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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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好的运用 ScienceDirect 展示你的科研能力
群文件中上传了《如何更好的运用 ScienceDirect 展示你的科研能力》PPT，
该 PPT 为爱思维尔公司销售经理阎博士提供.
淮海工学院 2016 年 1-9 月 ScienceDirect 数据库利用情况。全文请求累计
19500 篇次，2016 年 4 月为 4563 篇次，2016 年 8 月为 355 篇次。2015 年全年
ScienceDirect 数据库利用情况。全文请求累计 18848 篇次，2015 年 12 月为 3861
篇次，2015 年 7 月为 9 篇次。2014 年全年 ScienceDirect 数据库利用情况。全文
请求累计 29342 篇次，2014 年 12 月为 4950 篇次，2014 年 8 月为 502 篇次。

（2）新东方掌上平台试用延期
新东方掌上平台试用延期至 2017.2.10，感兴趣的可以手机下载使用。
简介：

掌学二期产品新增“趣味听听”、“音频课堂”、“掌上题库”

三个模块，与一期的“双语悦读”、“视频课堂”、“阅读训练”，六个模块合
力为用户奉献出一道移动学习的饕餮盛宴！
使用方法：
手机浏览器打开此网址 http://app.koolearn.com/zhuanti/lib/ 将掌学平台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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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至手机，点击注册账号，然后点击公众账号，输入用户名：hhgxyzx 密
码：123

按提示进行注册（如新东方口语互动平台已经注册过，需要另取用户

名，否则会提示重名）
试用日期：2016.11.10-2017.2.10
欢迎大家积极试用！
使用意见和建议反馈：
电话：85895285(内线：6285)
联系人：陆芳芳 （可以通过办公网发邮件）

（3）忘记国图读者证密码怎么办？
文学院吴老师：国图密码忘记了，怎么办呢？
图书馆王启云：初始密码 66。如果改过，可以打登陆页面底部的电话咨询。

（4）DOAJ 开放获取期刊的质量把关与审核
DOAJ“开放获取期刊的质量把关与审核”专场报告会在京举行
http://www.las.cas.cn/xwzx/zhxw/201610/t20161021_4682943.html
Tom Olijhoek 简要介绍了 DOAJ 的历史。DOAJ 自成立以来，一直以提供高
质量开放获取期刊的索引和获取服务为目标，并且在功能、数据质量和标准化方
面推进落实，正逐步成长为开放获取学术出版的中坚力量。他指出，在期刊的质
量审核方面，尤其注重出版的质量和科学的质量。DOAJ 新的收录标准分为 5 个
部分：（1）期刊基本信息；（2）文章处理流程的质量和透明度；（3）期刊的
开放度；（4）内容许可；（5）版权问题。对所有期刊来说，需达到一定的质量
水平并遵循最佳行为准则，才能被 DOAJ 收录；而 DOAJ 收录本身即表明了期
刊质量和学术严肃度。此外，DOAJ 还能够提供权威的开放获取期刊列表和文章
元数据收割服务，提供相关科研信息的互链互访操作，从而推动开放科学的发展。
科技期刊开放获取运动已是大势所趋，作为一种“高质量”象征的 DOAJ
已成为一个有效的资格认证、宣传和推广渠道。与 DOAJ 接轨，代表期刊开放获
取的程度非常高，且遵循最佳行为准则和较高的出版标准。对期刊和作者来说，
被 DOAJ 收录能够极大地增加期刊内容的可见度和曝光度。
目前，由于 DOAJ 逐步提高和不断规范其遴选和收录期刊的标准，尤其是它
对各种办刊规范的严格要求，使得它成为许多资助机构资助开放出版的事实上的
“白名单”。然而，我国许多开放获取期刊由于种种原因尚难以符合 DOAJ 的条
件，没能进入 DO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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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aj.org/subjects
9,289 Journals
6,463 searchable at Article level
128 Countries
2,336,990 Articles
中国出版的共 79 种，见：
https://doaj.org/search?source=%7B%22query%22%3A%7B%22filtered%22%3
A%7B%22filter%22%3A%7B%22bool%22%3A%7B%22must%22%3A%5B%7B%
22term%22%3A%7B%22_type%22%3A%22journal%22%7D%7D%5D%7D%7D%
2C%22query%22%3A%7B%22query_string%22%3A%7B%22query%22%3A%22c
hina%22%2C%2
群文件中分享的两个报告，毕新为西交利物浦大学图书馆馆长，他是“DOAJ
中国大使”，赵艳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家科学图书馆）资源建设部主
任，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5）外文国外高校多媒体教学资源库试用延期
外文国外高校多媒体教学资源库试用通知
简介：

