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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cloud computing era, big data also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s a
new important resource, big data is no longer just the data itself. It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business model and has also brought grea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indust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ibrary framework under the big data environment from
three stages: data analysis and integration, big data processing and result display. In the era of big
data, library data processing and services will have a major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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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云计算时代的大数据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一种新兴的重要资源，大数据这个含义已不单纯的是
数据本身，它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模式，也给信息服务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本文从数据的分析与整合、
大数据处理以及结果显示三个阶段描述大数据环境下的图书馆。在大数据时代，图书馆的数据处理能力
和服务方式将会发生重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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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数据的背景介绍
近几年，大数据这个名词，在各行各业引发了热议，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各式各样的记录
信息行为的类型数据日益增多，这些数据和传统存储在库中的结构化数据统称为大数据(Big Data)。近年
来，“大数据”这个词汇变得非常火爆，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了国家和政府层面的发展战略。早在二零一
一年，麦肯锡公司发布了一篇报告，在该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了大数据这个名词的概念，同时在该篇报
告中还指出数据的重要性[1]。大数据这个含义已不单纯是数据本身，作为一种新兴的重要资源，它已开
始改变传统的商业模式，为信息服务行业提供了新的途径。

2. 大数据对图书馆的影响
21 世纪，以数据为主导时代已经到来，它不但影响着国家的安全稳定发展，同时也推动着产业升级、
经济进步和新产业的诞生，大数据影响到社会各个领域，当然大数据也对信息服务的中心——图书馆带
来一定的影响和挑战。资源数字化、管理知识化、服务网络化是当今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的主要特点，
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2.1. 大数据下的图书馆对数据分析和挖掘潜在的价值
图书馆在质量服务和革新等方面都离不开大数据，大数据的作用在图书馆中越来越大。在图书馆中，
数据种类十分复杂繁多，伴随着信息资源量的迅速增长，以及用户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高，图书馆需要各
式人才的信息。图书馆为了探索新的服务方式，还要对读者身份、借阅书目和记录等数据进行异构处理，
因而在当前形势下，图书馆对数据的处理分析和对潜在信息价值的挖掘迫在眉睫。

2.2. 大数据对图书馆的数据存贮产生考验
当前图书馆主要由业务数据和应用数据等组成，应用数据往往需要更大的存储空间，其数据的安全
性要求相对较低[2]。图书馆在对设备管理和维护的人力物力投入比较大，增加了经济成本。由于图书馆
丰富的数据和信息以及各式服务，使得图书馆数据资源已经达到使用 TB 级或者 PB 级，数据的安全性无
法得到完全保障，因此传统数据存储方式将面临淘汰的风险，而且图书馆的传统存储设备经常会遇到兼
容性问题，这使得在不同的存储设备之间在线扩容不能很好的实现。

2.3. 大数据给图书馆信息服务带来影响
在大数据时代下，图书馆发生了许多改变，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安全问题。随着目前网络化
服务越来越方便，读者的信息将会遗留很多。由于数据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和累积性，较多的个人行为信
息的集中就可能加大用户隐私被暴露的可能[3]。此外，图书馆安全防护措施将会受到数据容量的影响，
一般的手段会耗费大量时间，难以保障数据的安全需求，而且安全防护手段的更新升级速度非常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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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得大数据的安全性能更容易受到威胁。现阶段，信息咨询服务引入了云计算等技术，利用云计算
技术解决了海量数据存储与处理的问题。传统的信息咨询组织能力、分析能力和储存能力有限，大数据
时代的来临，使信息咨询服务创新看到了希望。

3. 图书馆实施大数据战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3.1. 必要性
首先，大数据时代的图书馆，其资源数据化、服务信息化能力直接决定了未来图书馆的服务模式，
即转向网络化和数字化。因此，将纸质文献进行数据化处理并保存到数据库，已成为图书馆资源建设的
重要工作。这种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信息极大丰富了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为新时期图书馆的数字化
虚拟服务提供了有效途径。图书馆实施大数据战略，主要包括对文献资源的格式转换、储存、分析整合，
从而向读者用户精准的数据分类和推送，增强读者用户对其的粘性。

3.2. 可行性
图书馆实施大数据战略需要得到技术支持和政府支持。对技术支持而言，需要将纸质文献进行数据
化处理和数据库建设，因而需要高性能的资源云和海量的数据传输。国内大多数图书馆已经具备了高速
的网络环境和数据处理条件。对政府支持而言，需要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参与图书馆的数据建设和信息化
服务，需要政府在资金、政策上能够有相应的支持，如政府牵头将档案馆的纸质资料数据化图书馆。

4. 大数据环境下的图书馆框架
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的框架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数据的分析及整合、大数据处理和结果显示，
如图 1 所示。其中数据分析及整合是整个框架的核心，大数据处理是技术层面的要求，结果显示为输出。

