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唯一标识符系统培训



1、唯一标识符的定义



    数字资源的唯一标识符是按统一
的规则和程序授予数字资源的唯一
和永久的名字，形象的被称为数字
资源的条形码。

1、唯一标识符的定义



2、唯一标识符的作用



       数字资源的唯一标识符是实现应用系统互操作的关键技术之
一，通过对每个数字资源进行唯一标识，可以使数字资源的标识独
立于物理位置、应用系统和存取协议，有效链接每个数字资源。

对数字资源唯一标识对数字资源唯一标识对数字资源唯一标识对数字资源唯一标识

将采集、加工、组织、检索、
服务以及保存等各环节中的数
字资源进行统一编号和规范管
理

全国图书馆数字资源的精
确定位和应用系统之间的
互操作

2、唯一标识符的作用



3、国内外唯一标识符技术  
     研究现状



    目前，国际主流的唯一标识符系统都是使用HandleHandleHandleHandle系统系统系统系统或

以Handle系统作为原型进行开发。

3、国内外唯一标识符体系研究现状



�美国国会图书馆在“美国
记忆”的数字图书馆项目
中，采用Handle来标识数
字对象，在全球Handle注
册中心独立申请了国会图
书馆的一级命名授权
“loc”，二级命名授权采
用收藏部门的代码。

    目前，国际主流的唯一标识符系统都是使用HandleHandleHandleHandle系统系统系统系统或

以Handle系统作为原型进行开发。

3、国内外唯一标识符体系研究现状



    目前，国际主流的唯一标识符系统都是使用HandleHandleHandleHandle系统系统系统系统或

以Handle系统作为原型进行开发。

    日本的内容标识符论坛以Handle系统为底层支撑技
术独立开展唯一标识符的研发和服务，通过嵌入式内容
标识符与数字水印技术来保护知识产权和数字内容权益。

    国立台湾大学也采用Handle系统作为底层框架建
设唯一标识符系统，用于辩识数位物件。

3、国内外唯一标识符体系研究现状



       DOIDOIDOIDOI系统系统系统系统    是在Handle系统基础上开发的商业软件，

在出版领域已经成功应用，它通过注册代理来分配和注册唯一标识
符。1997年在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上首次亮相以来，目前在国外
唯一标识符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

3、国内外唯一标识符体系研究现状



西方西方西方西方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西方很多出版商加入了DOIDOIDOIDOI 成立中文DOIDOIDOIDOI注册中心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和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

公司于2007200720072007年联合向IDFIDFIDFIDF

申请取得了DOI DOI DOI DOI 的中文

注册权，成立了中文DOI DOI DOI DOI 

注册中心。

Blackwell John Wiley

3、国内外唯一标识符体系研究现状



    国内唯一标识符技术的研究尚未成熟，各行业对于数字资源唯一
标识符的研究应用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规范，各个数字资源生产
商使用的唯一标识符也形式各异。

CALIS CALIS CALIS CALIS 和 中国知网中国知网中国知网中国知网    仅在自身平台范围内建设了数字

对象唯一标识符模块，还限于唯一标识符的注册、解析与
管理等基本功能的研究与应用，或处于实验阶段，或在单
位内部使用，尚未大规模推广应用。

3、国内外唯一标识符体系研究现状



� 图书馆与新闻出版机构在数据来源上有着本质区别，新闻出版机
构属于生产机构，每本书的来源都是唯一的，但是图书馆却截然不

同，同一本书可能存在于多个图书馆同一本书可能存在于多个图书馆同一本书可能存在于多个图书馆同一本书可能存在于多个图书馆；

� 同一本书在同一个图书馆还可能存在多种格式的数字化版本可能存在多种格式的数字化版本可能存在多种格式的数字化版本可能存在多种格式的数字化版本，
如资源发布采用PDF格式，长期保存采用TIFF格式等，数据来源的不
一样必然会对唯一标识符的命名以及应用产生影响。
� 从技术角度来说，直接使用DOI系统，不能掌握核心技术，必将

永远受制于永远受制于永远受制于永远受制于IDF IDF IDF IDF （国际DOI DOI DOI DOI 基金会），还有潜在的信息安全隐患。

DOI系统在图书馆界的运用还存在困难：

国家数字图书馆的唯一标识符系统
不能照搬照抄DOI系统，需要进行自主研发。

3、国内外唯一标识符体系研究现状



4、国家图书馆唯一标识符  
     系统建设背景



2002200220022002

2008200820082008

2010201020102010

2011201120112011

2002200220022002年以来年以来年以来年以来
� 一直跟踪唯一标识符领域的研究进展一直跟踪唯一标识符领域的研究进展一直跟踪唯一标识符领域的研究进展一直跟踪唯一标识符领域的研究进展 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

