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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推广工程重点开展必配及选配软件系统的推广部署和应用

68家图书馆部署了
推广工程运行管理平台

截至2016年

全国省级图书馆基本完成统一用户管理系

统、运行管理平台等必配软件系统的部署工作。

省级馆

统一用户系统

24家42家 1家 2家

运行管理平台



• 随着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深入实施，软件平台的业务需求

不断地向纵深化、精细化、服务化延伸；

• 全国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快速推进，对软件平台的

兼容性、便捷性、高效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推广工程大数据整合工作的启动，

软件平台面临着变革的压力和动力。

• 。



第一部分：
统一用户管理系统升级



统一用户管理系统除了是国家数字图书馆核心系统之一，

同时也是推广工程的业务支撑配套系统之一。

自2012年起，开始作为数

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必备软件，

在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图书馆进

行推广部署，从而把地方馆的

实名读者纳入国家数字图书馆

的服务体系，使其作为国家数

字图书馆的用户获取相应的数

字资源和服务。



随着统一用户系统的深入应用，逐步产生了许多新的需求：



一、系统升级



一、原统一用户管理系统功能优化

从基于互联网环境下的认证和管理模式

扩展为支持全媒体应用系统的用户身份

认证、权限控制和单点登录机制

实现对国家图书馆各类型用户、资源、

权限的统一管理

进一步提高用户认证、登录、资源访问

等的便捷性和稳定性
建立数据库索引机制，优化数据库结构，

提高数据库性能及访问速度



二、推广工程统一用户实名库功能优化

增加实名用户的用户管理、认证、单点登录、数据同步等服务和接口，又具

备汇聚各地方馆用户数据的功能，使纳入该实名库的用户能够访在权限范围

内访问各地图书馆的数字资源。



能够为外部应用系统及平台提供各类标准接口，各类接口的调用不受

开发语言的约束，实现与主流第三方认证平台、即时通信产品的集成，满

足多样化地用户登录需求。

三、对现有系统接口功能丰富和标准化



二、系统功能



该系统的目标是将所有公共图书馆的实名读者数据汇总

起来构建独立的面向全国各图书馆的统一实名用户库

用户管理：支持公
共图书馆将所辖市
县的实名个人用户、
本地非实名个人用
户、本地集团用户、
本地IP用户统一管
理起来，提供对读
者帐号、属性、生
命周期、角色的统
一管理。

统一认证和单点登
录：系统还支持与
本地资源库、应用
系统进行集成，为
上述互联网用户提
供统一认证和单点
登录服务。

实名认证：纳入到

统一用户管理系统

实名用户库中的读

者能够通过认证代

理机制访问各图书

馆的实名访问资源。



系统基本功能

系统特色功能

• 前端的读者注册和登录功能；
• 后台的读者管理功能：包括读者属性和角色的管理、读者

可访问的应用系统配置管理、参数接口的手动配置、后台
服务情况的维护管理、相关数据的审计统计等。

• 与公安部身份认证系统对接，实现读者信息的在线实名认；

• 单点登录、跨域服务，方便读者访问各类资源；

• 整合各类资源，打通读者远程资源访问链路，推送开放的中

外文数据库等。



三、系统架构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统一实名用户库系统

统一用户管理系统

部署在
国家图书馆中心节点

部署在
各省级分中心(以及地方馆)

统一用户管理系统承担的功能实际
上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统一实名用户库系统（中心节点）

