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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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移动图书馆获取期刊文献
使用超星移动图书馆，登录账户之后：
对于我校购买了的资源：提供原文阅读、文献传递两种方式；未购买的资源：只
提供文献传递方式。
检索外文资源使用方式：
学术资源-期刊-输入英文检索词（标题、作者、刊名、关键词）-点击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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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上述截图，它显示来自哪个数据库。

中文期刊的也截取一个图，上图表示那篇文献来自万方、CNKI。
移动图书馆具备“可移动”的特征。这种“可移动”的特征表现在,普通用
户和读者可以不必依赖于 PC 来实现数字资源的浏览、下载和阅读,用户和读者可
以通过手中的便携数字图书阅读设备(如手机、MP3/MP4、PDA 等手持阅读器以
及笔记本电脑等)来浏览、下载、阅读和欣赏数字资源的一整套系统。
移动图书馆可访问的资源，是以我校购买的资源与服务为基础的。对于未购买的
资源与服务，可以理解为额外的收获。
图书馆服务的理想目标，本质就是信息服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任何读者
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获取图书馆的任何图书资源。而图书馆的服务从过去
的印刷本的借阅到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属于上了一个台阶， 而数字图书馆进入移
动图书馆服务则使图书馆的服务达到一个新的台阶。在围绕理想目标行进的路
上，存在方方面面的影响因素，比如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各方利益的平
衡等等。
11 月 26 日，南京图书馆许建业副馆长应连云港市图书馆学会之邀作《十三
五时期图书馆融合发展与创新服务探索与思考》报告，报告中介绍了江苏省公共
数字文化建设与服务概况，指出“商品化数字资源存在低水平重复投资购买，缺
少全省性的或地区性的联采统采、统一服务的共建共享机制”等问题。南京图书
馆的资源也比较丰富，他们不提供办集体读者证这样的服务，到馆办证是可以的，
办好证之后，也可以远程访问部分数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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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近期发现国家图书馆可远程访问资源的约束比上半年严格。比如部分数
据库对下载量做了限定（通常会有提示）。

（2）华冰聊专利：科研专利之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830980-1017284.html
近五年来，我国专利申请量连续居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专利大国。其
中，高校和科研院所是专利申请量的重要贡献者。然而，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
专利转化率不到 20%，高校的专利转化率甚至低于 5%。这些专利绝大部分沉睡
在数据库里，并没有发挥他们该有的作用。笔者追根溯源，分别与产业链中不同
角色的人沟通，得出以下结论：发明人没有代理机构选择权，更没有定价权；代
理机构凭低价中标，只能提供劣质服务；专利管理者有数量考核，只能将服务费
的单价压低；成果转化者苦于专利质量不好，间接加大了转化难度。

（3）华冰聊专利：科研人员如何利用专利信息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830980-995274.html
大数据统计，95%的科研技术信息会最先在专利信息里记载，对于从事科研
工作的研发人员，专利信息是一个知识宝藏。那么，专利信息里有哪些情报呢？
对于科研机构和企业里的研发人员，从专利信息中能得到哪些帮助？专利信息有
多种不同用途，可以从不同角度寻找其有利价值，辅助研发、寻找合作、发现对
手，也能寻找人才。通过多途径的结合，可以有效提高研发人员的研发效率，提
高企业的研发实力，寻找更多发展机会。

（4）博学易知考研视频及考级考证数据库
简介：

【数据库名称】 博学易知考研视频及考级考证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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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方面积极宣传该资源，宣传方式包括有图书馆网站发布、淮海工学院
官微发布、图书馆雅读微信号发布、淮工学科服务速递推送、读书节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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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利用讲座讲解等等，期待更多读者加以利用并从中受益。姚通通同学参加“博
学易知考试达人”知识竞赛活动获得二等奖，第三届读书节颁奖仪式上（12 月
14 日下午）颁发奖状和奖金（400 元）。
图书馆网站试用资源（ http://lib.hhit.edu.cn/chinese/Bs_Try.asp）是我校数字
资源有益的补充，2016 年先后开通 10 余种中外文数字资源试用。

（5）中国科学院 JCR 期刊分区数据在线平台
关于期刊分区数据，可以自行在校园网范围内查询。我校科研处购买了 2013
年、2014 年数据，2015 年数据暂未购买。中国科学院 JCR 期刊分区数据在线平
台 http://www.fenqubiao.com/

淮海工学院/hhit0518

图书馆艾华：关于 jcr 分区采购的建议已经提交给科研处了
图书馆王启云：2016 年数据，通常情况下，需要到 2017 年年底。因为他是
在 JCR(期刊引证报告，通常 6 月份发布)基础上做的。2016 年发表的论文，通常
填写的是 2015 数据。
图书馆艾华：SCI 分区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大类分区表为准。

