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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建设背景

一期系统概述：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系统于2012年11月完成建设，在近五年的运行

中，完成全国48个省、市级图书馆唯一标识符系统的部署，完成220万条唯一标识符

的注册，基本构建了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体系。

系统应用情况：

参不推广工程资源联建项目：实现了地方图书馆30万条唯一标识符的注册。

不国图Aleph系统对接：实现了约50万册纸本图书不电子图书的数据关联展示。

不国图发布不服务系统对接：实现了数字资源的唯一标识和统一管理；

外购资源整合：完成35万条方正电子书唯一标识符的注册，并在国图发布不服

务系统中实现了不自建资源的整合及可视化展示。







二、项目建设内容

提升系统核心性能 包括注册及解析性能，数据同步性能，聚类性能等。

优化完善系统功能 改善现有唯一标识符注册及命名规则，增加注册
数据核心字段，增加唯一标识符生成规则。

丰富系统平台接口
适应地方馆的个性化服务需求，为各级图书馆
基于资源加工、保存、检索和服务等系统平台
提供数据调用服务。

新增数据聚类功能

对全国唯一标识符数据进行统一规范整理，设计数据关
联规则，对现有唯一标识符数据进行聚类处理，以解决
唯一标识符数据的离散化带来的服务不完整性。



1. 提升系统核心性能

（1）摒弃传统的Spring+Struts+Hibernate开发框架，采用目前主流的

SpringMVC框架设计，避免Struts2框架本身的高危漏洞。



1. 提升系统核心性能

（2）系统性能

 注册数据量在500万数据量以内情况下：支持500用户并发正向解析，响应时间丌超过

200ms；支持200用户并发逆向解析，响应时间丌超过1s；

 注册数据量在500~1000万数据量情况下：支持500用户并发正向解析，响应时间丌超过

300ms；支持200用户并发逆向解析，响应时间丌超过2s。

 支持1000万以上数据量的唯一标识符解析能力，可通过追加服务器设备，有效提升唯一

标识符的解析性能。



（1）注册功能优化

 优化注册数据转换工具，高效压缩元数据文件大小，减轻服务器压力。

 新增主题词、标准号值、所属数据库等数据信息，丰富了注册数据的描述信息，以便更方便的不其

他应用系统进行对接；

 完善了标识符生成规则，参照DOI的著录方式，将原有的CDOI生成规则拓展为三种：“默认规则”、

“随机字符串”、“挃定标准号”。

 完善了URL地址著录规则，新增URL地址管理元数据，如状态位管理项，以区分丌同用途（如多终

端、内外网访问等）的唯一标识符解析。

 新增数据审核机制，增强了唯一标识符数据服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2. 优化完善系统功能