� 研制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标准规范项目研制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标准规范项目研制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标准规范项目研制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标准规范项目
� 形成形成形成形成《《《《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标准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标准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标准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标准

规范项目研制成果规范项目研制成果规范项目研制成果规范项目研制成果》》》》
� 建建建建立国家图书馆唯一标识符标准规范立国家图书馆唯一标识符标准规范立国家图书馆唯一标识符标准规范立国家图书馆唯一标识符标准规范
� 提出国家图书馆唯一标识符应用的实施路线提出国家图书馆唯一标识符应用的实施路线提出国家图书馆唯一标识符应用的实施路线提出国家图书馆唯一标识符应用的实施路线
� 制制制制定唯一标识符的体系框架、语法规则、命定唯一标识符的体系框架、语法规则、命定唯一标识符的体系框架、语法规则、命定唯一标识符的体系框架、语法规则、命

名规则、解析规则和管理规则。名规则、解析规则和管理规则。名规则、解析规则和管理规则。名规则、解析规则和管理规则。

2010201020102010年底年底年底年底
� 策划启动策划启动策划启动策划启动““““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

程程程程””””，该工程将以技术手段打破不同，该工程将以技术手段打破不同，该工程将以技术手段打破不同，该工程将以技术手段打破不同
行业、不同地域图书馆之间的界限，行业、不同地域图书馆之间的界限，行业、不同地域图书馆之间的界限，行业、不同地域图书馆之间的界限，
使全国分散异构的数字图书馆系统能使全国分散异构的数字图书馆系统能使全国分散异构的数字图书馆系统能使全国分散异构的数字图书馆系统能
够连接为一个超大型数字图书馆。够连接为一个超大型数字图书馆。够连接为一个超大型数字图书馆。够连接为一个超大型数字图书馆。

2011201120112011年初年初年初年初
� 2011201120112011年初国家图书馆启动了国家数字图书馆年初国家图书馆启动了国家数字图书馆年初国家图书馆启动了国家数字图书馆年初国家图书馆启动了国家数字图书馆

唯一标识符系统项目，在推广工程的带动唯一标识符系统项目，在推广工程的带动唯一标识符系统项目，在推广工程的带动唯一标识符系统项目，在推广工程的带动
下，拟构建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下，拟构建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下，拟构建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下，拟构建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
体系，将分散在全国各省、市图书馆的海量体系，将分散在全国各省、市图书馆的海量体系，将分散在全国各省、市图书馆的海量体系，将分散在全国各省、市图书馆的海量
数字资源进行统一标识，使它们组织成为一数字资源进行统一标识，使它们组织成为一数字资源进行统一标识，使它们组织成为一数字资源进行统一标识，使它们组织成为一
个有机整体。个有机整体。个有机整体。个有机整体。

4、国家图书馆唯一标识符系统建设背景



5、唯一标识符系统
      建设意义



 一、经济效益显著

                国内的万方中文国内的万方中文国内的万方中文国内的万方中文DOI DOI DOI DOI 系统，属于系统，属于系统，属于系统，属于IDF IDF IDF IDF 的下属注册代理机构，永远要的下属注册代理机构，永远要的下属注册代理机构，永远要的下属注册代理机构，永远要
给给给给IDF IDF IDF IDF 交费，在目前的形态下不可能与交费，在目前的形态下不可能与交费，在目前的形态下不可能与交费，在目前的形态下不可能与DOIDOIDOIDOI处于平等的地位。处于平等的地位。处于平等的地位。处于平等的地位。

自主研发建设唯一标识符系统将
解解解解决受制于决受制于决受制于决受制于IDFIDFIDFIDF（国际（国际（国际（国际DOI DOI DOI DOI 基金会）的问题基金会）的问题基金会）的问题基金会）的问题

针对我国海量的文化数字资源需要注册
管理这一情况，建成自己的唯一标识符
体系将能节约巨额费用，经济效益显著。

5、唯一标识符系统建设意义



二、提高文化机构数字资源的服务效率

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
通过建立标识和对应关通过建立标识和对应关通过建立标识和对应关通过建立标识和对应关
系，能对这些数字资源进系，能对这些数字资源进系，能对这些数字资源进系，能对这些数字资源进
行高效的管理，实现数字行高效的管理，实现数字行高效的管理，实现数字行高效的管理，实现数字
资源的准确、快速定位，资源的准确、快速定位，资源的准确、快速定位，资源的准确、快速定位，
使用户以最短的时间，最使用户以最短的时间，最使用户以最短的时间，最使用户以最短的时间，最
少的操作获得最想要的资少的操作获得最想要的资少的操作获得最想要的资少的操作获得最想要的资
源服务。源服务。源服务。源服务。

