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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工学科服务群简介
为了加强图书馆与各院系的联系，建立起通畅的“需求”与“保障”渠道，
帮助教师用户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源，特此建立 淮工学科服务群（群号：
162297967）。
该群主要定位为淮海工学院图书馆学科馆员与诸位老师的实名交流平台。服
务内容为：①图书馆资源推广；②学术信息分享；③解答用户疑难；④指导检索
利用；⑤了解文献信息需求；⑥了解资源使用情况；⑦ 征求意见。
该群主要有两类交流：一类是学科馆员与教师之间的交流；另一类是教师之
间的交流。群文件中欢迎大家分享对教学、科研有帮助的信息。由于群文件空间
受限（只有 2GB），将不定期清理，若有喜欢的资料还请成员及时下载。
加群链接：http://jq.qq.com/?_wv=1027&k=eU8xFf 。群名片样式为“所在
部门+姓名”。欢迎关注，欢迎加群！
《淮工学科服务速递》据群交流信息不定期整理，通过群邮件向群成员推送，
并与全校师生分享。

1 本期概要
根据淮工学科服务群消息管理器整理，按时间顺序。
(1) 《淮工学科服务速递》网址
《淮工学科服务速递》自 2016 年 9 月 26 日起，通过办公网向教职工推送之外，
我 校 教 师 和 学 生 可 以 图 书 馆 网 站 下 载 ， 网 址 ：
http://lib.hhit.edu.cn/Chinese/xkfwsd.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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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pen Access Library
http://www.oalib.com/
Open Access Library (OALib)包含：
• 基于一个开放存取的元数据库的搜索引擎，
• OALib 期刊，
• OA 期刊论文检索，
• OALib Preprints 以及外来预印本和后印本的存储。
OALib 提供的开源论文超过 4,219,169 篇，涵盖所有学科。所有文章均可免费下
载。
OALib Journal 是一个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覆盖科学，科技，医学以及人文社科
的所有领域。所有发表在 OALib Journal 上的文章都存放在 OALib 上。
OALib 与 OALib Journal 均由 Open Access Library 公司管理
根据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先导计划(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 BOAI) ，开放存
取是指“某文献在公共网络领域里可以被免费获取，任何用户 均可阅读、下载、
拷贝、传递、打印、检索、超级链接该文献，并为之建立索引，用作软件的输入
数据或其它任何合法用途。用户在使用该文献时不 受财力、法律或技术的限制，
而只需在存取时保持文献的完整性，对其复制和传递的唯一限制，或者说版权的
唯一作用应是使作者有权控制其作品的 完整性及作品被准确接受和引用。”
为实现这一目标，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先导计划主要提出以下两种方式：
• 开放存取期刊（也被称为“金色开放存取”）。价格是存取的一个障碍。因此，
这些新一代的期刊将不再收取订阅或者存取费用。他们将采用其 他的方式保证
开支。例如：为科研提供资金的基金会和政府组织，……由学科或者协会设立的
捐赠，……甚至于研究人员自己负担。
• 数据库开放存取（也被称为“绿色开放存取”）。学者需要一些辅助工具将已
经发表的期刊论文保存在开放的电子文库中，这种行为我们通常称 之为自行存
档……当能够和其它资源库共通，数据库便能够满足这一要求，并采取措施确保
能够永久保存……这样的话，任何地方任何领域的学者， 包括那些没有高等教
育机构的地方，都能享有在 OA 知识库存取的权利。
(3) 中国养殖网水产频道
http://www.fishfirst.cn/
中国水产频道是《水产前沿》杂志开发的跨平台网络传媒，全方位整合多种
媒体形式、内容资源、技术平台、传播渠道，努力打造全球领先的华人水 产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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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服务机构。
2010 年 6 月，中国水产频道成功上线，开始致力于为行业提供全球水产及
相关行业的综合新闻与信息，以论坛、新闻、调查等 Web 2.0 应用为全球华人 水
产者提供互动交流空间。
(4) 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
http://silkroad.fudan.edu.cn/project.html
丝绸之路复原研究均建立在文献资料（中国古籍与欧洲探险队的考察报告）、地
图、遥感影像与实地考察等综合研究基础上，在复原帕米尔高原部分 丝绸之路
基础上，再向西延伸到中亚、南亚、西亚，将丝绸之路的全景用现代地理信息技
术准确、全面、直观地复原。
(5) 台湾大学学术期刊资料库
http://ejournal.press.ntu.edu.tw/
台大学术期刊资料库收录台大各学术研究单位出版之中外学术期刊论文篇目与