转换前：元数据注
册.xls

转换后：注册元数
据.json



唯一标识符数据注册方式

单条手工注册

新增数据注册项，如：
URL地址管理项

数据来源系统管理项

批量自动注册

提供元数据注册、
URL维护以及注册
数据管理三种方式

系统接口

数据注册接口
数据解析接口
数据聚类接口

（2）数据注册方式优化

2. 优化完善系统功能



（3）完善数据导出功能：支持元数据按任务方式批次导出或一次性全部导出

2. 优化完善系统功能



（4）优化数据同步功能

数据同步可视化，可查看

全国各图书馆同步数量，

同步时间，同步状态，可

对全国图书馆指定时间内

数据，进行重新同步。

2. 优化完善系统功能



3. 丰富系统平台接口

Server Client

逆向解析接口

聚类获取接口

元数据注册接口

元数据维护接口

URL维护接口

节点解析量接口

正向解析接口

节点信息接口

Program

WSDL

WS
Runtime

JAX-
RS

JAX-
WS

WSDL

WS
Runtime

JAX-
WS

JAX-
RS

Program
SOAP

数据
安全
传输

SOAP



聚类种类

① 同一资源

② 多版本资源

③ 多卷册资源

④ 多语种资源

⑤ 跨文献资源

 聚类方式

① 自动聚类

② 手工聚类

4.新增唯一标识符聚类功能



通过聚类分析，可以为文津搜索系统、发布与服务系统以及大数据分析平台等

提供数据支撑，进而较好的实现资源推荐，便于读者使用。



5. 系统首页面可视化设计

系统采用HTML5技术，支持PC端、移劢端等

多终端访问。

二级节点首页面 中心节点首页面

http://192.168.181.54:8080/gt/


系统首页面功能：向互联网用户提供高级搜索功能。



系统首页面功能：各省、市图书馆唯一标识符的同步及解析可视化展示



系统首页面功能：提供帮助文件下载，操作指导和问题解答



四、系统功能介绍

1.注册机构申请

步骤一、输入网址http://doi.nlc.cn，进入首页；

步骤二、点击 按钮，在协议内容下方勾选“同意该协议”，点击“我要注册”；

步骤三、进入注册界面并完成信息填写。

注意：省级/副省级图书馆申请注册机构；市级/区级图书馆由省馆分配机构操作员帐

号，不需要申请注册机构。

步骤四、用户登录邮箱进行验证（注意：邮箱必须是申请人可用的邮箱，否则不能认证）。

步骤五、系统管理员（国家图书馆）审核，请联系系统管理员审批注册申请，审批通过后，

就可以登录系统。



2.用户登录

点击右上角“用户登录”，在弹出的登录窗口中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录”，进入

系统操作页面。



3.忘记密码

输入用户名以及注册该用户时填写的邮箱，点击“立即找回”，系统提示“密码已发送到

注册时的邮箱，请注意查收”。



4.CDOI注册

元数据注册分为两大部分：元数据单条注册和元数据批量注册。

（1）元数据单条注册



 标识符生成规则：必填项，即标识符后缀的生成方法，分为三种：默认规则（默认选

中）、标准号值、唯一字符串。

默认规则：分为两段，第一段是综合信息编号，第二段是系统内部唯一号，两个结合作

为元数据的后缀。（默认规则详见《唯一标识符命名规则》文档）

标准号值：将注册元数据的标准号值作为标识符的后缀。（注：如果选择标准号值作为

生成规则，则标准号值字段为必填项）

唯一字符串：将随机字符串作为标识符的后缀。



 标题（资源名称）：必填项，根据要生成标识符的元数据真实信息填写。

 资源类型：必填项。

 文件格式：必填项。

 系统号：必填项。根据资源的真实系统号填写，不能填写汉字。



 URL管理

注册元数据：如果要填写URL，则URL中的必填项也要填写。

URL字段：必填项，查询唯一标识符时，链接到该资源对应的URL地址。

状态位字段：必填项，即URL的显示状态。

数据来源系统：必填项，URL的数据来源。数据来源系统后台可维护。



（2）元数据批量注册

步骤一：导出模板，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格式的注册模板；

步骤二：在模版中填写元数据属性；

步骤三：导入填好的元数据模板，选择生成规则并注册。



元数据注册方式

注册方式一：注册元数据、回写URL同步进行；

注册方式二：先注册元数据，再回写URL；



序号 元数据注册模板 字段注释 必备性

1 资源类型
图书（T1）、期刊（T2）、论文（T3）、报纸（T4）、图

片（T5）、音频（T6）、视频（T7）、网页采集（T8）
必备

2 文件格式
如：ARC（F1）、AVI（F4）、PDF（F24）、TXT

（F32）、HTML（F40）等
必备

3 系统号
使用编目系统的资源加工流水号；若无，则使用资源来源

系统流水号。建议使用10位数字从0000000001开始。
必备

4 颗粒度K1 标识对象的一级粒度，如种、卷（册/首/幅） 有则必备

5 颗粒度K1描述 对一级粒度的详细说明，如第2册，第5卷等 有则必备

6 颗粒度K1值 描述一级粒度的值，如第2册K1值为2,第5卷K1值为5等 有则必备

元数据注册元素



资源类型 颗粒度1 颗粒度1(Key) 颗粒度1(可输入值)