国家图书馆统一用户管理
系统

（省级分中心）

省级图书馆统一用户管
理系统

（省级分中心）

……

……
市级图书馆（节

点）

省级图书馆统一用户管
理系统

（省级分中心）

省级图书馆统一用户管
理系统

（省级分中心）

省级图书馆统一用户管
理系统

（省级分中心）

市级图书馆（节
点）

市级图书馆（节
点）

市级图书馆（节
点）

市级图书馆（节
点）

市级图书馆（节
点）

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图书馆是作为一个省级分中心接入
到整个系统中



该系统对图书馆所有业务系统读者数据进行整合，解决各业
务系统各自为政，读者需要多次注册多次登录的困境，为读者提
供了一个一次登录，广泛享用图书馆服务的快捷方式。

应用系统

其他设备
如VPN设备等

用户

读者用户

系统管理员

统一用户管理
系统

（国家图书馆）



统一用户管理系统正式环境中硬件设备有5台，2台应用服务器，

通过F5进行负载均衡，2台LDAP和MySQL服务器（一主一备），1

台MongoDB服务器。



从硬件架构可以看出，新系统对数据库进行了全面的优化，使用了

LDAP、MySQL和MongoDB三种数据库，来存放不同类型的数据。

LDAP MongoDB MySQL

存放的是在1年以内有
登录动作的用户，我们
称之为活跃用户

目前国图库和中心库的用户
分别达到了470余万和810
余万，大部分用户1年内没
有登录动作，我们称之为非
活跃用户，MongoDB主要
来存放这些用户

用于存放用户的一些
访问日志等数据

LDAP的特点是可以快
速响应读者认证请求，
这样可以大大提高用户
的认证响应速度

MongoDB的特点是适合存
放大数据量的数据



用户是活跃用户还是非活跃用户的状态是自动切换的

系统设置了活跃度这一参数

（目前是1年），如果用户有登录

动作，用户会从MongoDB转移

到LDAP中，反之，如果用户在1

年之内都没有登录动作，用户则会

从LDAP转移到MongoDB中，这

样我们就可以优先保证活跃用户认

证的响应时间。



四、系统应用



1、资源

应用系统

应用系统

应用系统应用系统

用户

只需要
认证一

次

可以访
问

所有的
应用系

统

统一用户系统中的单点登录机制集成外购数据库资源和各类应

用系统，各类资源库，不管是外购还是自建的，都可以接入统一用

户管理系统中，读者登录一次就能够访问到接入的所有资源和应用。



非实名用户

实名用户

物理卡用户

特殊用户

通过互联网进行注册，但是没有进行实名认证的用户。目前我们提

供的注册方式包括：手机快速注册、邮箱注册、第三方账号快速注

册（微博、微信、QQ）。

通过统一用户系统提供的，与公安部实名认证中心对接的实名认证功能，

完成实名认证的用户。读者需要提供身份证号、真实姓名、性别及民族

等四项信息，就可以完成实名认证。

我馆通过Aleph 500系统办卡的读者。其信息会自动同步到统一用户管

理系统中。

根据一些特殊需求，管理员在后台添加的用户。例如立法决策用户、

企业用户、特殊群体用户等。

2、用户



针对越来越流行的第三方账号（微博、微

信、QQ）以及手机快速注册/登录，新的

系统提供了第三方账号和手机的快速注册

/登录模式，同时老用户也可以在后台绑

定第三方账号，在下次登录时就可以直接

使用第三方账号进行登录，这样就大大方

便了读者的使用。

 第三方账号绑定方式的注册用户



截至2018年9月，
国家图书馆统一用户管理系统共有用户

5373530人

通过实名用户
4090303人

81%

在线实名认证方式注
册用户

1487417人

读者卡用户
2602886人

月均用户增长量约为

53,000人

读者注册峰值达到



实名用户
非实名用

户
读者卡用

户

在线实名注册

用户

电子图

书
21 8 4

电子期

刊
35 6 1

电子报

纸
9 3 2

电子论

文
9 4 1

工具书 42 15 0

音视频 13 8 5

标准专

利
5 0 0

少儿资

源
13 5 4

地方馆

读者注册成为用户之后，根

据其读者类型的不同，会根据统

一用户系统后台的设定，自动为

其分配权限。以不同类型读者所

能够访问到的资源数据库为例:



