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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2013201320132013年平台部署工作内容年平台部署工作内容年平台部署工作内容年平台部署工作内容



一、2013年平台部署工作内容

1111、网络方面的建设、网络方面的建设、网络方面的建设、网络方面的建设

� 虚拟网建设工作。

� 启动数字图书馆专网建设工作 。

2222、系统平台部署、系统平台部署、系统平台部署、系统平台部署

� 《2012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软件配置方案》

� 推广工程交流平台

� 推广工程运行管理平台



一、2013年平台部署工作内容

3333、新媒体方面的建设、新媒体方面的建设、新媒体方面的建设、新媒体方面的建设

� 移动平台和服务的建设

� 数字电视服务的建设

4444、其他业务服务的建设、其他业务服务的建设、其他业务服务的建设、其他业务服务的建设

� 残疾人数字图书馆的建设

� 全国参考咨询协作网的建设

� 立法决策协作平台的建设



二、二、二、二、2013201320132013年平台部署计划年平台部署计划年平台部署计划年平台部署计划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一）启动数字图书馆专网建设工作

工程建设初期

推广工程推广工程推广工程推广工程
网网网网络建设首选络建设首选络建设首选络建设首选

IPSEC VPNIPSEC VPNIPSEC VPNIPSEC VPN组网方案组网方案组网方案组网方案
具有：具有：具有：具有：

投投投投入小、入小、入小、入小、
建建建建设快、设快、设快、设快、

扩扩扩扩充便捷等优势充便捷等优势充便捷等优势充便捷等优势

将会：将会：将会：将会：
加加加加快工程实施进度快工程实施进度快工程实施进度快工程实施进度
提提提提升工程建设效能升工程建设效能升工程建设效能升工程建设效能

� 截至2013年3月，国家图书馆已经实现与29292929
家副省级以上和家副省级以上和家副省级以上和家副省级以上和1111家市级家市级家市级家市级图书馆的虚拟网
连接工作，连通45454545家市级家市级家市级家市级馆。借助虚拟
网，各馆能够实现对推广工程总量超过超过超过超过
120TB120TB120TB120TB数字资源的访问，大大提升各地
数字图书馆服务能力。

� 2013年，力争完成剩余剩余剩余剩余19191919家副省级以上家副省级以上家副省级以上家副省级以上
图书馆的虚拟网搭建，实现与国家图书
馆的网络互联，基本建成覆盖全国的数
字图书馆虚拟网。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一）启动数字图书馆专网建设工作

工程逐步深入

� 2013年，将启动专网建设启动专网建设启动专网建设启动专网建设，在原有虚拟网之外，建设
一条从国图直连到各地省馆的独享网络，为全国数
字图书馆提供一个强大的网络设施平台。

迫切需求迫切需求迫切需求迫切需求

�急需在现有互联网链
路的IPSEC虚拟网基
础上扩大传输速度、
扩充带宽

�同时大规模、高频率
的数据传输也对网络
安全管理提出了新的
要求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一）启动数字图书馆专网建设工作

专网建成后、专网建成后、专网建成后、专网建成后、
国国国国家图书馆专线带宽家图书馆专线带宽家图书馆专线带宽家图书馆专线带宽

为为为为2.5G2.5G2.5G2.5G

从省级馆到从省级馆到从省级馆到从省级馆到
国国国国家图书馆的家图书馆的家图书馆的家图书馆的

专专专专线带宽为线带宽为线带宽为线带宽为622M622M622M622M

专网建设将采用一定的安专网建设将采用一定的安专网建设将采用一定的安专网建设将采用一定的安
全访问手段，保证国图及全访问手段，保证国图及全访问手段，保证国图及全访问手段，保证国图及
接入省馆自身内网安全接入省馆自身内网安全接入省馆自身内网安全接入省馆自身内网安全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一）启动数字图书馆专网建设工作

       数字图书馆专网建设需要分阶段、分批次、分省份稳步推进。
2013年将根据以下原则选择5-10家省级馆进行专网连接，实现省
级馆与国家图书馆的骨干网络连接。

一一一一 二二二二 三三三三
� 优先考虑省内已优先考虑省内已优先考虑省内已优先考虑省内已

经建成专网、虚经建成专网、虚经建成专网、虚经建成专网、虚
拟网的省级馆。拟网的省级馆。拟网的省级馆。拟网的省级馆。
这样的省份对业这样的省份对业这样的省份对业这样的省份对业
务、网络的需求务、网络的需求务、网络的需求务、网络的需求
量较大，专网能量较大，专网能量较大，专网能量较大，专网能
很好的缓解网络很好的缓解网络很好的缓解网络很好的缓解网络
需求。需求。需求。需求。

