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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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字资源校外访问
近期我校有老师反映：“在家里，知网只能搜目录。移动图书馆的全文服务
动不动就暂不提供全文，用文献传递就更不靠谱，不知要等多长时间。学校停止
校外反向代理，大概有很多理由，可能其中也包括淮海花园的建成。参加过文献
建设委员会，我们知网的下载量低到每个单篇非常昂贵的地步。然而，学生不能
在宿舍使用知网，常常花钱在网上买文，校外老师也不能在家里使用。这问题因
为有太多的想当然，反而就一直是个问题。”
图书馆副馆长艾华简答：“知网的访问仅限于校园网 IP 范围内，图书馆维护已
采购的数据库在合法范围内的合理使用。移动图书馆申请原文传递，其中中文图
书一般 24 小时以内，中文文献正常都是很快的，一两个小时能到，外文可能稍
微长一些。有些没收到有可能是邮箱把邮件当做垃圾邮件处理啦？我校知网
2016 年的下载量超过 45 万篇，访问量超过 1591 万次。下载单篇的费用为几毛
钱。关于代理是学校决策。”
第 30 期《淮工学科服务速递》中，有以下内容：
关于“移动知网”与“反向代理”
文学院郭老师：王老师，移动知网我们学校的老师也能用吧？我下载了 app，也
进行了机构关联，具体到下载论文时就会显示下载信息登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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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王启云：不能。关于“移动知网”，该公司的宣传是一种营销策略。据悉
该服务需要另行购买，但具体方案尚未出台。
文学院郭老师：现在用知网必须到学校去了。移动图书馆的文献传递通常要等很
长时间。没有反向代理还是很不方便的。
图书馆王启云：移动图书馆服务有它的侧重点，主要是侧重移动阅读、数字阅读。
它不可能取代 VPN 服务（或反向代理）。数字资源的远程访问服务，确实是一
项比较重要的服务。关于移动图书馆服务，对于我校比较经济、实用的服务，尤
其是对于学生群体。关于移动图书馆的文献传递速度，与文献类型相关，对于图
书类非常快，可能属于机器人服务，对于较难获取的（需要人工干预的），速度
会慢一些。此外，因为是通过邮箱传递的，与邮件服务系统也相关。该公司建议
使用 qq 邮箱，有的邮箱会拦截或干预（有延时）。
图书馆王启云：关于 VPN 服务，图书馆角度在积极推动。本人做过一些调研。
今天（3 月 30 日）中午还同某高校信息化处领导请教。对方告知其所在学校的
VPN 服务包括：图书馆 VPN,学校信息处 VPN,学校信息处反向代理，3 个同时提
供服务。还告知今年准备升级 VPN。关于 VPN 服务的建议：关键还是信息处给
不给支持，否则靠图书馆很困难的，积极主动的要上信息化处会议才行。
月下 xin:VPN 还是非常方便，能随时下载文献。
图书馆王启云：这需要投入。而且还有一点，当前好些资源限制 VPN 访问。之
前也介绍过。
月下 xin:确实是，辛苦。

(2) ScienceDirect 数据库进展
我校自 2006 年开始购买 ScienceDirect 数据库（其中 6 个学科包）。根据《DRAA
联盟 ScienceDirect 数据库 2017-2019 年续订方案》我校分级属于“小型”，对我
校非常有利，自 2017 年开始，我校将升级成自由全文库（用户）。据最新数据，
SD 全文库供包括 2283 种期刊，保持更新的期刊 1862 种，更名及合并期刊 258
种，因停刊不再更新的 147 种，即将加入的 16 种。该平台的大部分期刊是 Elsevier
公司出版集团出版物的电子化，与其他数据库基本没有重复。根据 JCR,爱思唯
尔旗下有 70 种期刊的影响因子在 235 个门类中排名第一。
关于 ScienceDirect 数据库，今天(注：2017 年 4 月 1 日)下午得到 Elsevier 公
司的答复：“关于贵馆在 2017-2019 年 DRAA SD 方案，请您查收。对于您申请
到将分学科全文库升级到 SD 自由全文库（2017 年美元定价保持不变），已经获
得爱思唯尔的确认”这意味着，从 2017 年开始，我校有希望成为 ScienceDirect
数据库全学科用户。后续工作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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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Elsevier 公司邮件，我校“SD 自由全文库已经处理开通中，预计 4 月 2
日起可以使用。”
（2017 年 4 月 1 日上午）接到 Elsevier 公司通知：SD 全库已经开通。您可以
通过 http://www.sciencedirect.com 直接访问。访问通过 IP 授权控制（校园网 IP
范围内）。当前属于试用阶段，我校正在办理后续采购手续。欢迎大家反馈使用
意见或建议，谢谢！
如 需 更 多 ScienceDirect 的 信 息 您 可 以 访 问 ScienceDirect 信 息 网 站 ：
http://info.sciencedirect.com.

