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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职院校图书馆建设特色数据库的意义

特色数据库是图书馆特色资源的集中反映，是

图书馆吸引用户、 提高社会影响力的核心资源，它

不仅充分展示了图书馆的个性，也成为图书馆提高

信息服务竞争力的重要品牌［1］。
高等学校图书馆应按照学校教学、科学研究的

需要，根据馆藏特色及地区或系统文献保障体系建

设的分工，开展特色数字资源建设和网络虚拟资源

建设，整合实体资源与虚拟资源，形成网上统一的

馆藏体系［2］。 由此可见，特色数字资源建设实为各院

校图书馆一项最根本的工作。
作为普通高等学校的补充，高职院校大多数是

从普通中专或成人高校升格或合并设置而成的 院

校。 随着高职院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学科建

设的加强，各高职院校图书馆加大了重点和特色专

业数据库建设的力度。 特色数据库的建设可更好地

为教师、学生提供本专业领域最新的资料，为学科

建设和科研项目提供重点服务。

2 高职院校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现状

高职院校图书馆一般建馆时间较短，其文献资

源建设尤其是特色数据库资源建设大多数是刚 刚

起步。 笔者对广东省 2009 年具有招生资格的 71 所

高职院校图书馆网站［3］进行了调查，发现只有 15 所

高职院校图书馆建有特色数据库或者提供了特 色

资源服务， 仅占高职院校图书馆的 21.4%。 究其原

因，主要有：（1）资金不足。 我国高职院校仍处于发

展的初级阶段，图书馆基础普遍较为薄弱 ［4］，高职院

校图书馆经费不足；（2）技术力量薄弱。 目前绝大多

数高职院校图书馆缺乏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 这

15 所高职院校图书馆的特色数据库建设具有以下

三方面特色。
2.1 自行建设

经调查， 上述 15 家高职院校图书馆收集或建

设的特色资源大部分是通过超链接方式 在各馆网

页上发布。 例如：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的

“学院优秀教师著作数据库”、“优秀教师及博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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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库”、“优秀学生毕业论文数据库”等；湛江现代

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的 “重点学科导航库”、“教师

指定教学参考书数据库”、“高教信息导报”、“粤西

文献资源网、“网络多媒体教学课件”等。 从广东省

高职院校图书馆特色数据库现状看，大部分高职院

校的特色资源并未真正实现数据库方式管理和 具

有全文检索功能。 严格地说，这 15 所高职院校图书

馆只提供了特色资源服务，并没有建立完整的特色

数据库。
2.2 合作建设

特色资源数据库建设必 须要有专门 的人才队

伍作保障，但目前绝大多数高职院校图书馆缺乏高

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 多数图书馆只与一些数字资

源公司合作建设特色数据库，通常采用以下两种方

式：一是图书馆提供原始纸质馆藏资源，数字资源

公司免费或者收取少量费用，对馆藏资源进行数字

化，并提供发布平台，把数据和发布平台安装在图

书馆服务器上。 如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建

设的“珠宝数据库”、“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信息库”
等；二是图书馆在购买电子资源的时候，按照自己

的特色数据专题，要求数字资源公司提供有关专题

的资源，形成特色资源库。 如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图

书馆的“客家文化特色数据库”。
在以上合作建设模式中，图书馆均没有数据库

管理和维护的权限，这就导致图书馆在数据管理上

没有主动权，必须通过付费方可进行数据库维护和

数据更新，严重影响了特色数据库的建设和利用。
2.3 直接购买

根据学校的需求，图书馆直接购买资源制作商

已制作好的数字资源。 如广东文艺职业学院图书馆

购买的视频资料。 显然，这些高职院校图书馆特色

资源存在数据更新问题， 无法及时为师生提供 新

颖、实时的信息。
3 高职院校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思路

随着高职院校的不断发展，高职院校图书馆馆

藏文献不足和滞后的问题日渐突出。 高职院校图书

馆要根据学校的性质与任务、 学科建设及专业设

置，加强馆藏资源建设和特色数据库建设，为师生

读者提供满意的服务。 高职院校图书馆应向学校积

极争取事业经费， 结合本馆特色资源和人力资源，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快特色数据库建设步伐。
3.1 选定建设专题

