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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图书馆逐步解决了传统图书馆基础网络设施等硬
件建设的高成本、传统架构模式的资源分享效率低和存储量小等一系
列缺陷。云计算可以利用传统模式无法比拟的低成本与超大容量等优
势，将图书馆数据进行转移，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传统图书馆运行存在
的一系列问题。本文在描述云计算及其优势的基础上，对云计算技术
给图书馆信息构建带来的变化与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创建数字图
书馆过程中的云计算应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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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数字图书馆处理各种各样的数据和信息，向用户提供快捷、便利
的服务。但是传统意义上各自分离的数字图书馆拥有着属于自身的独
立信息源，这种状况阻碍了数字图书馆的发展。随着分布式计算技术
的发展，并行计算、网格计算、效用计算以及云计算等都已经十分普
及，随之出现了类似于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平台即服务（PaaS）
和软件即服务（SaaS）等多种数字服务技术①。云计算的特点在于其
按需获取、多样性、扩展性和虚拟能力等方面的服务②。同时，其在
资源利用与管理方面的低成本与高效益的特点也必然会为图书馆的
管理与服务领域带来深层次的改革与大范围的影响。
2 数字图书馆建设现状
2.1 基础设施架构的高成本
基础设施架构的成本和维护费高、利用率低是目前数字图书馆建
设普遍存在的问题。传统图书馆 IT 改造基础设施的构架包括购买不
间断电源、防火墙、交换机、服务器和存储器等各种设备，并且需要
将软硬件进行搭建、运营、维护，而后期的这一笔费用是相当高的。
同时，这些设备的性能与 IT 行业的发展共同导致了它们的生命活跃
周期很短暂。即便是使用不太先进的设备，购买和扩展新的模块配件
也要需要许多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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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信息资源存储技术问题
信息资源的存储技术也是一个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在数字图书馆
中，获取多规则开发语言的计算机科学技术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如今
不同数据标准、不同软件或不同模块工具之间的数据交换技术已经更
新地十分迅速，数据体量的爆炸式增长、标准规则的多应用拓展要求
数字图书馆应该具备更强大、更灵活的资源存储设施，从而拥有可伸
缩的存储资源空间、灵活可配的性能管理以及高可靠性的资料备份能
力③。
2.3 资源共享效率低
数字图书馆打破了空间与时间的限制。为了保证服务设备的正常
功能与数据资源的安全性，传统图书馆对访问终端服务器的流量与最
大支撑数量进行了控制，这样的做法不仅导致了服务器的访问限制，
而且影响了图书馆之间的数据传输吞吐能力、压力承载能力与资源共
享程度。
3 基于云计算的图书馆
3.1 云计算有效地解决了基础设施构架存在的高成本问题
云计算改变了信息服务的供应方式。在“云”中的存储资源、基
础设备是可以无限制扩展的，通过云计算技术的利用，客户设备可以
得到低成本化与资源绿色化的改善。云计算通过虚拟技术，利用虚拟
软件融合成百上千的服务器，对外以统一、标准的平台服务用户。另
外云计算是按需收费，在性能需求不变的情况下，软硬件更新迭代是
无需额外花费的。并且云计算采用的“云端托管”模式，从开发、运
营到后期维护，都提供成熟、低成本的服务方案，相较于自行项目建
设，要节省很多成本。在这样的技术下，数据资源能够在满足高利用
率的前提下运行得更长久，能源效用与数据资源的利用率会达到最高，
成本也会控制得最低。
3.2 云计算有效地解决了资源存储技术面临的困难
云计算通过可视化界面，可以实时集中监控整个虚拟环境、存储
负载服务的性能数据情况等。从而实现利用数据融合管理大规模服务
器技术，根据用户需求，系统自动或人为配置，灵活地分配存储资源
空间和对外服务性能，甚至可以通过资源调度来解决存储空间的问题。
同时，云计算高性能、可扩展的存储计算技术，可以从容应对目前高
速发展的数据交换技术。在数据资料备份方面，云计算的高存储效率
造就了快速备份、一备三的备份技术，达到十个九的数据可靠性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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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信息资源爆炸式增长的背景下，云计算可以确保数字图书馆在
数据管理、数据存储、数据安全方面能力得到提升。
3.3 云计算扩展数字资源共享程度
云计算具有“云端资源库”的特点，人们可以在任何不同的时间
和地点使用库中的资源。在云计算的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的信息资源