全国文化机构全国文化机构全国文化机构全国文化机构

在公共图书馆实施的基础在公共图书馆实施的基础在公共图书馆实施的基础在公共图书馆实施的基础
上，进一步扩展到全国整上，进一步扩展到全国整上，进一步扩展到全国整上，进一步扩展到全国整
个文化机构中，带动建设个文化机构中，带动建设个文化机构中，带动建设个文化机构中，带动建设
覆盖全国各类文化机构的覆盖全国各类文化机构的覆盖全国各类文化机构的覆盖全国各类文化机构的
文化资源唯一标识符体文化资源唯一标识符体文化资源唯一标识符体文化资源唯一标识符体
系，提高文化机构数字资系，提高文化机构数字资系，提高文化机构数字资系，提高文化机构数字资
源整体的服务效率和水平。源整体的服务效率和水平。源整体的服务效率和水平。源整体的服务效率和水平。

5、唯一标识符系统建设意义



      建立国家级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数字资源唯一
标识符体系，将彻底摆脱依赖国外注册机构的限
制，自主管理文化数字资源的注册，掌握核心技
术，有效的保证国家信息安全。

5、唯一标识符系统建设意义

      三、有利于国家信息安全三、有利于国家信息安全三、有利于国家信息安全三、有利于国家信息安全



6、数据注册



唯一标识符数据注册方式唯一标识符数据注册方式唯一标识符数据注册方式唯一标识符数据注册方式

单条手工注册单条手工注册单条手工注册单条手工注册 批量自动注册批量自动注册批量自动注册批量自动注册 系统接口系统接口系统接口系统接口

6、数据注册



6、数据注册

唯一标识符唯一标识符唯一标识符唯一标识符

单条输入单条输入单条输入单条输入 批量导入批量导入批量导入批量导入 系统接口系统接口系统接口系统接口

前缀前缀前缀前缀 后缀后缀后缀后缀////

唯一标识符唯一标识符唯一标识符唯一标识符
生生生生成规则成规则成规则成规则

唯唯唯唯
一一一一
标标标标
识识识识
符符符符
生生生生
成成成成
子子子子
系系系系
统统统统

注册数据注册数据注册数据注册数据

后缀分配规则后缀分配规则后缀分配规则后缀分配规则

返回注册结果返回注册结果返回注册结果返回注册结果

注册成功注册成功注册成功注册成功

失败失败失败失败

成功成功成功成功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 然后然后然后然后 最后最后最后最后

�用户登录系
统，系统根据
用户信息获得
注册机构代
码，生成唯一
标识符前缀

�填写或上传唯一
标识符注册数
据，经格式校验
和数据查重后，
系统获取资源种
类、资源类型、
资源颗粒度等资
源信息和系统内
部唯一号生成唯
一标识符后缀

�系统根据唯一标
识符生成规则，
由前缀和后缀组
合生成唯一标识
符。

6、数据注册



注册数据模板：

6、数据注册



7、唯一标识符解析



唯一标识符解析唯一标识符解析唯一标识符解析唯一标识符解析

正向解析正向解析正向解析正向解析 反向解析反向解析反向解析反向解析

7、唯一标识符解析



正向解析正向解析正向解析正向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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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 唯一标识符系统BBBB 国家数字图书馆唯一标识符系统国家数字图书馆唯一标识符系统国家数字图书馆唯一标识符系统国家数字图书馆唯一标识符系统

输入标识符输入标识符输入标识符输入标识符

解析标识符解析标识符解析标识符解析标识符

解析标识符解析标识符解析标识符解析标识符

返回解析结果返回解析结果返回解析结果返回解析结果

直接直接直接直接
解析解析解析解析

【【【【跨服务节点解析跨服务节点解析跨服务节点解析跨服务节点解析】】】】

首先对前缀进行分析，如属
于本服务节点注册的唯一标
识符，则直接解析；否则向
相应的服务节点提交解析请
求并获取解析结果。如果所
请求的服务节点在规定时间
内无响应，则再向顶层服务
节点发出解析请求并获得解
析结果。

