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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数据库”名称多样，例如：“特色资源”、“特色收藏”、

“特色馆藏”、“自建特色资源”、“自建数据库”、“专题特色库”

等，可统称为“特色数据库”。

特色数据库 是指是图书馆或相关信息机构依托本馆的特色馆藏和丰

富的网络资源，对某一学科、某一专题或某一类型的的信息资源，进行

系统化加工处理、组织以及深层次揭示，以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信息

资源库。



产生方式

• 原生数字资源库
• 加工转化型数字
资源库

功能

• 全文型数据库
• 事实型数据库
• 数值型数据库
• 书目线索型参考
数据库

内容

• 家谱
• 地方志
• 革命历史文献
• 民风民俗
• 名人名家
•……

表现形式

• 电子图书类
• 电子期刊类
• 电子报纸类
• 多媒体类

媒体形式

• 文本型
• 图像型
• 音频型
• 视频型
• 多媒体复合型

来源

• 馆藏文献数字化
• 网络资源采集
• 网络资源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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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经济与社会环境

 经济投入增加

• 2013年，各级财政对公共图书馆财政拨款达到107.1亿元，比

2010年增加48.7亿元；

• 投入三大数字文化工程建设的经费累计约85亿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2014文化发展统计分析报告[M].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4（8）.



3.1  经济与社会环境

 科技与社会需求增强

• 科学技术发展

• 科研机构增加

• 科技信息资源需求增强

居民文化需求

2012年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全

年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性

支出2033.5元，约占当年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8% 。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3.1  经济与社会环境

 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

图书馆

企业

公共服务性政府给予政策与管
理方面的有力支持

以多样化联合的方式实现共建
共享

有较多机会参与图书馆特色数
据库开发的过程

政府

图书馆 企业

政府职能的转变给予图书馆较为有利的发展
空间，促进图书馆突破自身局限，从行业内
外汲取先进经验，更高效地开展馆藏资源开
发建设与服务。



3.2  法律与政策环境

 国外法制实例

美 国

丹 麦

日 本

美国图书馆法主要由联邦图书馆法和州图书馆法两部分组成，1996年美国
颁布《图书馆服务与技术法（Library Services and Technology Act，
LSTA）》，作为联邦政府颁布的全国性图书馆法律。

日本通过法律规范建立了中央政府对公共图书馆的经费补助制度、公共图
书馆运营管理的市民参与制度、向公共图书馆免费提供政府出版物的制度
、图书馆运营评价及评价结果公开制度等。

2000 年丹麦实施的《图书馆服务法》中，提出建立网络复合图书馆（Net-
working Hybrid Library）的构想，并将复合图书馆定位为信息社会中图书
馆的主要形态。



3.2  法律与政策环境

 著作权制度

著作权制度是开发和利用知识资源的基本制度，著作

权相关的法律法规直接影响特色数据库建设中的资源选择、

加工、整合、服务等各个环节。



3.2  法律与政策环境

 古籍保护与开发制度（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07]6号）

“十一五”期间，古籍保护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目标之一是，

大力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和“十一五”国家古籍整理重点图

书出版规划，全面、科学、规范地开展保护工作，对全国公共图书

馆、博物馆和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统的古籍收藏和保护状

况进行全面普查，建立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和古籍数字资源库。

为了科学规范地开展古籍保护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古籍的整理、

出版和研究利用，制订古籍数字化标准，规范古籍数字化工作，建

立古籍数字资源库 。

加大古籍保护资金投入，各级财政部门要对本地区古籍普查、修

复、出版及数字化等工作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要制定鼓励政策，

积极吸纳社会资金参与、支持古籍保护工作。



3.2  法律与政策环境

 古籍保护与开发制度（2）

《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通知》（文社文发
[2011]12号）

 要加快古籍的数字化建设，在普查的基础上，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要协调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及有关收藏单位，加快古籍数字化

步伐，开展古籍基本丛书（电子版）的编纂工作，努力建成“中

华古籍数字资源库”，通过互联网或局域网为公众提供服务，使

古籍保护工作的成果为全社会共享 。



3.2  法律与政策环境

 古籍保护与开发制度（3）

 汉字处理规范

古籍用字规范（计算机用字标准）

 专门元数据规范——古文献

专门元数据标准与著录规范——拓片

专门元数据标准与著录规范——舆图

专门元数据标准与著录规范——甲骨

专门元数据标准与著录规范——古籍

专门元数据标准与著录规范——家谱



3.2  法律与政策环境

 政府信息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设置

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并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为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

行政机关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公共查阅室、资料索取

点、信息公告栏、电子信息屏等场所、设施，公开政府

信息。

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向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提供

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



 合理使用制度



3.3  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环境

 文化发展战略（1）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逐步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

