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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根据群消息管理器整理，按时间顺序。

1.1

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春夏秋冬：“武大信管院 3 月 22 到 25 日举行的 iConference 2017 会议，h

ttp://sim.whu.edu.cn/iconf2017/。
天涯海角：“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管理服务岗位招聘公告 http://url.cn/45w
Z8bH。报名时间：2017 年 3 月 10 日—2017 年 3 月 24 日。报名方式：应聘者请
登录 http://zhaopin.zucc.edu.cn（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人才招聘网）注册报名，通过
其他方式报名应聘的无效。”
豆洪青*：“安徽医科大学图书馆 2017 年专业技术岗位招聘公告 http://rs
c.ahmu.edu.cn/2017/0217/c608a46445/page.htm。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3
月 16 日上午 11:00 前”
惠*澈：“直播-2017 年创新与知识管理国际峰会 http://www.qlmzhibo.co
m/player.html?live_id=58b8cadde4b0c81753164f4f&from=message&isappinst
alled=0&wechatErr=1。”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148 期 20170310）http://blog.sciencenet.c
n/blog-213646-1038708.html。”
图谋：“图书馆报 2017 年 3 月 10 日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
b/2017/03/10/A01/355798.shtml。”
印度阿三：
“全馆型服务外包模式让滁州市图书馆破茧成蝶 http://epaper.
ccdy.cn/html/2017-03/10/content_197976.htm ”小肥羊：“对于县以上图书
馆全部外包，我觉得都值得商榷。”空空：“地市级的应该可以的。花钱买服务。
毕竟去的人也没有那么多。”碧海潮生：“公共馆很多开始外包运营了，长丰县
图书馆现在完全是由公司外包了，流通、典藏以及阅读推广等社会化服务全部外
包出去了。” 轻翼翩然：“其实我一直认为应该有独立于数据商与图书馆之外
的为图书馆提供服务的专业的图书馆公司出现。图书馆有很多需求，只有了解这
个行业的才能提供服务，但是数据商有自身的价值取舍。有很多方面难以实现图
书馆自身的本原需求。”
-3愿景(VISION)：圕结就是力量！
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圕人堂周讯（总第 149 期 20160317）

图书采选：“梁文道：天堂真的是图书馆的模样吗？-搜狐文化频道!!!