网站提供如下信息(英文):

< >使用指南和提示期刊和书目列表快速提示和经常被问到的问题（FAQ）
http://info.sciencedirect.com/sciencedirect/implementation/quicktips
关于 SD，我们学校 2016 年的购买内容是 6 个学科包（（1）Chemistry，
（2）Computer Science，（3）Engineering，（4）Mathematics，(5) Biochemistry,
Genetics and Molecular Biology；(6)Business,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外加
28 种刊，且是 2006 年开始订购上述内容。按照 2017 年续订方案，上述分学科
累计全文库期刊数量为 1033 种（实际数量要少一些，因为部分期刊同时属于多
个学科）。
关于 ScienceDirect 数据库，完整刊表见群文件：DRAA+SD+2017-2019 续订
方案附件 1-Premium+Titles+_List.xlsx 今后，我校师生找外文文献，投外文期刊
更为方便。群文件中分享了 ScienceDirect 与 Elsevier 期刊投稿常识介绍.ppt，感
兴趣的老师可以留意一下。
“淮海工学院机关、教辅部门和直属单位工作任务分解表”108 条中“开展
学科化服务走进二级学院系列活动”，对于理工科类学院，SD 数据库的宣传与
推广是重点之一。
ScienceDirect 数据库中有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共 697 种期刊：
艺术与人文(70)
商业/管理/会计学(146)
决策科学(82)
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金融(139)
心理学(186)
社会科学(351)
红色字体是 2006 年至 2016 年，我校购买的学科领域。自 2017 年开始我校
购买全学科（当前已开通试用）。因此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院亦可以关注该数据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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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索引”库
人大数媒公司答复：“报刊索引”库是“汇集了自 1978 年至今的国内公开
发行人文社科报刊上的全部题录”，是特指人大复印资料报刊资料来源刊（2016
年来源刊包括期刊 3023 种，报纸 110 种，图书 119 种）。没有专门针对纸质版
复印报刊资料“索引”做成的数据库。

（4）读秀学术搜索已完成我馆馆藏挂接
读秀学术搜索已完成我馆馆藏挂接（数据更新至 2017 年 3 月 24 日）。也就
是通过读秀、超星移动图书馆等可以检索我馆印刷型图书信息。
上次更新是 2014 年 10 月，因此近两年的纸质图书情况，在读秀学术搜索平
台检索不到。今后各类评估需要填我校印刷型馆藏统计资料（比如某学科或专业
的纸质图书资料情况、“重要图书”情况）时，可以参考该检索结果。
淮海工学院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
http://opac.hhit.edu.cn:8080/opac/search_more.php
读秀学术搜索平台点击“馆藏纸本”时会关联到淮海工学院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
二者的检索字段、检索结果呈现方式有所不同。

（5）关于《淮工学科服务速递》的说明
有老师对《淮工学科服务速递》表示不理解，比如：为什么发给我？有什么
用？特此做点说明。
淮工学科服务 QQ 群（群号：162297967）,2015 年 5 月创建，该群定位为淮
海工学院图书馆学科馆员与教师用户的交流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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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工学科服务速递》依据群内信息编撰，
每月两期（目前已发布 30 期）。
我们一直在努力提供更好的资源与服务。任何用户反映的需求，都很重视。
囿于诸多因素，效果不尽人意，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比如我校缺乏信息
素养（或文献检索）类课程，用户利用资源与服务的条件亦有所欠缺，《淮工学
科服务速递》试图做一些“弥补”，它可以是教师用户的教参，也可以是学生用
户的课外参考资料。当前学科服务速递，学生也可以关注与利用，图书馆网站下
载网址：http://lib.hhit.edu.cn/Chinese/xkfwsd.asp 。
“有用”为信息，“无用”为垃圾（可以无视其存在）。如有打扰，恳请谅

-5-

淮工学科服务速递(总第 31 期 20170413)

解!
目的是希望增进了解，取得更好的服务效果。很多时候，似乎是在“自言自
语”，实际是始终围绕“服务内容”的。比如上午的两个问题，是部分用户实际
咨询过的问题，将其进一步梳理、公开，期待对更多人有帮助。