主要对象是有数字资源使用需求的集团、领导或者贵宾，国家数

字图书馆考虑到这类特殊用户的使用需求，定制了更加具有针对性、

更加具备特色的数字资源和服务。

比如，为这类用户特别定

制了门户界面，提供了即插即

用的USB介质访问渠道，随时

随地可用，高效快捷。目前，

国家数字图书馆共有特殊的定

制用户400人，可远程访问的自

建资源库47个，外购数据库为

180个。



为满足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的

需求，国家数字图书馆特别设置了一

种用户类型，并为其提供全面丰富的

可访问资源。目前主要是在全国“两

会”期间为两会代表特别定制，具有

专门的资源列表和门户界面，并支持

以USB介质的访问方式。此类用户的

数量、资源访问权限、访问形式等都

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灵活的配置。2012两会 共开设5071个账号，可远程访问的数据库135个

2013两会 开设的账号500个，可远程访问的数据库43个

2014两会 开放统一的访问页面，开放资源219个，支持200用户的并发访
问

2015两会 创建专属两会代表用户角色，并沿用至今



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的合作建

设塔里木油田数字图书馆，提

供“塔里木油田读者”账号共

10000个，可远程访问的数据

库为19个，使塔里木油田的职

工使用，只要连接油田网络就

可以获取符合油田使用需求的

数字资源，完成在线文献查找、

期刊下载、信息检索，科研资

料查阅等服务。



为了给特殊群体提供特色的资源服务，国家数字图书馆与中国

残疾人数字图书馆进行了系统集成，实现了残疾人用户通过中国残

疾人数字图书馆网站访问国家数字图书馆提供的资源。

截至2014年6月30日，残

联用户共有206个。国家数字

图书馆根据残疾人用户的需求

特别进行了资源定制，可远程

访问的数据库9个，主要是有

声读物库、经典音视频和多媒

体学习库等，更加具有针对性

和实用性。



3、接口
统一用户管理系统提供多种标准接口供外购数

据库、第三方应用系统进行集成。接口会以文档的形

式提供给数据库商或者第三方应用系统的开发商。

在接口文档中，详细给出应用系统与统一用户管理系

统的集成方式、步骤、所需接口和相关的参数配置等

有经验的开发人员，通过此接口文档，如果

不涉及到原有流程的更改，基本一周之内就

能完成简单的认证和单点登录的对接工作。



满足读者信息更新需要，调用方式为http方式，共4个：

读者同
步查询
接口

创建读
者账号
接口

修改读
者账号
资料
接口

修改读
者账号
密码
接口

单点登录集成接口是统一用户管理系统单点登录及认证

服务的接入接口。集成该接口，应用系统可获得单点登录、

统一身份认证、用户身份信息获取等服务。



4、服务集成

系统提供统一认证集成机制，能方便地将已建系统（具有自身用户库）

在基本不改变原有系统程序和原有用户管理体系的情况下，纳入到统

一认证体系中来

向这些系统的用户

提供单点登录功能，

且不因原有系统中

用户的变化而增加

手工配置工作

根据需要，配合对

部分已建应用系统

进行基于统一用户

管理系统的改造

与读者门户等个性

门户应用进行集成



无线网

国家图书馆
统一用户管理系统

集成方式



采用接口对接方式集成的系统，需要在自己的程序

中，集成统一用户管理系统提供的一系列接口程序，包括：

单点登录接口、读者账号服务接口等。



