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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色数据库定义 

 

• 特色：是事物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优秀的个性风貌，也就是指一定范围内该事物

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 

• 特色资源：通常是指那些与普通资源相区别的特殊的资源，它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

是图书馆整体资源中有特色的那一部分。（信息资源特色、服务资源特色、环境资

源特色） 

• 特色数据库：图书馆或相关信息机构主要依托特色资源，针对特定用户的信息需求，

对相关资源(包括分散的、传统的馆藏文献资源，异构的数字馆藏资源以及互联网

上的相关信息资源)进行收集、分析和筛选，再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规范将其进行加

工处理、标引、组织和存储，通过局域网或广域网进行传输和发布，提供检索和全

文传递服务，以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文献信息资源库。 

 

1、特色数据库建设概述 



（2）数字图书馆发展 

 

• 1997年7月，“中国试验型数字式图书馆项目”由文化部向国家计委立项，成为国

家重点科技项目，由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6家公共图书馆参与，该项目的实

施是中国数字图书馆建设开始的标志。 

• 1998年l0月，文化部与国家图书馆启动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该工程由中国

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标志着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 1999年年初，国家图书馆完成“数字图书馆试验演示系统”的开发。同年3月，国
家图书馆文献数字化中心成立，扫描年产量3000万页以上。与此同时，部分省、市
的数字图书馆研究项目也开展了起来，如辽宁省数字图书馆项目、上海数字图书馆
项目。 

• 2000年年底，文化部在海南召开“中国数字年图书馆工程资源建设” 使用资源加
工的标准规范。 

• 2001年年初，国家计委批准立项“全国党校系统数字图书馆建设计划”，总投资达
1.9亿元。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院校相继成立数字图书馆研究所，在全国范
围内掀起了数字图书馆建没和研究的高潮。 

 

1、特色数据库建设概述 



(3) 重大项目介绍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 

•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是经国务院批准的我国高等教育“211工程”“九
五”“十五”总体规划中三个公共服务体系之一。calis的宗旨是，在教育部的领
导下．把国家投资、现代图书馆理念、先进的技术手段、高校丰富的文献资源和
人力资源整合起来，建设以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为核心的教育文献联合保障
体系，实现信息资源共建、共知、共享，以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
中国的高等教育服务。(联合目录数据库子项目、引进数据库子项目、专题特色数
据库子项目等） 

• 一期项目： 1999年1月正式启动和运行，由CALIS华东南地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图

书馆牵头组织，当年4月确定了由24个成员单位建设25个特色数据库的目标，2000

年11月，“九五”项目评审验收时，25个特色数据库初具规模，可提供网上服务。 

• 二期项目：2003年9月启动，由CALIS华中地区中心武汉大学馆牵头组织，全国共

61个学校，75个项目立项。2006年验收时，特色数据库记录总数达到445万多条，

发布416万多条，全文比例达38%。建立了中心门户网站、制定了相关数据标准、

软件认证。 

• 三项项目：2011年2月启动，继续由CALIS华中地区中心武汉大学馆牵头组织，参

与单位：198家；申报项目：247个，立项235项。2012年5月完成验收。 

1、特色数据库建设概述 



(3) 重大项目介绍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文化共享工程”)是自2002年起，由文化部
、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的国家重大文化惠民建设工程。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中
华优秀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整合．通过互联网、卫星、电视、手机等新型传播
载体，依托各级公共文化设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文化共享
工程自启动以来，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连续六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先后
被列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十一五”时期
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就文化共享工程的建设做出重要指示，并视察各地文化共享工
程基层服务点。 

• 文化共享工程自2002 年启动，2006 年伊始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专项经费持续支

持各地开展地方特色资源建设，十年间，全国文化共享地方资源建设项目共立项 

725项（2009 年与 2010 年中央财政重点支持“村村通”建设与文化共享基层服务点

硬软件建设) 。 

• 2006—2015 年，中央财政在文化共享地方资源建设项目投入 7.68亿元，按上述时期 

725个项目计算，每个项目平均投入105.99万元。 

• 2016年，立项146项。 

• 2017年，立项162项，1.46亿，平均每项投入91.08万元。（四川12项、西藏5项） 

1、特色数据库建设概述 



 

• 选题是特色资源建设的关键环节，国内外建设成功的特色馆往往选题精准。首先

要有一个明确的主题．除了要在自己馆藏方面有较大的优势外．还要对此专题有

较为全面的了解。这样建设出来的数据库才有自己的特点，有竞争能力．而且可

以避免不必要的浪费。要综合考虑所在地区的需求来选定，一个好的特色化选题

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选题上除了考虑本馆服务对象和馆藏特色以外，还

要做详细的调查研究，掌握所选项目在国内有无重复或类似．掌握数据量能否达

到一定规模．并考虑到用户需求量的大小。 

 

 

2、特色数据库选题 



(1) 需求原则 

 

• 专业特色数据库的建设选题要立足用户需求，不能盲目上马，要考虑其实用价
值和需求程度。一是用户需求，数据库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更多的读者提供更
大的便利，如果没有读者的需求，便失去了建库的意义。二是专题需求，要突
出重点专题特色，是否能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创造效益。三是要符合整体项
目的价值定位。经广泛调研，选择有现实意义、有发展前景的主题，进行可行
性论证，使决策科学化。 

 