解析标识符解析标识符解析标识符解析标识符

返回解析结果返回解析结果返回解析结果返回解析结果

返回解析结果返回解析结果返回解析结果返回解析结果

7、唯一标识符解析



反向解析反向解析反向解析反向解析

以输入数据为查询条件反向获取唯一标识符，以输入数据为查询条件反向获取唯一标识符，以输入数据为查询条件反向获取唯一标识符，以输入数据为查询条件反向获取唯一标识符，
并并并并返回查询结果。返回查询结果。返回查询结果。返回查询结果。

7、唯一标识符解析



8、对象数据URL管理



手工维护手工维护手工维护手工维护 接口维护接口维护接口维护接口维护

8、对象数据URL管理



URL维护模板：

8、对象数据URL管理



9、唯一标识符体系架构



中心服务器中心服务器中心服务器中心服务器

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首都图书馆 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 山东图书馆山东图书馆山东图书馆山东图书馆

……

东城区图书馆东城区图书馆东城区图书馆东城区图书馆 西城区图书馆西城区图书馆西城区图书馆西城区图书馆 海淀区图书馆海淀区图书馆海淀区图书馆海淀区图书馆 扬州市图书馆扬州市图书馆扬州市图书馆扬州市图书馆 苏州市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 常州市图书馆常州市图书馆常州市图书馆常州市图书馆

……

…
…

…
…

       唯一标识符系统系统按照国家、省和市三层结构国家、省和市三层结构国家、省和市三层结构国家、省和市三层结构进行设计，
将实现全国公共图书馆所有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的注册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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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唯唯唯一标识符系统架构一标识符系统架构一标识符系统架构一标识符系统架构

9、唯一标识符体系架构



中心服务器中心服务器中心服务器中心服务器

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首都图书馆 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 山东图书馆山东图书馆山东图书馆山东图书馆

……

东城区图书馆东城区图书馆东城区图书馆东城区图书馆 西城区图书馆西城区图书馆西城区图书馆西城区图书馆 海淀区图书馆海淀区图书馆海淀区图书馆海淀区图书馆 扬州市图书馆扬州市图书馆扬州市图书馆扬州市图书馆 苏州市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 常州市图书馆常州市图书馆常州市图书馆常州市图书馆

……

…
…

…
…

�采用星型结构星型结构星型结构星型结构同步国家
数字图书馆和各子层图书
馆的系统配置信息
�通过分层模式分层模式分层模式分层模式逐层同步
各省、市唯一标识符信
息，保存各子层提交的注
册数据

    最上层为顶层服务顶层服务顶层服务顶层服务，由国家数字图书馆代为管理，对各分支服务
机构进行命名授权和管理。

9、唯一标识符体系架构



中心服务器中心服务器中心服务器中心服务器

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首都图书馆 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 山东图书馆山东图书馆山东图书馆山东图书馆

……

东城区图书馆东城区图书馆东城区图书馆东城区图书馆 西城区图书馆西城区图书馆西城区图书馆西城区图书馆 海淀区图书馆海淀区图书馆海淀区图书馆海淀区图书馆 扬州市图书馆扬州市图书馆扬州市图书馆扬州市图书馆 苏州市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 常州市图书馆常州市图书馆常州市图书馆常州市图书馆

……

…
…

…
…

省级图书馆作为注册服务节点注册服务节点注册服务节点注册服务节点

省级图书馆作为注册服务节点，必须部署服务器

9、唯一标识符体系架构



东城区图书馆东城区图书馆东城区图书馆东城区图书馆 西城区图书馆西城区图书馆西城区图书馆西城区图书馆 海淀区图书馆海淀区图书馆海淀区图书馆海淀区图书馆 扬州市图书馆扬州市图书馆扬州市图书馆扬州市图书馆 苏州市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 常州市图书馆常州市图书馆常州市图书馆常州市图书馆

……

…
…

…
…

中心服务器中心服务器中心服务器中心服务器

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首都图书馆 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 山东图书馆山东图书馆山东图书馆山东图书馆