（6）ScienceDirect 数据库访问故障
理学院杨老师：Elsevier 数据库上不去了
图书馆王启云：是否可以截图?
理学院杨老师：（Firefox 浏览器）
图书馆吴环伟：杨老师，换个浏览器试试呢？
理学院杨老师：行了，用 IE 可以。谢谢！
图书馆王启云：这种情况不正常，将进一步关注。已向 sd 数据库方面联系。客
服答复是“对中文浏览器支持不好，不过一般是推荐 IE 和 chrome 这两个浏览器
的”，客服将我校反馈的问题，转给技术支持部门。

（7）我校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成绩斐然
根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办法》，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
499 个项目江苏省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中，一等奖 59 项、二
等奖 150 项、三等奖 290 项。淮海工学院此次评奖中，荣获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4 项。标志着淮海工学院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取得了大进步，可喜可贺！
附我校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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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中国戏曲文学本事取材研究（著作）

伏涤修（淮海工学院）

三等奖：
环境公正的国家共振理论（论文）

陈兴发（淮海工学院）

论《紫颜色》的生态社会思想（论文）

杜业艳（淮海工学院）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著作）

张纪凤（淮

海工学院）
“一带一路”战略与区域开发开放：基于江苏实践的研究（著作）

古璇（淮

海工学院）、古龙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连云港分院）、赵巍（淮海工学院）
信息来源：http://www.js-skl.gov.cn/index.php?view-2411.html&jdfwkey=gbfld2

（8）关于反向代理服务咨询解答
水样年华：请问我订购了学校图书馆的使用权，本来在家也可以查到知网的资料，
为啥现在查不了了，谢谢您？
图书馆王启云：学校购买的知网，使用范围是校园网 ip 范围内。
水样年华：谢谢你，我原来订购的，每月交 10 元，从工资里扣除的。给了一个
账户和密码，现在那个登陆的网址上不去了，是政策变了吗？
图书馆王启云：那是信息中心提供的反向代理服务，该服务已停。
水样年华：哦，那也就不再扣钱了吧？
图书馆王启云：具体情况不了解。
水样年华：要想使用我校订购的图书资料就只能在学校里用了？那这个情况谁能
知道呢？
图书馆王启云：移动图书馆是辅助办法。学科服务速递曾多次介绍。亦可参考图
书馆网站数字资源版块移动图书馆使用指南。
水样年华：好的，谢谢你。
图书馆王启云：关于反向代理扣费情况，自己上财务系统查询一下工资情况应该
可以了解。反向代理服务是信息中心提供的，有问题可以向他们咨询。移动图书
馆很有帮助。此外，读秀开通假期漫游账号服务，通过在校园网内注册的账号，
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可以使用读秀学术搜索。如果上半年办了国家图书馆证的
老师，建议将该证用起来，它可以远程访问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比我校资源丰
富得多。
移

动

图

书

馆

使

用

http://lib.hhit.edu.cn/UploadFiles/cxydtsgsyzn.rar

指

南

下

地

址

：

该指南介绍了如何在电脑上及

移动设备（手机、ipad 等）上如何使用移动图书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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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远程访问问题
化院施老师：试过一回，速度非常慢。
图书馆王启云：正常情况下的速度是没有问题的。速度慢的可能原因有很多。比
如访问高峰期、所利用网络本身的问题、所使用的浏览器问题……可以换时间或
换浏览器再试。
化院施老师：我记得下载美国化学会的杂志论文很慢的，现在不知道了。后来一
直用萌小子了。王老师为咱们图书馆的资源利用费心狠了。
图书馆王启云：国家图书馆未提供 ACS 的远程访问，提供了 RSC 的远程访问。
文学院郭老师：国家图书馆速度有些慢，免费嘛，能理解。
图书馆王启云：这个看登录的时间点，因为它是面向全国服务的，有些时段可能
存在拥堵。国家图书馆的免费，可以理解为国家层面付费，与一般意义的免费
有所不同。国家图书馆的免费，可以理解为国家层面付费，与一般意义的免费有
所不同。我家里用的是电信网，响应速度是正常的。在学校办公室登录时，存在
速度缓慢的情况。其访问效果，很可能与自身使用的网络也相关。