网址：http://www.MeTeL.cn

使用范围：淮海工学院校园网 IP 范围内
试用期限：2016 年 5 月 20 日——2016 年 9 月 1 日（首次试用）
现延期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MeTeL（即外文国外高校多媒体教学资源库）以课件、讲义（教案）、参考
教材、阅读材料、习题作业、试卷答案等文本资料为主、音视频文件为辅，与国
外高校 90%靠 PPT 授课的现实相契合，再现国外先进高校课堂教学过程及育人
理念。

（6）DDS 学位论文集成发现系统试用延期
简介：

DDS 学位论文集成发现系统试用通知

网址：http://www.oadds.cn
使用范围：淮海工学院校园网 IP 范围内
试用期限：2016 年 4 月 27 日——2016 年 7 月 31 日(首次试用)
延期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DDS（Dissertation Discovery System），即学位论文集成发现系统，是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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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提供开放存取学位论文的数据集成与知识发现系统，语种为英文。收录时间：
1998 年至今。
DDS 主要收录了来自欧美国家 1200 多所知名大学的优秀博硕学位论文，其
中 70%是美国之外的世界名校，与已有的学位论文数据库很不相同。OADDS 涉
及指导老师 280000 余名，专业方向 23000 多个，目前可供读者访问的论文数量
已达 45 余万篇，涉及理、工、农、医、管、经、法、教、文、史、哲、军、艺
等 13 大学科门类，是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信息资源。
DDS 易用性强，提供了院校导航和学科导航两种导航方式，提供了快速检
索、高级检索和二次检索等 3 种检索方式。可供检索的字段有：标题、作者、关
键词、全文、学校、导师、年份范围和学位类型等，条件之内及之间支持复杂逻
辑关系；检索结果排序有重要度排序和年份排序两种备选，并支持批量导出参考
文献。在线国道词典提供英文助读功能。
DDS 在检索结果中，能够“发现与此论文主题相似的论文：N 篇”，也能
够“发现该导师指导的论文数：N 篇”，“发现该导师的学生：N 人”，并将学
生姓名列表。这都是基于对每篇学位论文字段的精细标著、索引和深入挖掘，从
而发现了这些社交关系存在和学科知识关联，便于读者使用。
DDS 是一个支持全文搜索的数据库，通过网络镜像定位技术，提供镜像下
载或文献镜像地址传递，保障 100%的镜像服务。

（7）读秀的“邮箱接收全文”服务
近期，有老师反映读秀的“邮箱接收全文”服务有故障。经与超星公司交涉
获悉，系部分免费邮件服务系统可能采取了屏蔽措施所致，建议使用该服务时，
优先填写机构邮箱或付费邮箱。“邮箱接收全文”服务通常 24 小时内有反馈，
找到的提供所需全文，未找到的告知未能找到。
我校机构邮箱是指通过淮海工学院邮件系统（http://mail.hhit.edu.cn/）利用，
是以"@hhit.edu.cn”结尾的邮箱。
群文件中，2016 年 3 月曾上传“淮工院发[2013]20
号（关于印发《淮海工学院电子邮箱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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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校几个外文数据库 2015 年的使用情况
公布一下我校几个外文数据库 2015 年的使用情况：

群文件中上传了"2016 年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及其利用概况（公开版）.doc"，
该版本中数据库的具体金额进行了隐匿处理。欢迎关注。