• 文化共享工程地方资源建设项目成果以文化专题片为主，同时兼顾其他形式的
资源产品，包括: 多媒体资源库、文化微视频、戏曲与民歌动漫、音频库、图
片库、舞台艺术及群众文化资源、专家讲座等。 

        2017年选题指南    2017年立项，2016年立项 

 

• 著名藏学专家、工作组组长李茂（原阿坝州宗教局局长、阿坝州委州政府顾问
）在发言中指出：要继续将藏区神话传说、古籍、碑文、艺术方面的文献进行
抢救、发掘、整理，发挥其独有的功能，服务社会大众。（2015年8月18日，汉
藏文化交流工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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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色原则。 

• 特色数据库在内容选择和编排上与其他数据库不同，应具有鲜明的资源特色
如：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学科特色等，形成特色优势，满足用户对特色文
献信息的需求。要考虑本数据库是否在本行业乃至全国范围内具有特色权威
性，是其他综合型数据库无法替代的。 

 

• 2017年地方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第二批）重点支持方向：“（一）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专题资源建设。立足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开展
地方特色专题资源建设。资源选题方向应体现馆藏特色、地方特色、时代特
色，具有较高文化、历史价值或具有稀缺性，确保所建资源的完整性、体系
性、可揭示和可服务性。开展适合移动服务的图文、音视频各类型专题资源
建设，实现一次建设，多终端发布服务。” 

• （学习中国、汶川地震专题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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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优势原则 

 

• 开发自己所能掌握的优势资源是特色数据库建设的重要前提。要充分发挥本
部门专业优势、资源优势、地域优势。要考虑建成后的特色数据库在国内是
否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是否对重点学科、重点项目的建设起到文献保障的作
用，是否具有填补资源空白的作用，是否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领先的地位。 

 

• 2017地方资源建设项目四川立项、西藏立项 

      “揭秘广汉三星堆专题片———南丝路上的璀璨明珠” 

       四川省图书馆：“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多媒体资源库建设。 

• 中央党校四大专题库建设 

       红军长征在四川 

       领导干部移动阅读平台（直接面对领导干部服务、系统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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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汶川地震专题数据库简介 

 
• 数据库是全国党校“三大文库”建设项目之一，也是四川省委党校与国家

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共建共享的自建案例库。 

• 合作建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该数据库包括图书4000余册、理论文章5000
余篇、信息报道30000余条、图片视频50000余个、英文资料1000余条，一
手特色调研资料70000余种，数据总量达2TB，资源总量近20万条。《汶川
地震专题数据库》中搜集的各个极重灾区一手、原始、非公开、独占性资
料，真实准确、鲜活具体，特色资源占库内资源60%以上，大部分资源人
无我有，历久弥珍。 

• 2012年，我馆因数据库建设获评国家行政学院资源收集优秀单位一等奖。
获中央党校“三大文库”建设中期评估“优秀项目奖”、“优秀组织奖”。
2016年，结项时获得“数字资源建设优秀成果奖”，我馆获得“数字资源
建设优秀组织奖”（省部级）。 

• 2012年，四川在线、四川日报等媒体均有报道我院5.12数据库建设情况，
报道并被国内新华网、凤凰网、新浪网、搜狐网等十几家媒体转载。 

3、特色数据库建设工作方法 



（1）特色数据库建设规划 

 

• 论证：立项的意义、预期的社会效果、同类建设情况、自己所具有的优势、

成果形式。 

• 资源规划：资源形式、来源、预计数量（专题片确定、其它资源弹性）、各
种比例（特色资源占比）。 

• 建设内容：设计思路、内容框架（专业性）。 

• 保障措施：软件平台、硬件（服务器、笔记本、像机、扫描仪、移动硬盘、
录音笔）。 

• 人员安排：专家组、学科组、技术组。 

• 进度计划： 

• 经费预算：平台、硬件、资源收集、整理、数字化加工、标引入库、审校、
发布、专家费、调研经费。 

                        2014年申报书    

3、特色数据库建设工作方法 

课件素材/2014年地方资源申报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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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色数据库建设实施方案 

 

• 组织保障 

• 经费保障 

• 设施保障 
• 实施步骤：体系构建、标准制定、资源收集、资源加工、

资源发布。 
• 任务表 
                       汶川地震专题数据库实施方案 

3、特色数据库建设工作方法 

课件素材/1.2.2.5.12”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专题数据库实施方案.doc


3、特色数据库建设工作方法 

（3）资源收集 

 

• 1、难点 

• 2、专家支撑 

• 3、制定收集规范。明确要求、示例。 

     （市州参与、阿坝州委支持、苏碧群） 
 

       汶川地震专题数据库收集规范提纲 

课件素材/《5.12专题数据库》资源收集规范提纲.doc


3、特色数据库建设工作方法 

（4）数据库体系结构 

 

• 1、体系结构与其它分类法的区别 

• 2、体系结构能起到作用 

• （1）梳理线索 

• （2）学科专业展示 

• 3、详略得当，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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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它工作步骤 

 

• 资料数字化 

• 资源分类标引入库 
• 资源审校 
• 数据库发布 主页设计（1、2） 

 

课件素材/汶川地震专题数据库主页.png
课件素材/邓小平理论研究专题数据库主页.png


4、特色数据库建设重要问题 

 
• 版权处理及密级控制 

• 数据库宣传及应用 

• 标准化 

• 处理好专题数据库建设与科研立项 

（结项、建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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