(10) 读秀学术搜索寒假漫游服务开通了
从 2016 年 12 月 14 日起至 2017 年 2 月 9 日，可使用“我的图书馆”账号登
录读秀，新用户请在学校 ip 内“注册”，注册登录完成后请点“验证”，已有
账号的用户请在学校 ip 内登录后“验证”。
注册网址：http://mylib.duxiu.com/a/register.action
验证网址：http://www.duxiu.com/nameauth/mylibauth.jsp
超星读秀知识库网址：http://www.duxiu.com/
使用方法：在读秀登录页面点击“假期账号用户”面板，使用“我的图书馆”账
号登陆即可。

(11) 药典可以查吗？
海院张老师：王老师，药典可以查吗？
图书馆王启云：我校买了中国知网的工具书总库。其中有《国家药典中药实用手
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材外形组织粉末图解》等。包含 35 种名字含
药典的工具书。《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是精准、权威、可信且持续更新的
百科知识库，是传统工具书的数字化集成整合，不但保留了纸本工具书的科学性、
权威性和内容特色；而且配置了强大的全文检索系统，大大突破了传统工具书在
检索方面的局限性；同时通过超文本技术建立了知识之间的链接和相关条目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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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跳转阅读，可在一个平台上方便获取分散在不同工具书里的、具有相关性的知
识信息。收录了近 300 多家出版社的字典、词典、专科辞典、百科全书、手册、
图录图鉴、表谱、名录等 8490 多部，含 25,287,276 个条目，100 多万张图片，
向人们提供精确、权威、可信的知识搜索服务，其内容涵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与工程技术、农业、医学等各个方面。

（12）访问数字资源 IP 故障
自 2016 年 12 月 19 日开始，机械王老师、测绘谢老师、海洋王老师等多人
反映在办公室、家属区等场所无法使用知网，不在 IP 范围内，是何原因？
关于 Sciencedirect、Cnki 等访问故障，产生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访问外网
时，IP 地址已经转换了，超出了我校“校园网 IP 范围”。如果用 www.ip138.com
IP 查询(搜索 IP 地址的地理位置)，会发现，IP 地址是在频繁变化。这方面的问
题属于校园网网络环境问题，需要进一步向学校信息中心反馈，由其解决。对于
Sciencedirect 数据库，用机构邮箱注册过的老师，如遇到 IP 不在范围内情形，可
以用自己的账号登录（该账号通过机构邮箱进行授权，在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外
亦能使用学校购买了的资源）。当前，图书馆这边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以便同
信息中心及相关数字资源商技术支持部门进行沟通。敬请及时反馈信息，谢谢！
可以试着重新登录看看。要账号的原因，表示没在校园网 IP 范围内。如果落在
范围内，会出现“欢迎淮海工学院的朋友”。可以试着退出账号，重新连一下。
12 月 26 日，关于 IP 问题刚才已同信息中心联系，信息中心方面将着手排
查。他们那边当前还不了解情况，说是有可能为相关网络运营商的问题。欢迎诸
位老师及时反映故障，请提供出现故障时的访问地点及 IP 信息，谢谢！
关于访问数字资源故障，请直接向信息中心网络部反映：051885895279 。
最好可提供出现故障时的访问地点及 IP 信息（可以通过 IP 归属地查询获取，
比如 http://www.ip138.com/），谢谢！学校访问数据库的策略比较繁杂，有的
是走教育网，有的走电信，有的走联通，哪个速度快走哪个。近期，貌似主要是
走联通（只有 7 个 IP），不知道是否因为多人（或多设备）共用 IP 情况过多引
起的问题。遇到故障时，建议是不妨退出校园网重新登录试试。

（13）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能用吗？
化工李老师：王老师，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能用吗？链接如何找？
图书馆王启云：我们学校没买该数据库，学科评估期间开通了一阵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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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北京大学海洋学术信息门户
http://113.204.229.26:8094/index.html
北京大学图书馆第一个为单一学科量身打造的的信息服务门户——海洋学
术信息门户，新门户服务新学科“海洋学”，服务国家海洋发展战略，服务北大
的海洋研究院和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也代表了学科服务的深度个性化发展。

（15）如何利用知网打印杂志封面，封底？
当前我校正在进行科研统计，论文成果需要提供“杂志封面，封底和论文全
文复印件”。CNKI 收录的论文，可以利用 CNKI 的“原版目录页浏览”功能打
印封面、封底、目录页。目前其打印功能只支持 IE 浏览器。维普数据库提供“职
称论文打包下载”功能，但 2016 年的论文，有的封面、封底、目录页等信息更
新滞后，有部分还没有做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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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参考咨询部 2016 年工作总结
为了增进了解，以利更好提升服务能力与服务水平，特此将参考咨询部
2016 年工作总结在群文件中予以公开。敬请关注。

2 群文件共享资料
本期共分享 2 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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