全文，审查过程严谨、内容丰富详实、撰写格式一致，具相当程度之学 术水准，
为查询台湾一流学府之学术研究发展、辅助教学研究之最佳资料库。
(6) 浙江省海洋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http://www.zjod.com.cn/
浙江省海洋开发研究院网站。
(7) 2012 年 SCI 收录中国大陆期刊投稿指南
http://lib.gdou.edu.cn/tgzn/2012SCI.html
广东海洋大学图书馆 2012 年 9 月整理，共 139 种。
(8) 2016 年 EI compendex 收录大陆期刊目录的投稿
http://lib.gdou.edu.cn/p_tail.asp?ArticleID=6007
2016 年 2 月 11 日 EI 官网发布的最新目录中,整理出收录中国大陆期刊共 198 种，
其中英文版 47 种，中文版 145 种。广东海洋大学图书馆整理。
(9) CSCD 源目录期刊投稿指南(外文来源期刊目录)
http://lib.gdou.edu.cn/p_tail.asp?ArticleID=3095
广东海洋大学图书馆 2015 年 6 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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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图书馆参考咨询部是干什么的？
时不时，有老师询问或表示疑惑。特此简答一下。
参考咨询部是图书馆的业务部门之一，主要负责以下工作：中外文数据库及
期刊采购工作；学科馆员工作； 负责新到报刊验收、分发工作；开展文献信息
咨询、查收查引和原文传递服务；管理文献检索室、研究生阅览室；参与学科
建设和重点科研工作；解答属于图书馆业务范围的各类咨询问题，辅导读者查
阅文献信息，提高读者信息素养，并提供深层次的咨询服务，学科评估服务等。
（依据为 2016 年 4 月拟的参考咨询部岗位职责）
种种原因，国内高校图书馆组织机构设置一直处在变革之中。当前，数字化
网络化多元化的环境之下，变革更大。
进入 1990 年代以来，图书馆部门的设置在以纸质文献处理流程的基础上结
合了读者的服务与培训方式，除了基本的流通与阅览等读者服务部门外，文献检
索教研室、辅导部、参考咨询部开始出现。同时受图书馆技术环境的变化以及图
书馆情报服务功能的出现，图书馆开始重视技术服务与情报咨询新部门的设置。
进入 21 世纪之后，随着业务流程重组管理理论的广泛引入 ，国内高校图书馆掀
起部门调整的热潮，图书馆组织机构沿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变化。
文化部 2015 年发布了一个推荐标准《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规范》
（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化部发布.WH/T 71-2015 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规范[S]._北京：国家图书
馆出版社，2015.12），里边两个定义摘录如下：
参考咨询服务（Reference service）:针对用户需求，以各类型权威信息源为依托，
帮助和指导用户检索所需信息或提供相关数据、文献资料、文献线索、专题内容
等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模式。
参考馆员（Reference librarian）：图书馆从事参考咨询服务的相关人员。其职责
为负责解答用户咨询、帮助用户获取所需的信息与服务。（注：根据参考馆员的
知识、经验和所承担的任务，可以有初级参考馆员和资深参考馆员等不同配置。）
(11) 何为学科服务？
1998 年之后，国内高校图书馆界学科服务、学科馆员是热门话题。其“中
心思想”是为了促进图书馆员的专业化发展，提升图书馆员的职业能力与服务水
平。学科服务是以用户为核心，主体通过学科馆员，依托图书馆和公共信息资源，
面向特定机构和用户，建立基于科研与教学、多方协同、面向一线用户的一种新
的服务模式和服务机制，向用户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知识化的服务，提升用户
的信息能力，为教学科研提供有力的信息保障与支撑。清华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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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1）深入了解对口院系的教学科研情况和发展动态，熟悉该学科的文献资源分
布。
（2）参与对口学科的资源建设，提供参考意见；推动对口院系与图书馆合作订
购资源。
（3）开办相关图书馆讲座，解答深度课题咨询，逐步提高对口院系师生的信息
素养。
（4）深入院系，征求读者意见及信息需求；与图书馆顾问密切合作。
（5）编写、更新相关学科的读者参考资料，包括学科服务网页、资源使用指南
等。
（6）通过多种渠道宣传推广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以提高文献资源利用效率，
使读者更加关心图书馆建设。
（7）试用、评价、搜集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源。
（8）为对口院系的重大课题提供文献层面的特别帮助；与对口院系学术带头人
建立联系。
（各专业馆学科服务负责人的工作职责根据各专业馆具体情况而有所调整）
邱葵. 美国高校图书馆的学科馆员与学科服务[J].图书馆论坛，2016.