� 优先考虑已完成必优先考虑已完成必优先考虑已完成必优先考虑已完成必
配软件系统部署的配软件系统部署的配软件系统部署的配软件系统部署的
省级馆。专网主要省级馆。专网主要省级馆。专网主要省级馆。专网主要
用来承载推广工程用来承载推广工程用来承载推广工程用来承载推广工程
业务应用，包括软业务应用，包括软业务应用，包括软业务应用，包括软
件数据传输、资源、件数据传输、资源、件数据传输、资源、件数据传输、资源、
音视频访问等等，音视频访问等等，音视频访问等等，音视频访问等等，
专网的建成，能快专网的建成，能快专网的建成，能快专网的建成，能快
速提高省级馆对大速提高省级馆对大速提高省级馆对大速提高省级馆对大
数据量传输的需数据量传输的需数据量传输的需数据量传输的需
求；求；求；求；

� 优先考虑西部省优先考虑西部省优先考虑西部省优先考虑西部省
级图书馆建设。级图书馆建设。级图书馆建设。级图书馆建设。
西部地区基础设西部地区基础设西部地区基础设西部地区基础设
施较差，尤其体施较差，尤其体施较差，尤其体施较差，尤其体
现在网络上面，现在网络上面，现在网络上面，现在网络上面，
优先为西部地区优先为西部地区优先为西部地区优先为西部地区
建设专网，有助建设专网，有助建设专网，有助建设专网，有助
于快速提高西部于快速提高西部于快速提高西部于快速提高西部
地区的网络基础地区的网络基础地区的网络基础地区的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设施建设。设施建设。设施建设。



系统平台部署有序进行系统平台部署有序进行系统平台部署有序进行系统平台部署有序进行

统一用户系统统一用户系统统一用户系统统一用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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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标识符系统唯一标识符系统唯一标识符系统唯一标识符系统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二）加快部署推广工程软件业务系统平台

系统名称 统一用户管理系统

系统介绍系统介绍系统介绍系统介绍
系统实现图书馆内各应用服务系统的单点登录和用户管理，

图书馆间认证系统的相互信任和登录，与VPN设备认证
进行集成，极大方便了各地认证读者的资源获取。

系统目前情况系统目前情况系统目前情况系统目前情况 已完成首图、浙江、山东、黑龙江、吉林、厦门、长春等14
家副省级以上图书馆的部署工作，系统正常平稳运行。

推广部署计划推广部署计划推广部署计划推广部署计划
2013年将完成不少于10家省馆的部署工作，

完成条件成熟的副省级以上图书馆的部署工作，
同时支持和配合各省级馆开展市级馆的试点部署工作。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系统名称系统名称系统名称系统名称 唯一标识符系统唯一标识符系统唯一标识符系统唯一标识符系统

系统介绍系统介绍系统介绍系统介绍

系统实现对数字资源的精确定位，使不同地域的读者
能够对全国范围内的数字资源实现透明访问，

将数字图书馆各个系统组织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为资源的采集、组织、管理及服务提供有力支撑。

系统目前情况系统目前情况系统目前情况系统目前情况 已完成在贵州、山东和吉林家省级图书馆的部署工作

推广部署计划推广部署计划推广部署计划推广部署计划 2013年将完成不少于10家省馆的部署工作，
同时支持和配合各省级馆开展市级馆的试点部署工作。

（二）加快部署推广工程软件业务系统平台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二）加快部署推广工程软件业务系统平台

系统名称系统名称系统名称系统名称 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平台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平台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平台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平台

系统目前情况系统目前情况系统目前情况系统目前情况 完成25个分站的建设（含3个副省级）。

推广部署计划推广部署计划推广部署计划推广部署计划

� 2013年计划完成所有省级分站的建设，同时将联合试点省
馆进行省级到市级的探索性实践，为日后市级馆的全覆盖
打下基础。

� 为进一步适应整合各类政府公开信息的需要，国图分站正
在进行升级改造，预计新版分站将于今年5-6月份推出。明
年开始，将联合省馆，共同进行市馆政府信息整合服务平
台的建设工作。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二）加快部署推广工程软件业务系统平台