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创新文化内容形式，立足当代中国实践，传承优秀民族文化，

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创作生产更多

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精品，提高文化产品质

量。

 鼓励扶持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注重满足残疾人等特殊

人群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以农村基层和中西部地区为重点，继续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并拓展文化遗产传承利用途径。



3.3  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环境

 文化发展战略（2）



3.3  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环境

 文化发展战略（3）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加强文化馆、

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

宫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完善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

 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加强文化典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推进文化典籍资源数字化。



3.3  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环境

 文化发展战略（3）

《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实施文化数字化建设工程

工程类型 工程内容

文化资源

数字化

完成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修复与整理，完成广播电台存留音频资料、新闻纪录片、电

影档案影片、国产影片的数字化修复和保存，完成中华字库工程，加快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

全国文化遗产数据库、老唱片数字资源库建设、加快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数字美术馆、

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

文化生产

数字化

发展数字影视制作，加快电视节目制播高清化。发展数字出版，完成数字复合出版系统、数

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建立数字内容生产、转换、加工平台，形成覆盖网络、手机以及

适用于各种终端的数字出版内容供给体系。发展动漫、网络游戏，实施国产动漫振兴工程，

发展电子阅读及有声阅读，开展电子书包试验，培育以3D立体显示技术为核心的立体视觉

产业，重视印刷复制装备制造业的自主研发，发展数字印刷。

文化传播

数字化

加快有线电视网络数字化、双向化改造，加强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GB）建设，加快移动多

媒体广播电视覆盖和地面数字电视覆盖，加快电信宽带网络建设，完善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

和推广，加快推进出版物发行数字化改造，建设规模化数字出版物投送平台。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到2020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提高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瑰宝和

当代文化精品网络传播。

提高资源供给能力，科学规划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建设分

布式资源库群，鼓励各地整合中华优秀文化资源，开发特色数字文

化产品。

3.3  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环境

 文化发展战略（4）



3.4  图书馆行业发展环境

中国图书馆学会

2008

2005 《关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问题的声明》

《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服务宣言》



3.4  图书馆行业发展环境

 全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联席会议

《数字图书馆服务政策指南》

服务对象、服务方式、服务策略、服务内容、服务承诺、服

务监督与评估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指南》

建设原则、建设方式、建设工作内容、建设策略、建设经费、

建设管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和服务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指南》

知识产权保护实际工作的操作步骤，包括资源著作权状态的

甄别，不同著作权状态资源的使用权限等。



3.5  信息技术环境

传统资源数字化

新媒体资源数字化

信息技术环境

数字化技术 数字出版技术

数据库建设即数字出版

图书馆上游环节

展示和宣传平台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开始数

字图书馆重点项目的建设，我国在2000以后，也陆续开展特色数据库

建设。

 1993年英国启动电子图书馆项目

 1994年日本国会图书馆开始实验建设电子图书馆

 1994年和1998年美国先后启动数字图书馆先导研究一

期和二期计划

 2010年启动“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规划

 1997年法国启动法国国家数字图书馆项目

 1999年俄罗斯开始实施电子图书馆规划



4.1  记忆项目-美国记忆

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记忆”特色数据库1994 年正式启动， 有900

万件数字化历史文化资源，组织为100多个专题。



4.1  记忆项目-美国记忆

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记忆”特色数据库

1996年国会图书馆与美国科技公司合作开展了为期三年的

“国家数字图书馆竞赛”（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Competition）项目，以统一标准、分工协作方式，帮助全

国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及历史学会等文化机构将其特

色资源数字化。

受版权保护的限制，“美国记忆”在网站上提供获取的绝大

部分是20世纪19世纪及之前的作品



4.1  记忆项目-各地同类项目

日本年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

英国国家图书馆：口述史料资源库

澳大利亚口述史协会：世界记忆澳大利亚口述史项目

荷兰皇家图书馆：荷兰记忆

美国国家科学会：全球记忆网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新加坡记忆



4.2 地方特色数据库项目

地文化特色数据库

地方文献是指有关本地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资料, 包括史料、人物、出

版三个组成部分。公共图书馆作为地方文献信息中心, 拥有大量的地方文献, 

这是目前公共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的主体

史料 地方史志、年鉴、家谱、族谱等历史资料

云南历代名人史料全文数据库，湖南图书馆建
设的湖湘人物数据库等

出版 馆藏民国文献数据库，民国时期本地发行的图
书、期刊、报纸等

人物



4.2 地方特色数据库项目

地方文化特色数据库是以特色文化为数据报道源而建立的数据库,它是指某一

地区特有的且又有一定影响和较大价值的文化，具有地方性、特色性、影响

性、价值性等特点,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它涵盖历史、文学艺术、

风景名胜、土特产乃至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领域。

•部分图书馆依托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了相关的数据库

•各省市地方戏剧资源丰富，也是公共图书馆建设地方文化特色数据库的

重要内容

•部分图书馆建设了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艺术资源库



4.2 地方特色数据库项目

为满足特定读者需求, 根据本地发生的特定事件建立的特色数据库为专题事

件特色数据库

特定历史事件

•辽宁图书馆东北抗战事件库
”、“九一八专题数据库”
、“东北抗战图片库”
•武汉图书馆“二七工人运动
”数据库
•山东图书馆“五卅惨案”数
据库

当地特定事件

甘肃图书馆建立的“沙尘暴
研究专题数据库”、“甘肃
工业发展研究专题数据库”