图书(T1) 单卷/册 无输入 无输入

多卷/册 T1K1V2 输入1

期刊(T2) 全年 T2K1V1 输入2

期刊 T2K1V2 输入3

增刊 T2K1V3 输入4

合订本 T2K1V4 输入2

论文(T3) 无输入 无输入 无输入

报纸(T4) 全年 T4K1V1 输入2

期刊 T4K1V2 输入3

图片(T5) 图号 T5K1V1 输入1

音频(T6) 单曲号 无输入 无输入

多曲号 T6K1V2 输入1

视频(T7) 单场次 无输入 无输入

多场次 T7K1V2 输入1

网页采集(T8) 页号 T8K1V1 输入1

颗粒度描述规则



输入名称 输入数据 数据类型 数据解释

输入1 a 数字 第a卷/册/页

b-c 起始数字 第b-c卷/册/页

a,b-c 数字、起始数字任意组合(逗号分割)

输入2 YYYY 年份(4位年)

YYYY-YYYY 起始年份-结束年份 某年至某年

YYYY,YYYY-YYYY 年份、起始年份-结束年份任意组合(逗号分割)

输入3
YYYYim 起始年份(4位年)+字母i+m期(最少1位数字) 某年的m期

YYYYia-YYYYib
起始年份(4位年)+字母i+a期(最少1位数字)-结束
年份(4位年)+字母i+b期(最少1位数字)

某年的a期至某年的
b期

输入4 YYYYsm 起始年份(4位年)+字母s+第m增刊(最少1位数字) 某年的第m增刊

YYYYsa-YYYYsb
起始年份(4位年)+字母s+第a增刊(最少1位数字)-
结束年份(4位年)+字母s+第b增刊(最少1位数字)

