中心建设成本费用。进行

场地及硬件设备选型方案论证，协同信息网络部对业界公司实地调研。在调研论证和多个设计方

案的基础上，经馆务会同意决定在国家图书馆馆内设置文献数字化加工中心。

（八）卫星项目

完成国际卫星电视节目接收系统的项目验收工作。�0 月 �� 日上午，由国家图书馆、三联书

店共同主办的“看见梦想的力量——国际佛光会图书捐赠、星云大师演讲暨《百年佛缘》新书首

发”活动在京举行，该系统成功地对此活动进行互联网直播。

（九）数字图书馆仿真测试环境搭建

�0�� 年，开始搭建仿真国家数字图书馆系统的机群环境，该仿真测试环境通过仿真测试进入

生产系统中的软件进行稳定性及可靠性测试，对软件的运行维护、功能优化、故障缺陷等进行记

录与跟踪，建立更新改进模型，同时该仿真测试环境未来将负责对新建设系统生产前预测试，保

证其功能稳定后接入国家数字图书馆系统。为搭建好该仿真环境，根据数字图书馆工程核心系统

的建设情况，确定核心系统仿真部署需求，根据部署需求进行环境部署规划，设置网络、系统及

数据库环境。�0�� 年已完成发布与服务系统、版权信息管理系统、唯一标识符系统的仿真环境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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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未来将完成其他数字图书馆系统仿真测试环境搭建。

四、标准规范建设

标准规范的建设及一系列创新项目和服务的应用，使中国国家图书馆在技术、服务上始终走

在中国图书馆领域的最前沿。

�0�� 年是数图工程标准规范项目工作收尾的一年，截至 �0�� 年年底，标准规范 �� 个项目的

验收工作、结项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其中，“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对象管理规范”“专门元数据标

准与著录规则——网络资源”“专门元数据标准与著录规则——图像”“专门元数据标准与著录规

则——电子图书”“国家数字图书馆长期保存元数据规范和应用指南”� 个项目的成果已于 �0��

年 �0 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正式出版，累计出版 �� 册图书。

这些标准规范的出版，为其他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建设及相关行业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提供

建设规范依据，对于提高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标准化水平，促进数字资源与服务的共建共享具有

重要意义。这些标准规范已经向全国 �0 余个省市级图书馆和相关研究机构进行发放。

数图工程标准规范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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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息安全建设

�0�� 年，国家图书馆从管理和技术两个层面继续推进信息安全建设，加强信息安全制度和人

员管理建设，巩固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开展重要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和完成测评工作。

年初，组织国家图书馆各部门签订《国家图书馆信息安全承诺书》，阐明信息安全工作重要性

和明确信息安全职责。全年清除病毒 ���� 种，拦截网络攻击 �000 次，拦截垃圾邮件 ������� 封。

每季度定时完成 ��0 台重点服务器的漏洞扫描，共发现高危漏洞 �� 个。邮件系统添加垃圾邮件过

滤词 �� 个，发现处理被黑邮箱 �� 个。

� 月 � 日至 �� 日，“两会”在京召开。为保障“两会”期间的网络信息安全，采取多项安全

措施：制定“两会”期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安排信息安全保障值班；采取漏洞扫描、权限控制、

入侵防御等多种网络安全技术手段，保障重要核心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确保网络信息服务安全。

�0�� 年重点开展国家图书馆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体系建设，完成重要信息系统定级工作，建立

健全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体系。� 月 �� 日，组织召开“国家图书馆重要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

专家评审会”，评定国家图书馆门户网站和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安全保护等级为第二级。� 月，启

动安全等级保护测评工作，从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两方面对门户网站和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展开

测评并顺利通过测评。

六、宣传外联与科学研究

（一）媒体宣传

� 月 � 日，《中国文化报》数字图书馆专版正式刊发，以《国家数字图书馆——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新业态》《海纳百川、博大精深》《想你所想、触手可及》三篇文章对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

数字图书馆资源以及数字图书馆服务进行全面介绍，同时还在《中国文化手机报》上进行新媒体

宣传，通过彩信形式向订阅用户推送，扩大国家数字图书馆在文化业界的影响力。

除在行业媒体上宣传外，国家图书馆与《光明日报》合作，开设专栏介绍数字图书馆，通过

《触手可及的资源宝库》《智能化让图书馆服务更便捷》《“掌上国图”移动来袭》《虚拟网：助你从

网上去国图》《未来图书馆》五篇文章从各个方面为读者普及数字图书馆知识，扩大国家数字图书

馆社会辐射范围及规模。

（二）图书馆年会展示区

�� 月 � 日至 � 日，�0��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 · 中国图书馆展览会在上海浦东召开。国家

图书馆紧扣“书香中国——阅读引领未来”的年会主题，策划设计并搭建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体

验区。数字图书馆移动阅读平台亮相图书馆年会。

数字图书馆移动阅读平台由国家图书馆联合各地图书馆共同建设，汇集 � 万余册优质电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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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上千种电子期刊、� 万余张

图片、千余场视频、短片以及各

地图书馆的优秀特色资源。现场

通过模拟大手机触屏向参观者展

示数字图书馆移动阅读平台，并

提供手机和 iPad 等多个终端设备

供参观者体验阅读。在互动空间，

还将精选图书设计制作成书墙，

参观者扫描喜欢的图书书封上的

二维码便可到平台进行阅读。现

场参观者纷纷注册体验阅读，并

提出宝贵意见。数字图书馆移动

阅读平台真正成为用户随时随地随身的图书馆。

（三）数字图书馆发展研究与技术动态

跟踪最新的信息技术，深入研究数字图书馆发展的方向，探索新技术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

�0�� 年共完成 � 期数字图书馆发展研究专报：《知识信息社会的动力发动机——泛在图书馆探究》

《信息时代社会记忆和人类文明的守护——图书馆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探究》《开启数字服务新时代

的钥匙——数字图书馆用户信息行为研究与利用》《激活虚拟资源，拥抱数字阅读——Web �.0 时

代数字图书馆新形态》。完成 � 期《技术动态》。

“互联网服务体系建设”请参见“服务工作”中的“社会公众服务”部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展示区

数字图书馆发展研究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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