4.1. 数据的分析及整合
图书馆对数据的分析与整合是整个系统框架的核心，是将分散在不同类型平台和介质的数据实行挑
选整理，剔除重复无效的资源数据，将同一类的数据信息进行分类整合，补充不完整的数据，该过程是
整个提高数据质量的前期准备阶段，它和云数据储存平台(中转平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图 2 所示)。
大数据环境下，数据载体是数据库建设的临时文件夹，至关重要，它用来实现数据的存储与信息交
流[4]。具体来说，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对于数据的整合和补充为第二阶段数据处理与第三阶段结果显
示做了铺垫，是整个框架构建的核心环节。传统的数据库往往由于数据信息的杂乱无章造成数据库的准
确率和利用率不高，且整个信息资源十分分散，这会大大增加图书馆任务量，难以精确定位用户读者的
需求，是数据服务体系上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大数据战略下的数据分析与整合大大的为这个问题找
到了解决办法，更加方便了图书馆对信息资源的管理。

4.2. 大数据处理
图书馆大数据处理的过程主要建立在数据资源的分析及整合基础之上，收集大量的数据信息，并且
通过信息之间的相互关联建立发散性的联系与链接。在大数据处理环节，图书馆需要依靠特殊的软件和
技术，例如 Hadoop 系统和跨库检索等[5]，不但要对数据信息进行宏观的整理链接，还要对不同层面的
数据信息进行关联，实现全方位的数据分析处理。
Hadoop 系统是一种开源软件，基于 Java 语言构建的 Hadoop 框架(如图 3 所示)，从根本上来说是一
种分布式处理的大数据平台，包括软件和众多子项目。基于 Hadoop 的数据分析系统拥有很多优点：1) 稳
定性高；2) 运算速度快、吞吐量大；3) 使用方便；4) 经济实惠。数据仓库和语境搜索也是大数据环境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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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Library organ chart in the big data environment
图 1. 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的框架

普遍采用的处理软件，语境搜索软件可以经济高效分析 PB 级结构化与非结构数据[6]，可以增强各节点
之间的显性或者隐性联系，提高数据库的完整性，这使得图书馆的服务质量体系得到大大的提升。Hadoop
是由许多元素组成的，其中最底部是 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HDFS)，它是存储 Hadoop 集群中所
有存储节点上的文件。我们通过对 Hadoop 分布式计算平台最核心的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MapReduce
的处理可以实现对数字图书馆的分布式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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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framework of cloud data processing platform
图 2. 云数据处理平台框架图

4.3. 结果显示
结果显示环节是整个系统框架的最后阶段，具体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数据可视化发展和数据分析
应用。数据可视化是指图书馆对数据进行分析整合以及处理后，所得到的处理结果，不但可以被内部工
作人员所查看，这可以内化为图书馆管理系统组成部分，而且可将可视化的原始数据提交给读者用户，
直接为用户服务。数据分析应用既包括对数据本身的分析，也包括对内容节点联系的评估和对数据发展
的预测。除此之外，数据分析的结果还可以为大数据环境下的图书馆的改进提供建议。

5. 大数据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创新
目前大多数图书馆凭借着馆内的资源或者各自共享的资源为用户们提供服务，对网络上的信息资源
涉猎较少。大数据在生活和科研中越来越重要，用户们希望通过一种统一的检索平台来搜索获取到他们
想要得到的数据信息。大数据技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在对于学科服务、咨询服务等方面对图书馆
起影响很深。为了满足大部分用户的需求，有必要对大数据技术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对复杂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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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Hadoop system framework
图 3. Hadoop 系统架构

需要进行更加快速的分析处理。图书馆如何与数据库供应商以及其他用户进行数据共享和数据开发和维
护，这将成为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众所周知，数字图书馆具有很多优点，如：信息资源数字化、信息利用共享化、信息提供知识化、
信息传递网络化等。大数据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结合各种先进的技术对数据进行处理，处理后的数据信
息上传至数据库，通过数据库检索资源，以此来满足读者用户的信息需求。数据技术的发展与科学技术
的不断进步，为图书馆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6. 结论
图书馆作为技术敏感度极高的一类机构，管理部门应持续关注大数据的动态发展，积极思考图书馆
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大数据问题，并尝试解决，这也是图书馆克服目前资源的局限，获得创新发展的关键
所在。随着当今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图书馆的资源共享必将成为一种趋势，数字图书馆的发展
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当下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已经成为当今许多图书馆建设的新兴重点。未来，
在大数据环境下，互联网的方向将从“网页相联”走向“数据相联”和“知识相联”，大数据技术的应
用必将是未来图书馆服务创新的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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