（9）数字资源利用系列讲座及其 PPT 下载地址
种种原因，我们组织的讲座参与的人很少。每场讲座我们都是认真对待的，
此次读书节的 12 场报告，其中 8 场邀请数据库商培训师主讲（有的真是千里迢
迢赶过来的），且争取到每场讲座均派发小礼品。宣传方面，也颇费心思。除了”
淮工学科服务群”及“淮工学科服务速递”之外，还与各方联系，在淮海工学院
官微、图书馆雅读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大学 QQ 群等发布相关信息。此外，还得
到读者协会同学的协助。此次系列讲座是针对全校师生的。时间方面，作为我们
的角度也是在综合平衡。在作此安排时，馆务委员会也有老师提出这方面的建议
安排在晚上。为什么这样安排：（1）我们邀请培训师远道过来，时间协调有难
度；（2）场地限制，研究生阅览室周三下午是闭馆时间，“见缝插针”；（3）
人力受限，如果是晚上，意味着我们要加班。
上半年，药学院开展过一场数字资源利用讲座，还有其它学院联系过。开展
之后是有一定帮助的，比如 2016 年 10 月做过移动图书馆利用统计（见群文件：
2016 年淮海工学院移动图书馆利用概况），读者访问量 TOP50 中，多位是药学
院同学。
我们有两种弥补不足的方案：一是，“各院系如需要单独开展数字资源利用
讲座，请联系图书馆参考咨询部。咨询电话：0518-85895285（6285），联系人：
王启云。”；二是，我们此次系列讲座所有 ppt 均会公开，不仅在淮工学科服务
群群文件提供下载（侧重教师），还可以在图书馆网站下载（侧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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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源利用系列讲座 PPT 下载地址：
http://lib.hhit.edu.cn/DownloadFile/20161114ttp.rar
该文件包，含淮海工学院第三届读书节数字资源利用系列讲座全部 PPT,附
带博学易知考研考级试用资源 PPT。欢迎关注，欢迎利用！

（10）关注 ScienceDirect 数据库
我校 2015、2016 两年 SD 费用，占数字资源经费一半多，占总文献资源经
费近三分之一。两个合同期（2011-2013，2014-2016），价格从 60 万元涨至 123
万元，价格翻番。而全文下载成本上升幅度更快。使用量却一年不如一年。
ScienceDirect 数据库 2017-2019 年度续订谈判，DRAA 已进行了两轮，甚为
艰难。刚才向谈判组组长反馈情况：有部分馆的情况同我们是比较相似的。特别
是办学层次与我们相当的馆，所承受的压力巨大。希望谈判组谈判时可以适当兼
顾我们的利益，反映我们的诉求，削减“数字鸿沟”。我们希望能提供一种价格
策略，与“全文下载量”相关，对于远远高出平均使用成本的机构，最好能有补
偿机制。
2015 年 SD 数据库利用成本情况。DRAA（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
315 家用户，平均 3.22 元/篇。淮海工学院 57.62 元（全文下载 18892 篇）；盐城
工学院 17.78 元；淮阴师范学院 40.38 元。盐城师范学院，全文下载 21566 篇
（2014.12-2015.11）。

据悉，淮阴工学院曾经购买过 SD 数据库，后来停掉了

（ 不 堪 重 负 ） 。 买 了 多 种 其 它 外 文 资 源 （ 详 见 ：
http://lib.hyit.edu.cn/list.php?fid=16# ）。收集以上数字，是试图向 DRAA 反馈我
们这个层次成员馆的需求，争取更多利益。提及的“补偿机制”，可以是提供
Elsevier 旗下其它资源的使用权、用户培训等。顺道公开，也可以视作一种信息
公开。
关于 SD 数据库的情况反馈，11 月 24 日收到回复：“您反映的情况，我们
觉得很有道理，会努力为大家争取的。有什么情况会及时通报大家，也欢迎您
有问题和我们具体负责这方面工作的章老师多沟通。
但不管怎样，我们能争取到的，就是尽量降低涨幅，而数据库商无论如何
是不会同意降低价格的。所以，建议贵馆也要考虑其它解决方式，例如尽可能
做好宣传培训工作，提高用量；成本实在太高的话，减少若干订购，通过馆际
互借文献传递的方式提供服务等等。”
这个回复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 SD 数据库的价格，依旧会很高；一层是我
校需要另谋良策。淮工学科服务群欢迎我校研究生加群，而且最好是研究生的文
献检索课可以开起来。期待相关老师可以帮忙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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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博学易知考级考证试题库”在线竞赛
该在线竞赛是博学易知数据库下辖的“博学易知考级考证试题库”下的一个
以省为单位的竞赛单元。我校姚通通同学获得二等奖，有 400 元奖金，另有奖状。
详见：http://www.twbxyz.com/logincreader.action
博学易知考级考证试题库的使用培训 PPT 刚才已上传群文件。