网 络 出 版 时 间 ： 2016-10-08

12:01:35

网 络 出 版 地 址 ：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161008.1201.002.html
摘要：学科馆员及学科服务在美国高校图书馆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文章回顾
美国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与学科服务的历史；着重介绍美国高校图书馆对学科馆
员学历、资历和能力的要求，以及学科馆员的主要职责和服务内容；分析入职门
槛降低对学科馆员制度的影响；介绍美国高校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的实际情况，
讨论中国高校图书馆开展嵌入式学科服务需要考量的因素。
这篇文献建议学科馆员及感兴趣的老师关注，全文已上传至群文件。推荐这
篇文献的原因是：本群定位为“学科服务群”，而该文脉络清晰，文笔流畅，具
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于理论与实践均具参考价值。
(12) ACS 数据库介绍
群文件中，上传了 ACS 数据库全文数据库期刊简介及期刊列表，感兴趣的
老师可以关注。如果有试用需求，可以告知，以便联系开通试用，谢谢！
(13) ASME 全文数据库介绍
群文件中上传了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ASME）全文数据库期刊简介及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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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敬请相关领域教师关注，如需试用，请反馈，谢谢！
外文数据库的试用，通常是图书馆向数据库商提出申请，提供校园网 IP 范
围信息，试用期通常为一个月，在试用期间，使用权限与实际购买了相同。对
于试用过的数据库，欢迎提供使用意见和建议。
您提供的意见和建议会是有用的：（1）数据库商会采集，以利改进产品与
服务；（2）图书馆方面会听取，了解需求，资源建设更有针对性；（3）学科服
务工作会更具针对性，有助于提升服务能力与水平，让意见反馈者及相关用户
得实惠。
(14) 为何大力宣传移动图书馆服务?
移动图书馆服务是一项性价比很高的服务。一是图书馆阅读移动化是未来
图书馆发展趋势之一，当前人们信息获取和阅读方式呈现出多渠道、移动化、
社交化的特点，数字阅读正在逐渐融入大众生活，满足了任何用户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获取任何内容的阅读需求。二是我们学校当前数字资源相
对是比较少的，借助移动图书馆服务，很大程度上拓展了资源获取渠道。三是
我们学校目前没有提供数字资源校外访问服务，移动图书馆服务是一种较为有
效的辅助办法。四是该服务对学生群体利用图书馆大有帮助，不仅有利于利用
图书馆的纸质馆藏，还有利于其进行移动阅读，移动阅读将成为图书馆阅读的
主要形式，此外还可以利用移动图书馆服务进行拓展学习，公开课、学术视频
等资源非常有益。
我校 2016 年度的数字资源经费预算是 240.9 万元，其中移动图书馆服务的
费用为 8 万元。数字资源经费投入方面，若与淮阴工学院、淮阴师范学院、盐城
工学院等相比是有差距的（可以浏览一下他们图书馆网站，了解其购买了哪些资
源）。借助移动图书馆服务，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缩短差距，对我们这类高校是大
有帮助的。
过去一年来，下了较大功夫宣传移动图书馆，这是有原因的——我们在努力
尽可能地为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与服务！
移动图书馆 . http://hhit.superlib.com/
移动图书馆使用指南. http://lib.hhit.edu.cn/UploadFiles/cxydtsgsyzn.rar
(15) 2017 年度科技部出版基金申请大幕拉开
信息来源：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18488-1007413.htm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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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st.gov.cn/tztg/201609/t20160930_1280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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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申报时间