（6）关于论文引用次数检索
电子康老师：王老师，我们学校能查论文的引用次数吗？
图书馆王启云：可以委托中科院兰州分院查。我校没有相关数据库。
电子康老师：这个一般需要多久？大概费用是？
图书馆王启云：具体情况与吴环伟老师联系。涉及的“变量”很多，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关于论文引用次数查询，有空时，我稍微梳理一下。
图书馆王启云：中科院兰州分院出具的报告主要是针对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出
具的。关于引用次数大致情况，个人可以先行“摸底”。可参考：中国知网、读
秀学术搜索、百度学术搜索、谷歌学术搜索的结果。大致了解情况，需要出具报
告再行联系。有些不需要报告的，可以自己综合上述搜索结果，自己搞定。外文
的被引用，谷歌学术搜索比较靠谱。如果有条件利用 web of science、scopus 数
据库的老师，可以自行检索。scopus 包含 Sci、Ei 等数据源，因此数字通常会更
大一些，也更全面一些。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是重要
参考源，里边可查被引情况。http://cssci.nju.edu.cn/ 我校校园网 IP 范围内有使用
权。cnki 高级检索中的被引，被引文献包含期刊、学位论文、报纸等，要注意筛
选。关于“引用次数“，较为严谨的表述法做必要的说明（比如什么时间检索什
么数据库得到什么样的检索结果），必要时将被引文献的题录列示一下。百度学
术搜索的问题是，其检索结果不一定准确（甚至有的信息会是错误的）。尽管这
样但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为其数据源较多，且更新较为及时。如有条件用
googe 学术搜索，其参考价值更大一些，尤其是外文文献。

（7）百度文库试用通知
访问网址：https://wenku.baidu.com/
使用范围：校园网 IP 范围内（注：校园网指通过“淮海工学院宽带认证系统”
（ http://210.28.39.251/）登录的网络，包括通过 hhit-wifi 连接登录的网络）。
试用时间：2017 年 4 月 1 日-5 月 31 日
内容简介：
百度文库拥有行业领先的文档在线解析和播放技术，可根据自身需求定制，提供
成熟完整的在线文档管理解决方案，是全球最大的中文文档分享平台。已累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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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专业文档 1.8 亿份，认证合作机构 5100 家，认证个人 30 万，每天服务超 5000
万用户，已是国内最大的互联网在线学习平台。覆盖 31 个主流细分行业，包含
235 个细分资料库。
高校资源库现有 100 万份教育文档，来自全国两千所高校，其中覆盖课件、教案、
案例、试题、毕业论文等资源。
K12 备课库现有 5532 万份教育文档储备，来自于全国各地已有 1501174 位认证
教师加入文库、101557 所学校。其中覆盖教学设计方法、课题研究方案等领域
资源超过百万篇。
学校范围内师生可通过 IP 远程访问文库，使用服务：
ü百度文库全库下载券文档免费下载
ü百度文库全库非标价文档预览
欢迎广大师生积极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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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维普资讯“中文期刊助手”APP
“中文期刊助手”APP 是维普资讯推出的一款期刊检索阅读软件，产品嵌入
了基于元数据整合的一站式搜索引擎，不仅提供海量期刊资源的检索与全文阅
读，还提供资源下载，让学术阅读更加方便快捷。期刊助手 app 全新推出的扫码
登录和扫码授权等功能，打破传统 PC 产品使用场景单一的格局，使多种场景下
的期刊资源获取成为可能。您可以随时随地安全又快捷的享受期刊学术文献带来
的学习阅读体验，可以实现无时间、无地域限制地查阅、下载维普《中文期刊服
务平台》上的 5900 万篇期刊文献。
两种权限认证方式：（1）IP 认证方式。手机处于连接校园网 WiFi 的状态，
您的账号（手机号）登录后即自动获得了权限认证，无需其他操作即可直接使用
期刊 APP 进行论文阅读、下载了。（2）网页平台二维码认证。您可以通过 PC
端登陆 qikan.cqvip.com（校园网 IP 范围内），在页面的右上角找到【为手机 APP
授权】，打开二维码，使用《中文期刊手机助手》APP 扫描此二维码，即可完成
对该手机账号的权限认证。维普中文期刊手机助手使用指南见群文件:维普中文
期刊手机助手 APP 使用指南.docx
图书馆王启云：经本人实际体验，认为：该服务尚属于探索阶段，部分功能尚不
健全，比如：
（1）在各主流手机应用市场，如：百度应用、91 助手、安卓或苹果商店中进行
搜索“中文期刊助手”下载。“中文期刊助手”这部分应加上，否则 通常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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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维普资讯”，实际不是。
（2）“文献传递”或“E-mail”获取全文方式，邮箱最好是可以设置，也就是
输入一次即可，不要每次都输，严重影响用户体验。
（3）点“E-mail”方式，到“邮件获取”界面时，总出现“服务器繁忙，稍后
再试”。
该使用指南由维普资讯提供，但已稍作修改。依次完成了：①下载 APP—
—②手机号注册——③账号权限认证，你就可以免费使用《中文期刊服务平台》
一年了（超过一年，请按照以上流程重新注册认证）。14000 多种期刊、5800
万篇论文。
用已经获得权限认证的中文期刊手机助手 APP，还可以反向授权任一 PC 设
备，使其具备《中文期刊服务平台》的使用权限。
方法：PC 上打开《中文期刊服务平台》http://qikan.cqvip.com/，点击“登陆”，
弹出登录框，选择扫码登陆；打开你已经获得了权限认证的中文期刊手机助手
APP，扫描登陆二维码，即可完成对此台 PC 的反向授权，你就可以跳出校园网
IP 限制在个人电脑上使用《中文期刊服务平台》了。
上述服务，对我校有较高应用价值。欢迎反馈使用意见或建议，我们这边
也会及时反馈给服务商，以利其改进服务，更好地服务用户。群文件中“中文期
刊手机助手 V3.0 使用说明.docx”，这个是更为详细的版本。