系统名称系统名称系统名称系统名称 文津搜索系统文津搜索系统文津搜索系统文津搜索系统

系统介绍系统介绍系统介绍系统介绍

系统整合数字图书馆各类数字资源，
满足读者对数字图书馆各类资源的“一站式”检索需求，

方便读者直接获取到数字资源的目标对象文件和各种应用服
务，

极大提高全国图书馆数字资源利用率。

系统目前情况系统目前情况系统目前情况系统目前情况 系统已于2012年11月30日在国家图书馆正式上线运行，
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积极反响，赢得了极高的关注度和使用度。

推广部署计划推广部署计划推广部署计划推广部署计划
2013年计划在不少于3个省馆进行试点部署工作。
上半年将开展系统的部署调研和实施准备工作，

预计年中正式开展系统试点部署工作。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二）加快部署推广工程软件业务系统平台

系统名称系统名称系统名称系统名称 网页资源获取系统网页资源获取系统网页资源获取系统网页资源获取系统

系统介绍系统介绍系统介绍系统介绍
系统提供了网络信息资源采编阅藏及长期保存的一体化平台，

能够拓展各地方馆的馆藏建设模式，
丰富馆藏类型，实现对各地网络信息资源的长期保存。

系统目前情况系统目前情况系统目前情况系统目前情况 国家数字图书馆的网页资源获取系统
于2012年底完成验收。

推广部署计划推广部署计划推广部署计划推广部署计划 系统计划在年内完成3个省级馆部署和试运行，
为部署馆增加数字资源馆藏量2TB。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二）加快部署推广工程软件业务系统平台

系统名称系统名称系统名称系统名称 推广工程交流平台推广工程交流平台推广工程交流平台推广工程交流平台

系统介绍系统介绍系统介绍系统介绍 系统采用实名制，为广大图书馆馆员提供交流互动的平台。

推广部署计划推广部署计划推广部署计划推广部署计划 计划4月份确定业务需求，5～6月完成招标进入研发阶段，预
计8～9月份投入使用。



系统名称系统名称系统名称系统名称 版权信息管理系统版权信息管理系统版权信息管理系统版权信息管理系统

系统介绍系统介绍系统介绍系统介绍 系统可实现对各种数字资源著作权信息的建设、维护和管理，
保障数字资源在获得授权前提下，在授权期限内合理被使用。

推广部署计划推广部署计划推广部署计划推广部署计划

2013年版权信息管理系统计划
在不少于10个省馆进行试点部署工作。

上半年将开展系统的部署调研和实施准备工作，
预计年中正式开展系统试点部署工作。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二）加快部署推广工程软件业务系统平台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二）加快部署推广工程软件业务系统平台

�  推广工程运行管理平台建设

推广工程推广工程推广工程推广工程
运运运运行管理平台行管理平台行管理平台行管理平台

对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对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对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对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建建建建设情况进行展示设情况进行展示设情况进行展示设情况进行展示

对国家图书馆及各对国家图书馆及各对国家图书馆及各对国家图书馆及各
副副副副省级以上图书馆推广工程省级以上图书馆推广工程省级以上图书馆推广工程省级以上图书馆推广工程

建建建建设情况进行展示设情况进行展示设情况进行展示设情况进行展示

对市级图书馆推广工程对市级图书馆推广工程对市级图书馆推广工程对市级图书馆推广工程
建建建建设情况进行展示设情况进行展示设情况进行展示设情况进行展示

对推广工程各建设指标对推广工程各建设指标对推广工程各建设指标对推广工程各建设指标
进进进进行区域性比较分析行区域性比较分析行区域性比较分析行区域性比较分析

对各馆推广工程建设情况对各馆推广工程建设情况对各馆推广工程建设情况对各馆推广工程建设情况
进进进进行纵向比较分析行纵向比较分析行纵向比较分析行纵向比较分析

对虚拟网链路运行情况对虚拟网链路运行情况对虚拟网链路运行情况对虚拟网链路运行情况
进进进进行实时动态展示行实时动态展示行实时动态展示行实时动态展示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  推广工程运行管理平台建设展示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建设情况——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  推广工程运行管理平台建设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  推广工程运行管理平台建设

展示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建设情况——数字图书馆用户数量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  推广工程运行管理平台建设

省份数字资源
建设情况比较

对推广工程各建设指标进行区域性比较分析

系统间比较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  推广工程运行管理平台建设

省份数字资源
建设情况比较

纵向比较分析各馆推广工程建设情况

全国数字图书馆
用户量增长趋势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实时动态展示虚拟网链路运行情况