统一用户管理系统同时提供了用户注册、登录、信息

修改等页面供其他系统调用。采用页面集成方式集成的重

要系统有：文津系统、虚拟参考咨询等系统。



比如，国家图书馆的核心系统

Aleph系统中，通过部署触发

器的方式实现的。实现了读者

卡用户的数据统一用户管理系

统的双向、实时的同步。



五、推广部署



实现了地方馆读者数据的实时上传与更新

实现读者对国家数字图书馆中外文数据库的跨域访问

为地方馆已有的应用系统建立统一认证和单点登录机制

更好的实现读者信息管理与维护、应用系统访问许可的
控制等功能

通过系统的推广与复用，
实现



截止目前

统一用户中心库中用户

已完成公共图书馆安装部署

70余
家

超过
1100万
人



软件部署 读者数据导入 接口对接 资源接入软件部署 读者数据导入 接口对接 资源接入

在地方馆本地
安装部署统一用户管理系统



软件部署 读者数据导入 接口对接 资源接入

把各个馆符合实名认证条件的用户数据导入到

统一用户管理系统中来，并通过统一用户系统的分

层架构，上传至统一实名用户库中。

需要强调的一点，中心库必须是实名用户，因

此是不允许用户直接注册的。可以先注册成为国图

的实名用户，用户信息便可以直接同步到中心库中。



软件部署 读者数据导入 接口对接 资源接入

完成地方馆用户系统与

本地统一用户管理系统的

对接，使两个系统之间能

够进行数据同步和实时更

新，本地统一用户管理系

统数据能够实时传到国家

数字图书馆中心库。



如果地方馆有单点登录系统，且其单点登录系统的用户数据与办证系

统一致，则统一用户系统与单点登录系统进行数据对接即可。若地方馆没

有单点登录系统，或者单点登录系统用户数据并非实名，或与办证系统数

据不一致，这种情况下统一用户管理系统则直接与办证系统对接。目前，

大多数馆采用的都是与办证系统直接对接的方式来实现的。

对接过程中需要对地方馆办证系统或单点登录系统进行接口开发和系

统改造，实现办证系统与本地统一用户管理系统之间的数据同步。



软件部署 读者数据导入 接口对接 资源接入

指将数据库资源接入到统一用户系统中来供读者进行访问。

由推广工程经费直接购买数
据库供所有成员馆使用，这
类数据库的接入是直接在中
心库，然后由中心库向各成
员馆分配相应的权限。

成员馆的数据库资源，可提供
给部分成员馆进行使用，这类
数据库的接入首先由数据库资
源所属成员馆在系统内向中心
库提交相关申请，由中心库进
行审批，审批通过后由中心库
来配置相关的权限。

中心库最终会将各省市图书馆资源进行统一汇集管理



http://sso.nlc.cn
m.dlib.cn

http://sso.nlc.cn/�


省级馆和计划单列市 市级馆

由国家图书馆总体协调、
制定部署计划

由所在省馆负责总体协调、
制定部署计划，同时由省馆选

择实施部署的承建方

由国家图书馆
统一用户管理系统的承建方

信安世纪公司
负责安装与维护

由省馆所选定的承建方
负责安装与维护



第二部分：
运行管理平台优化升级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运行管理平台是将全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建设成果
进行统一展示的综合性平台。

平台2012年正式上线，主要功能是对对推广工程建设情况进行展示；对推
广工程各建设指标进行区域性比较分析和纵向比较分析。平台在各公共馆进行
了广泛的部署，截止2016年6月，部署的地方馆数量达到68家，成为推广工程
建设成果的重要展示平台，多次在图书馆学年会中进行展示。