被存储在由成千上万个服务器构成的“云端”中，这些资源可以在全
球范围内被使用。同时，云计算的高数据吞吐能力可以提升大型资料
的传输效率。当资料面对用户高并发访问读取时，高性能的压力承载
能力可以避免服务器瘫痪。云计算技术的应用，使得图书馆信息资源
的共享度更高，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更容易被满足。
4 数字图书馆中的云存储基础框架
与传统的数据存储相比，云存储具有很多优势。用户不仅不需要
购买具体的存储设备，而且可以在任何地点利用网络接口获取已经存
储的数据。云存储的核心是应用与存储装置的排列组合⑤。对于数字
图书馆终端用户来说，云存储并不是一种具体的设备，而是一种统一
的、标准的服务，一种能够提供随时随地、图书资料数据存取的服务。
4.1 GFS、HDFS 分布式数据存储技术
GFS 和 HDFS 是两种主流的大规模分布式数据存储技术。云计算
利用大规模分布式存储的途径来存储数据。为了满足 Google 在数据
处理方面急速增长的需求，Google 设计并开发了文件处理系统 GFS
（Google File System）。Hadoop 团队开发了开源系统 HDFS（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GFS 和 HDFS 是两种主流的大规模分布
式数据存储技术。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云计算资源，Google 开发了
基于 GFS 的 Map Reduce 运行模式。同时，Hadoop 团队基于 Google
的 GFS 和 Map Reduce，开发了属于自己的分布式并行程序设计模式，
即 HDFS & Map Reduce。Map Reduce 是一个基于集群的高性能并行计
算平台，运用并行计算与运行软件架构，提供了一个庞大但设计精良
的并行计算存储软件框架，能自动完成计算存储任务的并行化处理，
自动划分计算数据和计算任务，在集群节点上自动分配和执行任务以
及收集计算结果，将数据分布存储、数据通信、容错处理等并行计算
涉及到的很多系统底层的复杂细节交由系统负责处理，大大减少了软
件开发人员的负担。
4.2 数字图书馆中的云存储基础框架
如图 1 所示，图中展示的是基于云计算的数字图书馆中大规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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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云存储框架。

图 1 基于云计算的数字图书馆云存储框架
在云计算架构数字图书馆中，存储层是最基础的部分，书籍资料
也是存储在这一层。存储设备可以是光纤通道，也可以是直接连接存
储（DAS）、网络连接存储（NAS）和存储区域网络（SAN）等。云存储
的存储装置通常涵盖许多不同地理区域的资料与数据。它们通过广域
网、因特网或光纤网络等连接在一起，形成统一的存储服务。云端资
源的存储平台是管理层，即虚拟化存储计算平台，也是数字图书馆中
云存储的核心部分⑥。通过 GFS & Map Reduce 以及 HDFS & Map Reduce
的并行程序运行模式，存储平台可以演变出分布式计算、并行计算以
及云计算存储等方法。云端资源的存储平台拥有处理大规模数据的能
力，并且能够使多重存储设备中的云存储资源联合运作，实现空间资
源可伸缩、服务性能可调度等特点⑦。云存储应用平台是云计算系统
的应用界面层，是整个云存储系统中最灵活的部分。对应于不同的操
作界面和用户请求，应用平台提供相应的不同服务，包括统一的图书
馆服务界面、服务登记和证明、数据申请服务、广域网、因特网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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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权限等。在获取层，任何数字图书馆的被授权用户都可以登入云存
储系统，并通过应用界面获得使用云存储设备的权限。通过获取层，
用户可以获得书籍资料数据存储、远程读取共享、数据应用支撑和个
人空间服务等服务。
5 数字图书馆中的云服务模型
随着云计算使用的普及，信息服务的定义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改
变。事实上，“云”并不是将服务分开，而是将服务都聚集在一起。
云计算供应者根据以下三种基本模式提供它们的服务：基础设施即服
务（IaaS）、平台即服务（PaaS）
、软件即服务（SaaS）。在这三种模
式中，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是最基础的一种，每一个更高程度的
模型都提取了低程度模型的细节⑧。数字图书馆中的云服务模型包含
硬件和应用程序托管层，它在提供基础服务的同时，还对计算服务和
存储服务进行整合与链接。无论是哪里的资源，也无论是什么样的数
据库，云服务模型都可以提供给用户最快、最直接的服务。平台即服
务（PaaS）模式作为一个开发平台服务于软件开发者，开发者可以在
一个包括 SDK，文档和测试环境等在内的开发平台上非常方便地编写
应用，而且不论是在部署，或者运行的时候，用户无需为服务器，操
作系统，网络和存储等资源的管理操心。此模块提供友好的开发环境、
丰富的端口服务、可伸缩的资源调度、精细的管理和监控。软件即服
务（SaaS）是将应用作为服务提供给软件使用者。通过 SaaS 这种模