（12）中国知网新增会议论文、报纸全文数据库
2017 年将新增会议、报纸两个子库。中国知网的会议论文、报纸全文数据
库从 11 月 24 日开始以试用形式开通（2017 年 1 月份将继续以该形式，对接至
合同期限）。数字资源的“试用”，通常是与正式购买的权限是一样的。敬请关
注与利用！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内容简介：
该库汇集国内外 8000 余家重要会议主办单位产出的学术会议文献。文献总
量：截至 2015 年 12 月收录论文 214 万篇，2016 年计划出版 14 万篇。收录年限：
1953 年至今。出版时效：当年会议结束之后 2 个月内出版会议论文网络版。更
新频率：每日更新。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内容简介：
该库为以重要报纸刊载的学术性、资料性文献为收录对象的连续动态更新的
报纸全文数据库。文献总量：2015 年度共收录各级党报及特色行业报等重要报
纸 500 余种；出版文献约 103 万篇，出版文献总量达 1410 万篇。2016 年计划出
版 100 万篇。收录内容：重要新闻和学术文献资料。收录方式：摘录全文。收录
年限：2000 年以来。出版时效：报纸网络出版平均滞后报纸印刷出版 3 天。更
新频率：每日更新。

（13）国家自然基金标书评分标准
群文件中上传了“[sciencenet.cn]国家自然基金标书评分标准.doc”。这个文
件是从科学网的论坛上下载下来的，内容为他人分享的国家自然基金标书申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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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包含评分标准等内容。被评价为“超级有用”，感兴趣的老师可以关注。

（14）万方数据学位论文不能下载全文情况对策
图书馆王启云：关于万方数据学位论文，如遇到只有题录信息，不能下载全
文的情况，通常是因为存在知识产权许可或者保密要求导致，数据库商不提供全
文服务。但其中有部分，可以通过其后台提供文献传递服务。如遇到该情形，请
将题名信息及对应的网址信息反馈给我，我会联系数据库商相关人员，争取尽可
能地满足需求。

（15）数字资源利用影响因素
图书馆王启云：我校数字资源利用率也是一年不如一年，与办学层次办学规
模相当的馆存在差距。个人认为可能的影响因素与学校的科研激励政策、人事政
策、校园网环境、信息素质教育等密切相关。比如导向高水平论文，高不成低不
就者，觉得此路不通绕行；职业生涯发展无望，选择另谋他途；数字资源访问授
权通常是授权在校园网 IP 范围内，未提供 VPN 等远程访问便利，校园内用户使
用不了或使用不便，使用情况必然受影响；信息素质教育未引起重视，专业馆员
队伍较为薄弱，未能开展相关课程或讲座，用户不了解有什么如何用，也是大有
影响的。

（16）数字资源远程访问问答
文学院郭老师：一直很纳闷为什么淮工不能 VPN 远程访问，我现在在家里
用的都是朋友的号，很多职业学院都有这个福利。
图书馆王启云：或许是重要性排序没到这一步。盐城工学院、淮阴工学院、
淮阴师范学院等均是提供的。硬件 VPN 方式需要较高投入（包括软硬件及人力）。
当前，还有电子资源远程访问系统，利用 URL 重写代理技术，整合图书馆系统
用户管理认证接口，实现读者在校外访问电子资源。投入相对较低。对于我校，
当前移动图书馆是一种较为有效的辅助方法。移动图书馆实际也用到了代理技
术，但由于它整合的资源与服务较多，难免存在若干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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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群文件共享资料
本期共分享 13 个文件。

附件：2016 年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及其利用概况
2016 年淮海工学院图书馆数字资源经费预算为 240.9 万元。按照《2016 年
文献资源采购使用方案》顺利完成了数字资源的采购任务。

1 数字资源采购情况
图书馆根据学科建设及图书馆提升服务水平的需求，完成了 22 种中外文数
据库的谈判与采购任务，包括合同送审、签字、付款及数据安装等工作。开通了
北大法意案例教学数据库、北大法意法学大数据分析平台、同花顺金融数据库、
职业能力与创业学习资源总库、国研网、DDS 学位论文集成发现系统、微谱数
据、外文国外高校多媒体教学资源库、博学易知考研视频及考级考证数据库、
CNKI 学术图片知识库、新东方掌上学习平台等 11 种数字资源的试用。2016 年
实际订购的数字资源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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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5 年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表
序号

数据库名称

来

源

1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清华同方光盘股份

2

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清华同方光盘股份

3

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清华同方光盘股份

4

工具书数据库

清华同方光盘股份

5

中国会议数据库

清华同方光盘股份

6

报纸数据库

清华同方光盘股份

7

中文期刊（维普数据库）

8

EBSCO 出版有限公司

9

Springer-Link 数据库

10

CA 信息服务

11

重庆聚合科技有限
公司

金额(万元)