一

平台升级



2018年初筹划推广工程运行管理平台升级项目，目

前已经处于测试状态，预计年底可以全新上线。

随着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不断推进，逐步产生了许多新的展示需求

专网运行状态
和服务 资源联建 推广工程活动

和培训情况 ……

全国范围内公共图书馆数字图书馆

建设的深入实施，对地方馆数字图

书馆建设的个性化成果的展示需求

也越来越迫切

当前的系统无法满足新技术发展的

需求，比如移动终端展示、HTML

技术等



① 扩大了数据范围，细化展示项的颗粒度，结合推广工程软件平台的升级及

联建项目的变化，对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建设现状进行全面实时展示

② 对推广工程建设指标进行纵向年度分析和横向区域性比较展示；对各区域

推广工程建设情况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和展示

③ 对国家图书馆信息化现状以及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的成果进行展示；

④ 收集全国范围内各级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成果方面通用的共性

数据进行展示。

⑤ 优化系统结构，采用云服务和分站建设结合的模式，支持在省级公共馆建立分站，

收集其个性化、特色化的数据进行分析展示，并把该省范围内的数据汇集在分站，

支持不同分站的权限隔离和分频道展示。



二

数据范围



（一）推广工程建设成果

主要指推广工程近些年的实施成果，包括工程覆盖范围、资源共

建共享状态、软硬件平台的建设现状、宣传活动和人才培训情况等。

这类数据来自推广工程办公室的统计数据、项目批复和验收数据、

实施报送数据、各系统平台实施获取的数据等。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硬件基础设施

 硬件标准化情况

 专网连通状态和实时流量

 虚拟网连通状态等

 各级图书馆信息化建设平均现状，

如平均服务器数量、网络带宽、

存储容量等



用户情况

资源建设

 推广工程统一用户管理系统中心库的实名用户
数、各区域的实名用户数、各公共图书馆节点
用户数量、按区域分布情况等。

 不同渠道和服务阵地的用户数和用户覆盖范围，
如微博、微信用户、APP用户等

 推广工程共享资源种类和数量

 各馆参与资源联建工作的项目批复
情况、实施进度和建设成果等



服务情况

宣传活动和
人才培训情况等

 推广工程资源库访问量，推广工程交流平台、培训
平台网站访问情况；

 统一用户登录次数

 各馆唯一标识符的注册数

 移动阅读平台分站情况、资源访问量

 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平台分站和数据情况

 网络书香平台分站情况等

 图书馆公开课直播情况等

 推广工程组织的各级服务推广活动次数、
内容

 各级技术交流和业务培训况等



（二）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成果

• 汇集国家图书馆信息化建设、业

务建设和服务情况的统计报表；

• 与国家数字图书馆的重要业务系

统对接，实时获取各应用系统的

业务和服务数据；

• 对信息化设备、应用系统的通用

日志进行分析和内容提取，获取

用户行为数据等。

数据大体涵盖以下几个部分：

1、基础数据

 基本馆情、对外宣传数据

 信息资产数据

 展览、活动的宣传和访问情况

 信息化基础设施包括网络设备、

带宽、服务器、存储容量等情况



2、用户类数据 3、资源类数据

 办证用户

 无线网用户

 电子阅览室用户

 微博微信QQ等第三方用户

 数字图书馆体验区用户

 手机用户等

 支持对用户按区域、群体、

时间等进行对比分析

 在线用户

 各阅览室用

户

 实体文献

 外购数字资源

 自建数字资源

 征集和联建资源

 移动资源

 长期保存和灾备资源等。



4、服务类数据

 包括实体文献流通情况、外购数据库访问情况、自建数字资源和移动资源

的访问情况、各服务系统的用户访问情况等。

与主要服务类设备和系统实时对接，实现日志分析和数据自动获取

自动化集成系统

发布与服务系统

国图公开课

读者门禁与流量管理系统

统一用户管理系统

手机门户和移动阅读平台

体验区管理系统

电子阅览室读者管理系统等

唯一标识符系统

文津搜索系统

推广工程各平台

微信微博等



（三）全国公共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建设成果

一是包括全国范围各级公共图书馆（含少儿图书馆）通用的、共性的运行管理数据

业务建设
 包括实体文献建设情况，包括编目、入藏等

 数字资源建设情况等

 用户管理

服务效能

保障条件

 包括基本的开馆情况、实体文献流通服务

 阅读推广与社会教育服务，展览、活动情况等

 网络资源服务，包括网站访问情况、数字资源服务情况

 新媒体服务，微博、微信、移动图书馆情况等。

 信息化基础设施保障

 建筑类保障比如阅览室面积、坐席数量

 文献资源类保障



目前平台中已经汇集了2900多家省、市、县级公共图书
馆（含少儿馆）在2017年的运行管理数据。这批数据是从全
国公共图书馆定级评估平台进行对接统一获取到的。

今后将在运行管理平台中进行此类数据的申报。



此类数据按图书馆的类型分别设置了不同的统计指标。图
书馆分为六类：省级副省级公共图书馆、省级副省级少儿图
书馆；市级公共馆、市级少儿馆；县级公共馆、县级少儿馆。

以省级副省级公共图书馆为例，统计指标包含：

周开馆时间（小时）

年文献外借量（万册次）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年馆外流动服务点文献借阅量（万册次）