（9）苏北四校近三年科研概况
2016 年 4 月 6 日对淮海工学院、盐城工学院、淮阴工学院、淮阴师范学院近三年
（2014-2016）科研情况，通过检索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进行粗略考察。供参考。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检索时间 2017 年 4 月 6 日，检索结果为：
淮海工学院
2016 年
检索结果: 147
(来自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时间跨度: 2016。 索引: SCI-EXPANDED, SSCI, CPCI-S, CPCI-SSH, CCR-EXPANDED,
IC。
ARTICLE (132)
PROCEEDINGS PAPER (17)
REVIEW (2)
BOOK CHAPTER (1)
76 篇非第一单位，71 篇为第一单位（含江苏省海洋资源开发研究院 5 篇）。
2015 年
检索结果: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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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时间跨度: 2015。 索引: SCI-EXPANDED, SSCI, CPCI-S, CPCI-SSH, CCR-EXPANDED,
IC。
ARTICLE (88) PROCEEDINGS PAPER (13) CORRECTION (2) REVIEW (1)
2014 年
检索结果: 151
(来自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时间跨度: 2014。 索引: SCI-EXPANDED, SSCI, CPCI-S, CPCI-SSH, CCR-EXPANDED,
IC。
ARTICLE (133)

PROCEEDINGS PAPER (14)

REVIEW (2)

CORRECTION (2)

盐城工学院
2016 年
检索结果: 275
(来自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时间跨度: 2016。 索引: SCI-EXPANDED, SSCI, CPCI-S, CPCI-SSH, CCR-EXPANDED,
IC。
ARTICLE (245)
PROCEEDINGS PAPER (30)
REVIEW (4)
CORRECTION (2)
EDITORIAL MATERIAL (1)
2015 年
检索结果: 246
(来自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时间跨度: 2015。 索引: SCI-EXPANDED, SSCI, CPCI-S, CPCI-SSH, CCR-EXPANDED,
IC。
ARTICLE (212)
PROCEEDINGS PAPER (30)
REVIEW (7)
LETTER (1)
CORRECTION (1)
2014 年
检索结果: 235
(来自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时间跨度: 2014。 索引: SCI-EXPANDED, SSCI, CPCI-S, CPCI-SSH, CCR-EXPANDED,
IC。
ARTICLE (195)
PROCEEDINGS PAPER (43)
REVIEW (1)
EDITORIAL MATERIAL (1)
CORREC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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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工学院
2016 年
检索结果: 196
(来自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时间跨度: 2016。 索引: SCI-EXPANDED, SSCI, CPCI-S, CPCI-SSH, CCR-EXPANDED,
IC。
ARTICLE (138)
PROCEEDINGS PAPER (57)
MEETING ABSTRACT (3)
CORRECTION (1)
2015 年
检索结果: 160
(来自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时间跨度: 2015。 索引: SCI-EXPANDED, SSCI, CPCI-S, CPCI-SSH, CCR-EXPANDED,
IC。
ARTICLE (107)
PROCEEDINGS PAPER (52)
MEETING ABSTRACT (1)
LETTER (1)
EDITORIAL MATERIAL (1)
2014 年
检索结果: 185
(来自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时间跨度: 2014。 索引: SCI-EXPANDED, SSCI, CPCI-S, CPCI-SSH, CCR-EXPANDED,
IC。
ARTICLE (115)
PROCEEDINGS PAPER (63)
MEETING ABSTRACT (5)
REVIEW (2)
EDITORIAL MATERIAL (2)
淮阴师范学院
2016 年
检索结果: 186
(来自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时间跨度: 2016。 索引: SCI-EXPANDED, SSCI, CPCI-S, CPCI-SSH, CCR-EXPANDED,
IC。
ARTICLE (178)
PROCEEDINGS PAPER (7)
REVIEW (2)
RETRACTED PUBLICATION (1)
CORRECTION (1)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2017 年 4 月 6 日检索:作者机构（第一机构）,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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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工学院 2014-2016 共 59 篇，其中 2016 年 15 篇。
盐城工学院 2014-2016 年 126 篇，其中 2016 年 28 篇。
淮阴工学院 2014-2016 共 66 篇，其中 2016 年 15 篇。
淮阴师范学院 2014-2016 共 127 篇，其中 2016 年 25 篇。