系统监测过程中发现隧道
颜色变为红色，则需要立
刻修复。如：安徽省图书
馆到国家图书馆隧道颜色
变为红色。

隧道恢复正常

�  推广工程运行管理平台建设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目前已经基本完成基本完成基本完成基本完成国家图书馆主体软件的开发设计工作，

接下来将遴选1～2个图书馆进行系统联调测试，系统能稳定运

行后，即在全馆33家省级馆及省内1家市级馆，共计共计共计共计66666666家家家家图书

馆开展部署工作。市级馆的选取由市级图书馆自荐市级图书馆自荐市级图书馆自荐市级图书馆自荐、省级省级省级省级
图书馆推荐图书馆推荐图书馆推荐图书馆推荐、国家图书馆遴选国家图书馆遴选国家图书馆遴选国家图书馆遴选决定。

5月

9月底

6月

10月

选择硬件设施条件好的
东部馆进行试点部署

开始部署省级馆及相应
市级馆

预计完成
66家图书馆的部署

进入试运行阶段

实现对全国各地
数图推广工程建设和使用

的基本情况进行
分级分类统计并展示

�  推广工程运行管理平台建设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1、移动阅读服务

       国家数字图书馆积极与优质资源提供商合作，借助推广工程成

果，适时推出数字图书馆移动服务平台数字图书馆移动服务平台数字图书馆移动服务平台数字图书馆移动服务平台，构筑服务于全国图书服务于全国图书服务于全国图书服务于全国图书
馆的移动资源云服务中心馆的移动资源云服务中心馆的移动资源云服务中心馆的移动资源云服务中心，服务于全国移动用户的资源揭示、服务于全国移动用户的资源揭示、服务于全国移动用户的资源揭示、服务于全国移动用户的资源揭示、
移动阅读、分享中心移动阅读、分享中心移动阅读、分享中心移动阅读、分享中心。

（三）加快新媒体服务建设



1、移动阅读服务

国家数字图书馆国家数字图书馆国家数字图书馆国家数字图书馆
移移移移动阅读平台动阅读平台动阅读平台动阅读平台

平台采用云服务理念

各图书馆无需硬件建设、系统开发
只需通过网络登录平台并简单配置

即可完成本馆移动服务平台
建设、部署、后期运维等工作

平台提供通用性资源与服务

还支持各馆上传
本馆特色资源和服务

2013201320132013年移动阅读平台将开展试点和推广部署工作，年移动阅读平台将开展试点和推广部署工作，年移动阅读平台将开展试点和推广部署工作，年移动阅读平台将开展试点和推广部署工作，
7777月份将选定月份将选定月份将选定月份将选定1111-2-2-2-2个图书馆进行平台推广和试点部署和联调测个图书馆进行平台推广和试点部署和联调测个图书馆进行平台推广和试点部署和联调测个图书馆进行平台推广和试点部署和联调测

试，系统定型后面向全国分批进行推广个部署，试，系统定型后面向全国分批进行推广个部署，试，系统定型后面向全国分批进行推广个部署，试，系统定型后面向全国分批进行推广个部署，
并并并并于于于于2013201320132013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举行启动仪式。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举行启动仪式。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举行启动仪式。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举行启动仪式。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三）加快新媒体服务建设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1、移动阅读服务

国家数字图书馆国家数字图书馆国家数字图书馆国家数字图书馆
移移移移动阅读平台动阅读平台动阅读平台动阅读平台

后台后台后台后台
管管管管理系统理系统理系统理系统

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
数数数数据网关建设据网关建设据网关建设据网关建设

前台前台前台前台
展展展展示系统示系统示系统示系统

前台内容展示前台内容展示前台内容展示前台内容展示

国家数字图书馆国家数字图书馆国家数字图书馆国家数字图书馆
移移移移动阅读平台动阅读平台动阅读平台动阅读平台

后台后台后台后台
管管管管理系统理系统理系统理系统

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
数数数数据网关建设据网关建设据网关建设据网关建设

前台前台前台前台
展展展展示系统示系统示系统示系统

国家数字图书馆国家数字图书馆国家数字图书馆国家数字图书馆
移移移移动阅读平台动阅读平台动阅读平台动阅读平台

后台后台后台后台
管管管管理系统理系统理系统理系统

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
数数数数据网关建设据网关建设据网关建设据网关建设

前台前台前台前台
展展展展示系统示系统示系统示系统

（三）加快新媒体服务建设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2、数字电视服务

2012201220122012 2013201320132013

� 国家图书馆与常州图书馆、
绍兴图书馆、天津泰达图书
馆合作，先后完成了电视图

书馆服务在当地的上线上线上线上线；

� 针对陕西图书馆、深圳图书
馆、马鞍山图书馆进行项目

前期调研前期调研前期调研前期调研。

� 国家图书馆将继续开展与各地
图书馆在数字电视领域内合领域内合领域内合领域内合
作作作作，加强资源的联合建
设与节目交换机制，丰
富节目内容，打造全国
图书馆数字电视服务联
合体。