年讲座、培训次数

年展览次数

年阅读推广活动次数

年数字阅读量占比（%）

图书馆网站

年人均网站访问量（次）

数字资源发布占比（%）

微信公众平台、微博服务

移动图书馆

触摸媒体机器数量

数字资源本地存储量（TB）

自建数字资源总量（TB）

已办证读者数量

普通文献馆藏量（万册件）

年图书入藏量（万种）

年报刊入藏量（种）

年视听资料入藏量（种）

电子文献馆藏量（万册）

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读者用计算机终端数量（台）

读者服务区无线网覆盖率（%

网络带宽（Mbps）

存储容量（TB）



三

平台功能



平台优化过程中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和伸

缩性，以适应业务系统自身的不断调整、修改和优化，此外也能够适

应推广部署和复用的需求。

第一可以很灵活地增加要展示的数据项，可以适应不同馆、不同阶段的
的统计和展示需求

第二能够方便地增加新的分站，满足总分站之间交换信息/数据的需要

第三能够很方便根据实际需要配置可填写、可修改和可展示数据的范围



平台采用层次化的结构，后台数据管理端包括采集层汇集各类统

计数据，分析层进行数据的组织、分析形成可用数据，在前端应用层

面以B/S的模式提供数据的可视化展示和调用服务。后台数据管理和前

端数据展示分开，既方便工作人员使用，也具有良好的展示效果。



（一）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模块主要收集不同渠道、不同来源、不同平台的统计数据，