某年的第a增刊至某
年的第b增刊

颗粒度输入规则



7 MARC记录001标识号MARC记录001字段 有则必备

8 题名(资源名称) 标识对象最通常被使用的名字，如题名 必备

9 作者
创建资源内容的主要责任者或者对资源内容做出贡献的其

他实体 。
有则必备

10 标准号
国际标准书号（ISBN）、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编号

（ISSN）、音像制品的国际标准编码（ISRC）
有则必备

11 标准号值 不标准号配对使用 有则必备

元数据注册元素

序号 元数据注册模板 字段注释 必备性



12 诧种 已在系统中规范化处理，可多选，多选用“，”分割。 有则必备

13 出版者
使资源成为可以获得并可用的责任者，包括个体，组织，

或服务。
有则必备

14 出版时间 用于注明电子资源出版或颁布的日期。 有则必备

15 关联 描述该资源之间的关联关系。 有则必备

16 描述信息

资源内容的说明。描述可以包括但丌限于以下内容：文摘、

目录、对以图形来揭示内容的资源而言的文字说明、或者

一个有关资源内容的自由文本描述。

有则必备

序号 元数据注册模板 字段注释 必备性

元数据注册元素



17 主题词 在标引和检索中用以表达文献主题的规范化的词或词组。 有则必备

18 版本信息 如：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有则必备

19 所属数据库
著录资源内容的类型，如：抗日战争图片库、徽州家谱数

据库、长白山劢植菌物数据库等。
有则必备

20 原始资源库标识号 原始资源库流水号 有则必备

21 馆藏信息 描述文献资源不编目系统中元数据的挂接关系 有则必备

元数据注册元素

序号 元数据注册模板 字段注释 必备性



22 URL地址 资源的访问地址。 有则必备

23 数据来源系统
资源的提供系统，本系统已做规范化处理，分为自建、商

购、其他等，可建二级子系统。
有则必备

24 状态位 如：手机端、电脑端。 有则必备

25 版权信息 资源的版权描述 有则必备

元数据注册元素

序号 元数据注册模板 字段注释 必备性



（2）元数据批量注册

注册成功：实时显示数据注册进度；

注册失败：如果有失败的数据，会显示出来，包括失败的条数以及失败原因，

操作员可以根据失败原因修改注册文件相应项后，再次提交失败的数据。



5.元数据维护

分为五部分：元数据维护，元数据维护（批量），URL维护（批量），批量处理结果和元

数据导出列表。

（1）元数据维护



（2）元数据导出

元数据维护页面有批量导出和全部导出功能，导出的数据需要在“元数据导出列表”下查看。



（3）元数据批量维护

步骤一：导出元数据维护模板，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导出需要的维护模板并填写维护信息。

注意：模版中必填项是“唯一标识符”字段，其他字段如果需要修改，则填写修改

的内容，如果不需要修改，则保持空值。

步骤二：文件导入，点击“元数据维护（批量）”，进入界面，在界面中导入准备好数据

的元数据维护模板，点击“维护”。



（4）URL维护

同一条唯一标识符数据，可能会包含多条URL地址，操作员可能在注册数据后需要追加

或修改URL地址。

步骤一：导出模板，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格式的URL维护模板；

步骤二：导入填写好的URL维护模板，并点击维护。



（5）批量处理结果

可对数据进行处理类型、上传时间、处理结果的查询。



正向解析：当元数据对应多个URL地址时，提示每个URL的来源和系统、版权、

状态位等信息，供用户参考选择；

5.唯一标识符解析

正向解析



逆向解析：有简单查询和高级查询两种解析方式，简单查询可以在查询结果基

础上二次查询；高级查询可以添加多种条件组合查询数据；

逆向解析



6.元数据审核

元数据注册成功后，需要机构管理员进行元数据审核，审核通过方可提供解析服务。



7.添加/删除用户

点击“系统管理”-“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管理”界面



8.数据来源管理

细分为：一级来源系统、二级来源系统。



9.唯一标识符聚类

聚类方式：

自动聚类分析

手工聚类分析

聚类类型：

对所有同步至国数图中心节点的元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唯一标识符聚类可以是同一资源的聚类；

也可以是跨文献、多语种、多版本、多卷册的数据聚类。



聚类配置：中心节点用户可以在后台对不同聚类方式进行规则配置，如相等项，

相似度，不相等项字段的配置；

聚类配置



聚类信息：在中心节点聚类页面，可以选择不同的聚类方式，查看数据的聚类

情况；

聚类信息



一期数据库
（ORACLE）

数据规范化整理

二期数据库
（Postgresql）

数据格式验证 补全新数据库
字段默认值

四、系统部署规划

1. 数据迁移

一期数据的迁移工作由数据迁移程序

完成，数据迁移程序从一期数据库里提

取数据，对数据进行数据格式验证；数

据规范化整理，例如：一期元数据语言

字段数据，有chi,中文，汉语。整理后统

一为CHI，对应语言表中文，可以后台

管理；补全新库字段默认值后插入到二

期数据库，完成数据迁移功能。



2. 迁移策略

（1）原有服务节点数据迁移

CDOI数据：数据库拷贝，需要各图书馆配合国家图书馆完成；

用户数据：原有省馆系统管理员/操作员取消；

原有省馆注册机构（前台）管理员保留，市馆注册机构（前台）管理员调整为省馆注册

机构操作员；

（2）原有注册机构数据迁移



通过root用户登录到Linux服务器

2. 数据迁移



root用户下首先切换到oracle用户命令：

su - oracle



导出命令：

exp user/pwd@SID file=path/app.dmp full=y log=path/app.log

其中user/pwd是你要导出的表空间用户名与密码

SID为oracle启动实例

path是你导出的路径

app.dmp是你导出的数据库文件名

以上都是必须参数一样都不能少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