4.3  法国Gallica数字图书馆

法国国家图书馆数字图书馆项目Gallica于1997年正式发布

3149089份数字资源
• 图书545767种；期刊报1398793册

• 手稿48947份；图片1041167幅

• 乐谱25981份；地图76163份

• 音频资源12271份

• 170129种来自数字资源提供商；465966种来自其他图书馆

（截至2014年11月15日）



4.3 法国Gallica数字图书馆

遗产图书馆和百科全书式的数字图书馆

法国国家图书
馆精选藏书

其他文化机构
藏品

法国国家图书馆数字图书馆项目Gallica



4.3  法国Gallica数字图书馆

Gallica乌托邦库

与“乌托邦”主题
相关的典型作品

Gallica经典库

面向学校和教育界
的读者，提供 多种
文学经典著作

Gallica专题数据库

•“旅行法国”库

•“旅行非洲”库



4.3 法国Gallica数字图书馆

Gallica中国学数字文库



4.3  法国Gallica数字图书馆

法国国民议会
图书馆

法语国家的
国家图书馆

•“法国在巴西”

•“法国在美洲”

法国国家图书馆与国内外多个机构展开合作，共同开发特色数字资源



4.4  英国国家图书馆特色数据库

“收藏英国”（Collect 
Britain）数据库

英国国家图书馆最大的数字
化项目之一，它收录足以完
整体现国家历史风貌的各种
文献资源

“珍宝全览”
（Treasures in Full）

收录极为珍贵的文献型资料
，如：莎士比亚的著作原本
、著名的古版书《古腾堡圣
经》、英国的历史性文件《
大宪章》、文艺复兴时期的
253 本古籍以及其他知名人
士的手稿等

英国国家图书馆数字化的重点是那些具有价值且无知识产权争议问
题的珍稀藏品，包括印刷型资料、手稿、照片、图像、美术作品、
录音资料及微缩胶片等。



4.4  英国国家图书馆特色数据库

报纸文献数字化

“英国报纸1800—1900数字
化项目”总计对200 万页19 
世纪的报纸进行了数字化处
理

书籍装帧数据库
Database of Bookbindings

与荷兰国家图书馆合作开发
，主要介绍西欧15 世纪至今
有关图书装订的历史发展情
况，每一个款目包括文字说
明和图像两个部分



4.5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特色数据库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自1998年开始对馆藏的明治、大正时期的书
籍进行数字化，同时通过各种途径解决其网络信息传播权

馆藏图书62万册

大正时期

（1912.07.30-
1926.12.24）

明治时期

（1868.01.25-
1912.07.30）



4.5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特色数据库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近代数字图书馆”（Digital Library from 
the Meiji Era）数据库项目2002年上线

“近代数字图书馆”

资源类型

•图书与期刊
•涵盖了社会科学、
历史、地方志、
哲学、文学、自
然科学等

建设量

1868年以后出版
的图书约35万
册件，期刊约
8000件

（截至2014年10月）



4.6  中国国家图书特色数据库

国家图书馆依据本馆特色馆藏，开发建设了数十个特色数据库。



4.6  地方特色数据库

国家图书馆依据本馆特色馆藏，开发建设了数十个特色数据库。



资源丰富，规模初显

截至2014年底，国家
数字图书馆馆藏特色
数字资源建设总量达

1024.45TB

全国省市级公共图书馆自建特色数据

库482个，数据容量达564TB。

其中，省级公共图书馆自建特色数据

库216个，数据容量达415.7TB；市级

公共图书馆自建特色数据库266个,数据

容量达148.3TB

CALIS 特色数据库建设一期由
24 个成员单位共建成25个特色
库, 数据量已达280 万条以上；
CALIS 二期全国高校专题特色
库完成不少于50 个特色库