兼容不同类型的服务器、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和应用系统，能够满

足实际工作中的全方位数据采集及展示需求。

自动采集 人工采集



自动采集

通过网页抓取分析、接口对接、数据库直连、日志获取分析等方式实时

获取其它设备和系统中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展示。

目前系统已经实现与推广工程各平台和国家数字图书馆众多应用

系统的接口对接

自动化集成系统 统一用户管理系统

唯一标识符系统 发布与服务系统

手机门户和移动阅读平台 文津搜索系统

国图公开课 推广工程培训平台

交流平台 读者门禁与流量管理系统

电子阅览室读者管理系统 ……



人工采集

填写或者表单上传的数据经过审核验收后才能发布展示

各类数据都需要与采集机构、采集人员进行关联，要有明确的归属地和采集日期。

提供EXCEL模板，支持

以表单形式批量导入和

灌装已有的数据，自动

进行分析和提取。

提供网页填写的形式，

以保证系统无法自动获

得统计数据时的正常输

出



（二）数据分析

根据收集数据来源、频度、颗粒度等特点进行统计与分析

 对多个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累加、去重

 对不同颗粒度的数据进行清洗、转换和计算

 对关键数据进行对比、同比等

 形成最终需要的展示数据保存在数据库中

例如：



（三）数据展示

平台收集到的数据来源复杂、种类繁多、颗粒度不尽相同，因此展

示方面支持表单和可视化展示两种方式，支持横向和纵向对比。

表单方式有丰富的报表功能，支持

工作报表的生成的导出，满足日常统计

业务的需要。

多种展示方式有丰富的图形界面，能够自适
应不同的展示终端

折线图 饼图 柱图

列表 地图 雷达图

钙化图 驾驶舱 地图等



（四）系统接口

平台获取的展示数据来自多个第三方的设备

或者业务系统，因此平台提供标准的Web 

Service接口、采集客户端C/S程序或Windows服

务来接收第三方系统的数据。数据接口接收外部

数据时，会根据不同数据来源的权限区分，保证

接收新的数据时不影响其他数据。



平台会向第三方系统提供数据或者展示内容，因此具备完备的接口

以支持第三方系统的调用。

该部分接口可以有三种形式：

一．对于能够直接通过对外提供URL的方式提供展示页面或插件

二．标准的Web Service接口提供数据调用，对外提供展示数据

三．够提供各类原始数据接口，通过ftp或者Web Service的方式提供给其他系统使用

使用数据接口对外提供数据时，具备相应的接口认证机制，保证数据
不被篡改、泄露或盗取。



平台正在进行与国家图书馆的一些应用系统进行对接，比如体验

区系统等，未来将很方便地在其它平台进行展示项的调用或者推送。



四

系统架构和推广
部署



推广工程运行管理平台（推广工程总站）

国家数字图书馆分站 推广工程省级分中心

……

……
公共图书馆（节点）

推广工程省级分中心 推广工程省级分中心 推广工程省级分中心

公共图书馆（节点） 公共图书馆（节点） 公共图书馆（节点）

• 平台支持在有特色、有技术的省馆馆建立省级分站，形成“总站—省级分站—
公共图书馆节点”三级运营模式。

• 国家图书馆是作为一个分站接入到整个系统中的（国图分站）。
• 每个省级分站下面含多个公共图书馆节点，包括省馆、市级馆和县级馆以及各

级少儿馆等。

平台采用云服务和总分站结合的模式



• 推广工程主站主要对工程在全国范围内的总体实施情况进行展示。

• 推广工程省级分站主要对本省各馆推广工程实施成果和信息化现状进行展示。

• 各公共图书馆节点的展示数据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共性数据，包括推广工程

展示成果、各馆业务服务和保障等运行管理数据；二是各馆个性化特色化统

计数据等。

• 本馆推广工程实施情况

• 本馆在业务建设、服务

效能和保障条件等方面

的共性数据、

• 本馆个性化的统计数据

• 本馆数字图书馆建设特

色数据



• 可以通过平台与本地业务系统对接来实现数据的实时获取；

• 支持本地上传统计报表；

• 可给本省范围内公共馆分配账号，支持进行数据项的人工录入。

• 本省范围内的数据汇集到省级分站，再推送到推广工程主站，提高

了工作效率及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仍然以表格的方式汇总统计数据，然后由推广

工程主站人员审核完成，通过数据采集模块导

入各类数据到国图主站的中心数据库中。



省级分站建设 市县馆数据采集

由国家图书馆总体协调，省级图
书馆配合，制定部署计划

由所在省馆负责总体协调、
制定部署计划

国家图书馆本级经费，用于软件
本地化部署、平台个性化定制；

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每个省级分
站4万元，用于服务器购买、本地
系统接口改造等。

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每馆3000元，
用于各馆业务建设、服务效能、

保障条件等运行管理数据的申报。



五

平台部分效果展示









六

未来发展思路



• 2019年计划建立10个省级分站，收集地方馆个性化、特色化的数据

进行分析展示，每个分站下面支持5个市县级公共图书馆节点；

• 选择一个省级分站实现辖区内所有市县级图书馆的全覆盖；

• 展现全国范围内公共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成果。



 既支持对图书馆业务数据的分析，又
支持对资源和服务访问情况的分析；

 既支持对工程总体发展历史和过程的
分析展示，从而全面反映图书馆行业
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趋势。

 又支持对单个公共图书馆节数字图书
馆发展现状的展示；从而为图书馆内
的业务发展、服务提升提供决策依据，

未来将形成一个超大、全面的数据池，在此基础上进行大数据整理和分析



统一用户管理系统联系人：高宏 ( Q Q : 2 6 0 1 9 3 7 0 5 )
运行管理平台联系人：刘金哲 ( Q Q : 2 5 5 3 7 3 3 6 )

国家图书馆信息技术部
应用系统管理组感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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