2016 年 9 月 30 日至 11 月 29 日
二、资助范围
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面向全国，资助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优秀的和重要的学术
著作的出版。
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范围包括：
1. 学术专著：作者在某一学科领域内从事多年系统深入的研究，撰写的在理论
上具有创新或实验上有重大发现的学术著作。
2.基础理论著作：作者在某一学科领域基础理论方面从事多年深入探索研究，借
鉴国内外已有资料和前人成果，经过分析论证，撰写的具有理论创新的，对科学
发展或培养科技人才有重要作用的系统性理论著作。
3. 应用技术著作：作者把已有科学理论应用于生产实践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撰
写的能促进产业进步并给社会带来较大经济效益的著作。
2017 年度重点资助方向：
1. 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
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形成
的学术著作；
2. 有助于提高少数民族科技发展的优秀科技学术著作；
3. 英文版优秀科技学术著作。
不资助范围：1. 译著、论文集、再版著作；2.科普读物；3.教科书、工具书。
(16) 关于 IEEE 数据库需求交流
理学院张老师反映淮阴工学院买了 IEEE 数据库，希望我校早日购买。
图书馆王启云：这块，图书馆方面一直在积极推动。淮阴工学院没买
ScienceDirect 数据库，我们该数据库 2016 年的费用是 123.749 万元。2015 年，
开通过试用，并编入 2016 年预算中（预算经费为 54 万元）。今年 6 月，淮阴师
范学院买了 ACS 数据库，这个数据库的购买，是他们学校的化工学院掏钱。IEEE
数据库的购买，相关学院联合起来解决费用问题，这会是一种较为可取的途径。
我们学校通过的 2016 年文献资源经费预算中，包含了海洋优势学科专项，计算
机学院品牌专项的支持，不然，现有的资源都难以维持。这是我们的现状。高校
图书馆的工作是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的，感谢反馈需求！
(17) 博学易知考研视频及考级考证数据库试用通知
【数据库名称】 博学易知考研视频及考级考证数据库

-8-

淮工学科服务速递(总第 23 期 20161012)
【链接地址】 http://www.twbxyz.com
【使用范围】 校园网 IP 范围内
【试用期限】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
【数据库介绍】
《博学易知数据库》是国内教、学、考一体化综合学习平台，提供网络教学、网
络学习、网络考试一站式服务。旨在把数字化教学和考试学习类数字资源进行有
效结合，帮助老师教、学生学、共同考，提升教学水平和学习效果。
博学易知考研视频库是国内面向机构最全面的考研资讯平台，囊括名师讲堂、名
校宝典、考前指导、考研视界、在职人员十月联考、小语种考研、英语四六级 7
大类考研视频资源。是国内唯一提供从考研考前辅导、名校考研专业解析、考研
公共课和专业课学习、行业顶尖名师辅导、考研复试全过程课程的考研数据库，
并且是国内首家突破 10000 课时的考研专业学习库，满足各类考研学习需求。
考试资源包含考试相关教参书和 300 多科近千种等级和职业资格类电子试卷
80000 多套，便于师生在线浏览、收藏、学习。涵盖计算机、法律、学历、金融、
医学、语言、外贸、水电、建筑工程、职业资格十大类的考试资源。学生可自主
选择试卷在线答题，在线自测，辅助全学科各类学生通过相应的各种考试。教师
自由利用平台资源用于教学活动中，提升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
这个数据库的进一步介绍，参见群文件：博学易知考研视频及考级考证数据库试
用通知.doc。
图书馆试用数据库网页：http://lib.hhit.edu.cn/chinese/Bs_Try.asp
图书馆陆芳芳：数据库资源非常丰富，而且我刚刚试过，手机安装 APP，只要在
校园网 IP 范围之内注册过，那么以后登陆使用就不受校园网 IP 的控制。欢迎有
需要的老师积极试用，和所带学生宣传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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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群文件共享资料
本期共分享 8 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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