（10）ScienceDirect 远程访问设定方法
ScienceDirect 数据库可以通过机构邮箱（@hhit.edu.cn）自行授权远程访问
（Remote access），具体方法见见群文件：ScienceDirect 远程访问设定.pdf （2016
年 3 月 10 日上传）。完成授权之后，校园网 IP 范围外可以通过机构邮箱登录使
用 180 天，逾期后需要重新授权。
关于淮海工学院机构邮箱，估计不少老师不常用，特此提供“延伸”服务。
用户名是登录校园网的用户名，密码如果忘了，需要咨询信息中心杨娟老师（办
公电话：85895279 短号：6279）。密码的情况每个人不一样。据我这边了解的
情况，好些人是通过联系杨老师之后，重置密码的。（摘自：淮工学科服务速递
(总第 16 期 20160425)）

（11）国道数据 SpecialSci 数据库使用说明
SpecialSci 是由国道数据提供的一个外文、全文、特色专题数据库；拥有全
文数据 2000 万篇，1999 年开始在国内面向科研教学情报机构提供在线服务。目
前已成为科技领域全学科特色专题数据查询平台（注：我校购买了其中食品、海
洋、资治法典资源。该数据库进行了升级改版，现阶段数据库商提供全学科范围
试用）。
SpecialSci 适用于课题跟踪、论文写作与文献参考、教学备课与课程开发、
学生学习等。SpecialSci 分为五大专辑 67 个专题库，覆盖多个学科。收录了欧美
国家 1995 年以来多个领域的科技文献。资源类型涉及学术论文、技术报告、会
议记录、议题议案、专栏评述、法规标准、新产品资讯、专利、机构出版物及其
他等 10 余种类型，因专题而异。
SpecialSci 平台提供多种导航方式，如“学术（术语）导航”“分类导航”
“机构导航”“奖项导航”“电子杂志”，使读者可以方便的获得进入数据库的
入口。该平台提供四种检索方式，即“快速搜索”“高级搜索”“专业搜索”“二
次搜索”，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喜好，选择使用，达到查全和查准的平衡。
该平台还提供多种增值功能，如检索结果统计功能，结果排序选项功能，标题翻
译功能，结果导出功能，在线“国道词典”助读功能。 SpecialSci 平台适于读者
人群是科研工作者、高校教师、学科馆员、查新员、研究生及部分英文程度较高
的本科生。
- 11 -

淮工学科服务速递(总第 31 期 20170413)

欢迎广大师生积极使用，链接地址：http://www.SpecialSci.cn

（12）学科化服务走进二级学院系列活动
2017 年 4 月 12 日，学科化服务走进土木与港海工程学院。图书馆参考咨询
部王启云为该院教师和研究生作《土木与港海工程相关资源与服务》讲座。该讲
座是图书馆资源与服务推广的机会，同时是进一步了解用户需求的机会。讲座内
容包括有图书馆情况简介、印刷型资源、数字资源、演示与答疑。重点是介绍较
为重要的数字资源（ScienceDirect 数据库是“重中之重”），其依托平台，多数
是资源平台，同时属于服务平台。目的是通过讲解，希望对该院教师们的教学、
科研乃至生活均有一定帮助。讲座内容立足本校资源与服务，同时要高于本校资
源与服务。讲座时间为 1 小时。讲座 PPT 通过办公网推送给该院教师。
其它学院若有需求，可以与图书馆联系。最好可以提供 PPT 演示及联网演
示条件（以便简单演示操作情况）。

2 群文件共享资料
本期共分享 6 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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