建设特色数据库，选题是关键。 做好选题和立

项论证工作，使建设的特色库符合高职院校的办学

特色和学科重点要求。 高职院校图书馆在学科 特

点、学术价值和专业范围方面已形成一定的资源优

势 ［5］，应结合馆 藏特点，根 据 本 院 校 读 者 的 信 息 需

求，在对某一学科或某一专题有利用价值的信息充

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确定建设专题，从而使所建

设的特色数据库能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服务。
3.2 确定系统平台

建设特色数据库的目的 是将收集整 理的各种

类型或格式的专题数据资源以最方便、快捷、全面、
详细的方式展示在用户面前，满足用户对信息资源

的需求。 为实现这一目标，选用适合高职院校图书

馆特色数据库建设的建库系统及运行平台特别重

要。 该系统平台根据功能可细分为数据库管理系

统、元数据著录与加工系统及系统管理等多个子系

统，具有字段的定义与增删、记录的增添与修改、记

录的查重与审校、数据的备份与还原、索引与全文

检索、用户管理、角色管理、日志管理与审核、导入

导出以及统计等功能。 此外，该系统平台具有与其

他系统的接口与功能，有完善的系统文档［6］，以实现

各院校图书馆之间的资源共建共享。
目前比较成熟并在各大 中型图书馆 使用的系

统有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 TRS 系统、清

华同方的 TPI 系统、 北京新星快威数码技术有限公

司的 DISP 系统等。 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的

“实训文献资源库”、“实训参考信息库” 就是使用

TRS 信息发布检索系统平台［7］。 考虑到高职院校图

书馆的实际情况，笔者建议采取或利用共享软件进

行建库和数据处理，以节省经费。
3.3 加强数据收集

作为特色数据库建设的基础，数据收集工作应

遵循全面性、价值性、准确性、适宜性、针对性原则。
完整性和权威性的数据是特色数据库建设的保障。
高职院校图书馆应注重多载体（如纸质资源和电子

资源等）资源的收集，根据本馆实际情况和学校经

费预算， 按一定比例采集各种载体文献信息资源。
数据收集范围应包括 MARC 格式的书目数据，PDF
格式的期刊会议论文，PPT 格式的课件、音频、视频、
网上资源、教师的著作和论文、学生的优秀论文、优

秀毕业设计等。
3.4 规范著录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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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数据库建设的核心 工作之一是 信息资源

的有序化整理，而信息资源著录的标准化、规范化

是信息资源有序化建设的关键，也是实现信息资源

共建共享的前提。 美国学者贝克在《资源共享的未

来》一书中写道：“今天的图书馆正生存在一个相互

依赖的时代。 进一步讲，每一个图书馆都必须将自

己视为世界图书馆体系的一部分，必须摆脱自给自

足的状态，必须发现迅速而合算地从世界图书馆体

系中获取资料并送到自己用户手中的方式。 必须随

时准备将自己所收藏的资料提供给世界各地的 其

他图书馆”［8］。 所以，高职院校在建设特色数据库的

过程中，必须先制定符合标准的本馆特色资源的著

录标引规范。 为促进我国数字图书馆的快速、经济

和可持续发展，《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与规范建设》
项目(CDLS)针对数字图书馆系统的数字资源建设与

服务，制定了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发展战略与

标准规范框架，制定了数字图书馆核心标准规范体

系，这可作为高职院校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的元

数据标引格式规范和文献著录标准规范。
3.5 做好后期数据更新和维护工作

数据库建设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 只有做

好后续工作，不断地补充和更新信息，数据库才有

生命力。 高职院校图书馆要加强数据库宣传工作，
实时更新和维护数据库信息，从而提高数据库的利

用率。
3.5.1 建立监督检查制度

数据库的质量控制是一 项集管理和 技术于一

体的综合性工作， 监督检查制度是数据质量的保

障。 由于高职院校图书馆数据库建设人员素质参差

不一，加之特色数据库开发工作的高价值和高质量

要求，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十分必要。 检查人员应由

精通图书馆业务且知识全面、实践经验丰富、有较

高知识素养的业务骨干担任 ［9］，以确保数据质量与

价值。
3.5.2 做好宣传推广工作

特色数据库建设的目的是让用户使用数据库，
而让用户了解数据库是使用数据库的前提。 因此，
特色数据库建成后，应做好宣传报道和读者培训工

作，以提高利用率 ［10］。 如通过 E-mail、QQ 等即时沟

通软件，网上参考咨询等，开展个性化信息推送服

务。
3.5.3 使用效果的长期跟踪调查

做好特色数据库的使用效果跟踪服务，必须安

排学科馆员或监督检查人员经常到相关的系 （部）
了解读者使用意见，就已建成的数据库是否能满足

需求、检索方式是否简单易用和完善等各方面的问

题征求相关专家、 学者以及学生等使用者的意见。
只要这样，才能确保特色数据库生命的延续，使有

限的经费发挥出最佳效益。
4 结束语

目前，很多高职院校采取学校和企业合作的办

学模式。 因此，高职院校图书馆的特色资源不但要

满足学校教学、科研的需要，还要满足合作企业对

信息的需求，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建设特

色数据库，既可提高馆藏文献的利用率，也能实现

资源的共建共享。

[参考文献]
[1] 张玉辉.高职院校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研究[J].图书

馆,2008(1):98-99,117.
[2]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EB/OL].[2009-11-20].

http://162.105.140.111/info/detail.asp?lngID=161.
[3] 2009 年 具 有 招 生 资 格 高 职 （专 科） 院 校 名 单 [EB/OL].

[2009-11-20].http://www.eol.cn/gzkx_5420/20090423/t200
90423_374520.shtml.

[4] 凌征强.高职院校图书馆电子资源建设若干思考[J].图书

馆论坛,2005(6):137-139.
[5] 刘葵波,郑振容 ,金健 ,等 .高校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实

践与思考———以“水产科技数据库建设”为例[J].情报杂

志,2008(2):159-160.
[6] 冯琼. 开发特色资源 打造服务优势———源于广州货币

金融博物馆的特色资源建设 [J]. 现 代 情 报 ,2008(6):186-
188.

[7] 李明伍,吕先竞.特色数据库系统建设评价指标分析[J].现
代情报,2008(1):81-84.

[8] 施蓓.高职院校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探索[J].图书馆论

坛,2005(8):91-93.
[9] 孙书平,王杰英.汽车工程信息数据库建设的实践及后期

质量控制[J].图书馆学研究.2009(5):32-34.
[10] 易星 .论公安院校图书馆特色 专 题 数 据 库 建 设 [J].图 书

馆论坛,2009(4):48,106-108.

[作者简介] 伍清霞（1974-），女，副研究馆员，在职研究

生，研究方向：数字图书馆。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