……

市级图书馆

市级图书馆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部署服务器，

� 如果部署服务器，为注册服务节点
� 如果不部署服务器，则为注册机构

9、唯一标识符体系架构



注册服务节点注册服务节点注册服务节点注册服务节点

注册机构注册机构注册机构注册机构

�注册服务节点管理着本命名授权下所有唯一标识符的注册和注册服务节点管理着本命名授权下所有唯一标识符的注册和注册服务节点管理着本命名授权下所有唯一标识符的注册和注册服务节点管理着本命名授权下所有唯一标识符的注册和
解析服务，保存本命名授权下所有成功注册唯一标识符的注解析服务，保存本命名授权下所有成功注册唯一标识符的注解析服务，保存本命名授权下所有成功注册唯一标识符的注解析服务，保存本命名授权下所有成功注册唯一标识符的注
册数据，并向上提交。册数据，并向上提交。册数据，并向上提交。册数据，并向上提交。

�注册机构需要向相应的注册服务节点申请，填写注册机构信息，注册机构需要向相应的注册服务节点申请，填写注册机构信息，注册机构需要向相应的注册服务节点申请，填写注册机构信息，注册机构需要向相应的注册服务节点申请，填写注册机构信息，
经系统合法性校验成功后，注册机构的机构管理员收到激活邮经系统合法性校验成功后，注册机构的机构管理员收到激活邮经系统合法性校验成功后，注册机构的机构管理员收到激活邮经系统合法性校验成功后，注册机构的机构管理员收到激活邮
件，激活成功后等待注册服务节点系统管理员审批，待审核通过件，激活成功后等待注册服务节点系统管理员审批，待审核通过件，激活成功后等待注册服务节点系统管理员审批，待审核通过件，激活成功后等待注册服务节点系统管理员审批，待审核通过
以后，机构管理员可以分配操作账号，进行唯一标识符的注册。以后，机构管理员可以分配操作账号，进行唯一标识符的注册。以后，机构管理员可以分配操作账号，进行唯一标识符的注册。以后，机构管理员可以分配操作账号，进行唯一标识符的注册。

9、唯一标识符体系架构



10、已开展工作



�完成：中文图书和
博士论文共65万条
唯一标识符的注册
和应用，读者点击
资源的唯一标识符
即可直接进行全文
阅读。

已已已已
开开开开
展展展展

数据注册数据注册数据注册数据注册

�搭建：唯一标识符系
统国家数字图书馆中
心节点、国家图书馆
节点、贵州馆节点、
山东馆节点、吉林馆
节点；

�实现：省级服务节点
与国家数字图书馆中
心节点注册数据的同
步和互相解析。

系统系统系统系统

10、已开展工作



11、软件平台部署环境要求



11、软件平台部署环境要求

环境类型环境类型环境类型环境类型 配置要求配置要求配置要求配置要求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硬件环境硬件环境硬件环境硬件环境

     服务器两台，配置如下（及以上）：

� CPU：4×Intel Xeon 六核，1.86GHz

� 内存：32GB

� 硬盘：2×300GB SAS

� 网卡：2×1000M以太网卡

服务器需通过加电测试

网络环境网络环境网络环境网络环境
局域网IP两个

互联网IP一个，配置域名，使用80端口

一台服务器配置内网IP，
另一台配置内外网IP；

连通网络

建议使用cdoi的本馆二
级域名



11、软件平台部署环境要求

环境类型环境类型环境类型环境类型 配置要求配置要求配置要求配置要求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软件环境软件环境软件环境软件环境

数据库服务器：

� 操作系统  ——Linux  RHEL 5.0+（64位）及以上

� 数据库软件——Oracle10g以上

应用服务器：

� 操作系统 ——Linux  RHEL 5.0+（64位）及以上

� WEBServer——WebSphere 7.0+（WebLogic 11 
+ 或者 Tomcat 6 +）



12、应用案例



发送检索请求

检索“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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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检索数据
提取CDOI字段

传递CDOI
给唯一标识符系统

解析CDOI
定位资源的URL

跳转读者门户

文津搜索系统文津搜索系统文津搜索系统文津搜索系统用户用户用户用户

跳转资源页面

读者门户系统读者门户系统读者门户系统读者门户系统

统一用户管理系统一用户管理系统一用户管理系统一用户管理系
统统统统

登录
认证

12、应用案例



1、文津搜索系统：

文津搜索系统列表展示页：新增“唯一标识符”字段

12、应用案例



1、文津搜索系统：

元数据详细展示页：“详细信息”栏目中新增“唯一标识符”字段

12、应用案例



2、发布与服务系统：
发布系统列表展示页：新增“唯一标识符”字段

12、应用案例



2、发布与服务系统：
元数据详细展示页：“详细信息”栏目中新增“唯一标识符”字段

12、应用案例



3、OPAC系统：
OPAC检索列表展示页：

12、应用案例



3、OPAC系统：
OPAC检索详细展示页：

12、应用案例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