科学院所图书馆建设多个科学
研究专题数据库

5.1 资源丰富，规模初显



5.2 类型多样，特色鲜明

• 包含全文、图片、音视频等多种类型；

• 资源内容一般依托馆藏；

• 体现地域特色和专题特色；

• 大多数数据库都提供全文；



5.2 类型多样，特色鲜明

地方专题特
色数据库

地方文献特色数据库

地方文化特色数据库

专题事件特色数据库

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专题数据库居多，例如省级公共图书馆216个已建数据

库中，地方专题特色数据库达115个，占已建数据库总量的53%；地市级公

共图书馆266已建数据库中，地方专题特色数据库的数量达111个，占已建

数据库总量的42%



5.2 类型多样，特色鲜明

我国高校图书馆和科学院所图书馆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是紧紧围绕本校学科特

色或本院所的科学研究而建设的, 以学科特色专题为主。

•在95所211工程高校图书馆中，有64 所建有263 个不同类型的特色数

据库，其中学科特色数据库143个，占特色数据库建设总量的54.4%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科院武汉图书馆、中科院上海图书馆及中科院资

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 中科院兰州图书馆)等科学院所图书馆建设的32 

个特色数据库中，有27 个特色数据库是科学研究方面的专题，占所建

数据库的84.3%



5.3 建设原则与实现存在差异

特色性 非重复性 规范性

完整性 版权保护 项目管理

文献保护 成本效益



5.4 以传统文献为基础

 传统资源

（1）以纸基为代表的二维平面反射类视觉物体，如图书、报刊、

期刊、照片、图片等；

（2）以胶片为代表的二维平面透射类视觉物体，如胶片、胶卷、

缩微平片等；

（3）以某些实物所代表的三维立体视觉物体，如竹简、金石玉器、

生物标本等；

（4）各类音像视听产品，如唱片、录音带、录像带等。

 数字资源



5.5 特色数据库建设方式多样

联合建设自建引进

• 购买
•许可授权
•捐赠
•征集
•受缴
•交换

•自主或联合数字化

•网络信息资源采集

•专题导航

• 联合目录

• 多方联建



5.6 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建设问题

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差异大

“孤岛化”，缺乏合作和规模效应

建设标准各异

版权问题突出

缺乏统一的整合平台





1.1 选题依据

避免重复

突出特色

立足需求

综合协调

持续发展



1.2 可行性分析

特色数据库建设管理工作组

是否符合本馆的数据库建设发展规划

 经费预算是否合理

建设任务、流程以及项目进度安排等是否适当

 技术和设备条件是否符合建设要求。



2.1 不断丰富信息来源

特色资源来源更广泛，新型资源将不断产生和发展

• 数据资源

• 交互式资源

• 软件资源

• 教育资源

• 非传统媒介资源



数据源控制

内容评级 类型确定 质量控制

2.2  进行数据源控制



需求决定服务，服务决定资源

对信息内容进行深
度挖掘，提高各类
数字资源的精度及
内在质量

结合自身定位建设
特色化的、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特色数
据库

广度与深度

深入研究用户资源
需求与信息行为，
根据读者个性化特
点开展特色数据库
建设



未来，数字环境成为学习、科研和生活的基本场景，信息流的变化影响

导致信息资源组织向知识化方向发展，多媒体或全媒体资源库、知识库将成

为特色数据库的主要表现形式。

地文化特色数据库

搜索引擎 可视化搜索方式

推荐系统、长尾需求

语义组织
与利用

元数据标准仍是重点；RDA的发展

个性化信息
组织



各国图书馆发展自身特色数据库建设的同时，也在着力推动数字资源的共建

共享，区域性、全国性、跨国性乃至全球性协同建设特色数据库，已成为当

今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的一个新趋势。

地文化特色数据库

世界数字
图书馆

中国、巴西、英国、埃及、法国、日本、俄罗
斯、沙特阿拉伯及美国等

2010年中日韩三国国家图书馆共同启动

欧洲数字
图书馆

欧盟各成员国的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音视
频收藏机构等约1500个文化机构贡献数字资源

亚洲数字图
书馆计划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图书馆提供了基于多网络平台的信息传输途径和服务渠道，

用户信息获取渠道与阅读方式的变化为特色数据库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内在

动力，同时对图书馆开展基于全媒体、多终端的特色数据库服务提出了新的

要求。

地文化特色数据库

多媒体
多终端

手机、数字电视、电子阅读器、智能移动设备
等

全媒体信息资源的典藏多元化、全媒体资源服
务多样化、全媒体资源获取个性化、全媒体资
源服务范围广泛化

开放性
互动性

借助web2.0的服务理念与技术，帮助用户在特色
数据库利用过程中识别同好群体，聚合成新型的
社会化学习网络，并实现充分的自助与互助服务

服务泛在化



开放式网络课程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全球教育界，很多教育机构和相关组织参

与进来，并且成立了不同层次（国家、区域、国际）的合作组织。在此影响

下，特色资源的开放与联合成为未来重要的发展趋势。



大规模数字资源保存以协作为主，并向专门化方向发展。

整合化

• 知识资源的整合

• 长期保存保障资源和管理的

整合

专门化

• 真实表达信息的知识资源

•不同机构针对不同类型资源

的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