说明

2017 年费用，新
*

增中国会议、报
纸两个子库。

0

江苏省高校集
团采购

*

2017 年费用

*

2017 年费用

CA

*

教学用

ScienceDirect 全文数据库

ELSEVIER

*

DRAA 采购

12

国道数据库

国道

*

食品、法库

13

读秀知识库

北京超星

*

14

海洋专题数据库

国道

*

15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新东方

*

16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万方

*

广州奥凯代理

*

17

18

DIALOG 国际联机检索系
统
软件通—— 计算机技能自
助式网络视频学习系统

EBSCO 出版有限公司

施普林格中国有限
公司

中新金桥信息技术
（北京）公司

口语互动学习平台

新东方

*

20

百链文献资源共享服务

北京超星

*

21

超星移动图书馆

北京超星

*

22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评价中心

0
238.2204

合计（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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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

外文海洋全文

江苏省高校集团
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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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资源利用情况
积极开展数字资源宣传推广工作。第三届读书节数字资源利用系列讲座共举
办讲座 12 场次。学科服务先后走进计算机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化学工程
学院，听需求，送服务。介绍图书馆文献资源与服务，宣传了移动图书馆的使用
方法。4 月 20 日应药学院之邀，围绕“充分利用馆藏资源，创建优良学风”主
题与学生交流。此外，积极利用淮海工学院官方微信、图书馆雅读微信等宣传图
书馆资源与服务。2016 年数字资源使用概况见表 2。
表 2 2016 年数字资源使用统计表

序号

数据库名称

下载量（篇） 访问量（次） 数据统计时间说明

1

CNKI 系列数据库

347933

11100000

2016.1.1-11.16

2

万方数据

77006

339724

2016.1.1-10.31

3

维普数据

31686

121305

2016.1.1-11.16

4

读秀

-

166207

2016.1.1-11.18

5

移动图书馆

-

12734563

2016.1.1-11.18

6

百链

-

73173

2016.1.1-11.18

7

超星电子书

-

54348

2016.1.1-11.18

8

软件通

50743

55812

2016.1.1-11.18

9

EBSCO 系列数据库

1341

46199

2016.1-11

10

Spinger 电子期刊

6315

-

2016.1.1-10.31

11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

175209

2016.1.1-11.18

12

新东方口语平台

-

66875

2016.1.1-11.18

13

ScienceDirect 数据库

19500

-

2016.1-2016.9

14

国道外文食品专题库

6325

44274

2016.1.1-11.16

15

国道外文海洋专题库

7575

41027

2016.1.1-11.16

548424

25021836

合计

注：由于不同资源商的统计方法及统计标准有所不同，上述数据作参考。维普数
据使用的是总站访问数据，镜像站数据未统计。试用资源亦有较好地利用，比如
METEL 多媒体库（2016 年 5—10 月份），全文下载 16632 篇，访问量 23156 次；
DDS 学位论文库（2016 年 6—10 月份），全文下载 15372 篇，访问量 10807 次。
我校文献资源投入方面是比较欠缺的。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共有 737 所高
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 2015 年度文献资源购置费数据，文献资源购置费的平均
值约为 490.2 万元。我校 2015 年为 357.2 万元（其中纸质资源 155.2 万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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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资源 202 万元）。更直观的对比是，与盐城师范学院（530 万元）、淮阴师范
学院（640 万元）相比，有较大差距。盐城工学院、淮阴工学院，未获取到准确
数字，但是他们应该在平均值 490.2 万元之上。
我校文献资源投入较少，我们在努力做 3 方面的工作：一是试图进一步提升
现有资源的利用率，比如经交涉，2016 年数字资源商改进了访问授权方式，开
通了 ScienceDirect 远程访问方式，大大地方便了用户利用。二是拓展文献资源
获取渠道，比如大力宣传读秀、超星移动图书馆服务（她们更多的属于文献获取
平台），组织办理国家图书馆借书证等。组织办理国家图书馆借书证，我校实际
花费是快递费（寄资料、收证件）共 99 元。但这个证是非常有用的，借助她可
以远程访问国家图书馆丰富的数字资源。三是积极宣传与利用江苏省高校集团采
购资源。比如维普数据库、CSCSI 数据库是集团买断的资源，我们学校没有花钱。
据 JALIS 办公室统计，2016 年 1-8 月，我校维普数据库利用情况，位居江苏省
高校第 18 名。
期待我校进一步加大文献资源投入，进一步改善校园网，以利广大师生更便
捷更充分地利用图书馆资源与服务。
参考咨询部
2016 年 11 月 21 日

- 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