式，用户只要接上网络，并通过浏览器或者软件，就能随时随地直接
享受数字图书馆的各类云服务。
5.1 数字图书馆云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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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字图书馆中的云服务模式
图 2 展示了数字图书馆中较为普遍的云服务模型。数字图书馆的
云服务平台包括基础框架服务平台、软件服务平台、地区服务平台（包
括地区应用基础框架平台和地区应用系统）和服务平台（即应用、程
序、信息资源的整合）。数字图书馆的这种开放式、面向服务的框架，
可以通过定义良好的接口和契约，将应用程序的不同功能服务之间联
系起来。对于整合类似于区域性公共服务、不同交易之间的公共服务、
第三方公共服务等此类数字图书馆的不同地区性服务是具有很大的
便利性的。
5.2 数字图书馆云服务平台架构

图 3 数字图书馆中的云服务平台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像图 3 中展示的数字图书馆云服务平台。这个
平台包括基础框架服务、基础平台服务和软件服务。我们可以通过按
需购买 IaaS 的云存储服务，建立属于自己的云服务中心。公共服务
平台（平台即服务 PaaS）面向数字图书馆软件开发者，由一系列软
件构成，它提供类似数据服务、验证和指示等服务。终端应用服务（即
软件即服务 SaaS）面向数字图书馆用户，包括数字图书馆的服务平
台和地区服务平台，提供数字图书馆的一系列软件应用服务，如参考
咨询、馆际互借和专题服务等⑨。数字图书馆云服务平台针对不同的
场景应用和数据安全要求，对外输出形式分为公共云端、个人云端以
及混合云端，实现云计算服务定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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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语
数字图书馆的云计算的定义目前仍处在研究的初级阶段。随着云计算
在图书馆领域的不断发展与应用，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将会迈上新的台
阶。同时，随着云计算技术和相关政策法规的逐步成熟与完善，云计
算必将在数字图书馆的发展中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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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oud computer draws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the
ﬁeld of inform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digital
library is prevented for its high cost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ts low rate of resource sharing, and the problem
of storage technology. Cloud computing can effectively so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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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problems by replacing the recent function of library
database with the incomparable advantage of low cost and
super-scale. The paper brieﬂy describes the cloud computing and
its advantages and has an analysis on the changes and the
problems in library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Clouding
computing technology brings about and mainly deals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cloud computing in the digital library on the
basis of cloud storage infrastructure and cloud service models.
Keywords Cloud computing, Digital library, Cloud storage
infrastructure, Cloud servi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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