� 推动有条件的图书馆开展电视
图书馆试点试点试点试点，完成2－3家
地方电视图书馆建设落落落落
地地地地工作。

（三）加快新媒体服务建设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1、残疾人数字图书馆

中国盲人数字图书馆中国盲人数字图书馆中国盲人数字图书馆中国盲人数字图书馆 中国残疾人数字图书馆中国残疾人数字图书馆中国残疾人数字图书馆中国残疾人数字图书馆

山东省图书馆

得到省文化厅的大力支持，着手得到省文化厅的大力支持，着手得到省文化厅的大力支持，着手得到省文化厅的大力支持，着手
建建建建设盲人数字图书馆及服务网点设盲人数字图书馆及服务网点设盲人数字图书馆及服务网点设盲人数字图书馆及服务网点

南京图书馆、云南图书馆等多馆

不断探索为残疾人服务的创新举措不断探索为残疾人服务的创新举措不断探索为残疾人服务的创新举措不断探索为残疾人服务的创新举措

（四）其他业务服务的建设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四）其他业务服务的建设

2、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协作服务

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协作网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协作网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协作网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协作网

面向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馆员的业务交流平台面向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馆员的业务交流平台面向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馆员的业务交流平台面向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馆员的业务交流平台

以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以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以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以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为依托，为全国公共图为依托，为全国公共图为依托，为全国公共图为依托，为全国公共图
书馆参考咨询馆员及业书馆参考咨询馆员及业书馆参考咨询馆员及业书馆参考咨询馆员及业
务管理人员开展参考资务管理人员开展参考资务管理人员开展参考资务管理人员开展参考资
源业务提供交流平台、源业务提供交流平台、源业务提供交流平台、源业务提供交流平台、
业务培训和服务支撑业务培训和服务支撑业务培训和服务支撑业务培训和服务支撑

旨在强化我国公共图书馆旨在强化我国公共图书馆旨在强化我国公共图书馆旨在强化我国公共图书馆
参考咨询馆员业务能力，参考咨询馆员业务能力，参考咨询馆员业务能力，参考咨询馆员业务能力，
推进全国公共图书馆开展推进全国公共图书馆开展推进全国公共图书馆开展推进全国公共图书馆开展
参考咨询服务的规范化和参考咨询服务的规范化和参考咨询服务的规范化和参考咨询服务的规范化和
标准化进程，促进我国公标准化进程，促进我国公标准化进程，促进我国公标准化进程，促进我国公
共图书馆参考咨询业务乃共图书馆参考咨询业务乃共图书馆参考咨询业务乃共图书馆参考咨询业务乃
至信息服务的全面提升。至信息服务的全面提升。至信息服务的全面提升。至信息服务的全面提升。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四）其他业务服务的建设

       目前，参考咨询协作网2013年度工作计划草案已经基本完
成，近期会就这一方案进行意见征询。

       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协作网拟于在2013年下半年召开的全

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研讨会上正式上线正式上线正式上线正式上线。年内还将编撰内部

刊物，并结合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要求，开展不同层次的参
考咨询业务培训。

2、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协作服务



二、2013年平台建设与部署计划

（四）其他业务服务的建设

3、全国决策咨询协作服务

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
决决决决策咨询服务协作平台策咨询服务协作平台策咨询服务协作平台策咨询服务协作平台

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中中中中心平台心平台心平台心平台

成员馆成员馆成员馆成员馆
终终终终端平台端平台端平台端平台

平台可以为中央国务院部委、地方政府机构提供一站式的信息服务，平台可以为中央国务院部委、地方政府机构提供一站式的信息服务，平台可以为中央国务院部委、地方政府机构提供一站式的信息服务，平台可以为中央国务院部委、地方政府机构提供一站式的信息服务，
不不不不同层级的公共图书馆用户通过区域联合认证，同层级的公共图书馆用户通过区域联合认证，同层级的公共图书馆用户通过区域联合认证，同层级的公共图书馆用户通过区域联合认证，

即即即即可登录协作平台获得服务。可登录协作平台获得服务。可登录协作平台获得服务。可登录协作平台获得服务。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