htt

p://cul.sohu.com/20170309/n482801595.shtml。”
天涯海角：“大学之问：图书馆该去哪儿？ | 案例 http://url.cn/45sOkA
9。” 图谋：“浏览后，概括印象是:学术图书馆的不死术为朝大学生阅读与休
闲活动中心转型。而且实体图书馆更多的是作为大学生娱乐休闲活动中心存在，
以阅读为幌子。过去有个词:读者周边服务，将读者服务延伸，包括书店,咖啡馆，
餐馆，影院等。当前的意思，换种表述为:读者周边服务中心化。如此这般，长
此以往，对于圕人: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远归：“图书馆应是一个修行、
沉思冥想之所，远离浮华的回归本真的驿站。”gaozy：“确实需要质疑，需要
批判，发出图林的‘圕人堂之问’。”
悦览树：“【图林语录】张岩：图书馆社会化这个提法似是而非，比较容易
产生岐义 http://www.wtoutiao.com/p/w5dTnF.html?from=timeline。”图谋：
“该文最后一段：现在对图书馆的专业化特点还重视不够。图书馆是作为专业性
的公共文化机构，专业性还是需要各方注意的，并非说是个人就能把图书馆搞好。
当然，小的社区图书馆业务比较单一，找个人开门关门守摊是不难的。但效益发
挥如何就要看管理者的素质和工作热情。现在对此认识不足，有些社区图书馆就
是物业的工作人员专事‘坐台’，搞不好是必然的。要想把基层图书馆搞好，首
先要尊重这个行业，要有基本的管理体制、人员规范、工作要求。现在一些社区
图书馆就是找个人开门、关门，没有把图书馆当成专业机构来运营。但这个问题
不是图书馆的问题，是现有体制、基层图书馆责任主体不明确等多种原因造成的。
政府觉得图书馆做得不好，就去购买企业服务‘倒逼’图书馆发奋图强，这个逻
辑是有待商榷的。今天觉得这儿不好，就在这儿搞个新的东西出来，明天觉得那
儿不好，就在那儿搞个新的东西出来，缺乏系统性。实际上社区图书馆的问题表
面上看是图书馆的问题，实际上不少是体制机制不顺造成的，需要政府予以根本
理顺。改革要对症下药，否则反而会引起新的乱象。”远归：“专业的人，做专
业的事。现在可怕的是，专业圈的人也自贱自衰。”
图谋：“魏瑞斌.一些图情期刊发文量在减少，发文难了？.http://blog.sc
iencenet.cn/blog-113146-1039160.html 现在《中国图书馆学报》每期就发 56 篇文章。《图书情报工作》从 2009 年改为半月刊以后，发文量从 831 变成了 2
016 年的 411，几乎少了一半。《情报学报》现在每期基本是 10 篇左右的论文。
期刊面码不变，排版格式不变，那就意味着单篇论文的篇幅在增加。发文量减少，
而发文的需求在增加，在这些期刊上发文章的难度加大了。”呆保：“发文量减
少，可以有效提高期刊影响因子。” 北极：“论文的质量提高了。”
图谋：“葛剑雄：文化水准的提高不能完全依赖公共服务 http://12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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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91/epaper/tsgb/2017/03/10/A03/story/45104.shtml。”
星星：“推荐一款手机 app，私家书藏，算是一款 app 给家里图书做目录。
直接在苹果商店免费下载就可以用了。”
默默：“期刊下载排行第一百三十期（03.06-03.12）http://url.cn/45zFbU
9。”
图谋：“高校图书馆如何提升数字资源利用率？.http://blog.sciencenet.
cn/blog-213646-1039171.html 图谋按：馆藏文献的比重持续向数字化方向倾
斜，目前的三个 70%：70%的读者首先选择数字资源；数字资源能够满足 70%的
读者需求；馆藏利用率最多的资源 70%是数字资源。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购置经
费，全国‘211 工程’高校自 2013 年开始超过纸本资源。清华大学图书馆 2015
年的文献资源采购经费中，数字资源占到了 65%（其中 20%购买国内产品，80%
购买国外数据库）。如何提升数字资源的利用率，更好地发挥其价值？许多高校
图书馆在实践与探索。特此辑录一组文献中相关信息，供参考。”
小肥羊：“2016 年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图书馆文化环境改造工程 http:/
/url.cn/460vAVr。”
胡萝卜：“2017 武汉大学读书节活动 http://url.cn/464Py8N。”
图谋：“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周讯》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
cn/blog-213646-837007.html 圕人堂周讯》综述圕人堂 QQ 群一周交流信息，
对圕人堂全体成员公开（通过 QQ 群邮件推送）、同时亦对社会公开（当前主要
通过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公开）。圕人堂 QQ 群（群号：311173426）20
14 年 5 月 10 日创建，《圕人堂周讯》2014 年 5 月 16 日创办。最近一期为《圕
人堂周讯（总第 148 期 20170310）》，各期网址动态更新。”
图谋：“李玉婷.如果可以，我选择不在图书馆工作.http://124.207.48.19
1/epaper/tsgb/2017/03/10/A02/story/44959.shtml 这篇文字道出了部分同仁
的心声。体现普通馆员平凡岗位做贡献的阳光心态。”
图谋：“多阳.落实《保障法》，图书馆在行动.http://124.207.48.191/ep
aper/tsgb/2017/03/10/A04/story/45178.shtml。”
海边：“贵阳市图书馆在全国首推“指静脉识别借阅系统”http://lib.no
tefirst.com/techlibrary/19763/default.aspx。将手指放入一个类似‘指纹打
卡器’的识读器内，不到 2 秒，个人身份就被识别进系统，再将所借图书放在识
读窗口进行识读记录后，就完成了借阅。而归还图书时，只需识读扫描图书，图
书上的电子标签就会自动被识别，完成还书。贵阳市图书馆少儿部主任叶波介绍，
‘指静脉识别技术’不同于‘指纹识别技术’，它是一种新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
利用的是手指内的静脉分布图像来进行身份识别，所以不用担心手指表面皮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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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疤、磨损、干湿等问题导致识别困难。相比‘指纹识别’，指静脉识别更准确、
更有效率。我们上班签到是指纹打卡，指纹识别问题较多。除了采用更便捷借书
流程外，贵阳市图书馆还增加了‘积分’制度。即市民借阅书籍、诚信借阅、参
加馆内活动及提出建议等可增加积分，30 天逾期不还书者或者损坏书籍者则要
被扣分。读者积分越高，能一次借阅的图书量就越多。读者初始只能一次借阅 3
本，而随着积分的增加，最多可以一次借阅 10 本，也能优先参与馆内的各种活
动。叶波说，积分制度的设置，就是为了鼓励市民多借书、多读书。”
HXH：“图书馆组织氛围调查问卷 https://sojump.com/jq/10551554.asp
x。这个研究的目的呢，是想制订一份本土化的量表，据此测量各个图书馆的组
织氛围，（虽然大中小馆可能有差异，没有办法完全符合各个馆需要，只能求得
一个大的通用）因为既往研究表明 氛围是和员工绩效、读者满意度等都是相关
联的。所以希望通过测评氛围情况，发现各个馆管理上的不足，以便针对性的改
进。” 三峡医*：“对这个，我很多意见。这种层级划分问题很多。每个等级距
离不等这是最大的问题。我建议直接手机数值数据，而不是分段数据。直接改为
‘您今年（）周岁’，虽然女性很多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年龄（巴不得今年二十，
明年十八），但是这是匿名问卷，估计也就不会太介意。收集年龄的数值数据，
最后你想怎么分组就怎么分组。现在我还是倾向于做实证和案例结合的研究，定
量研究需要控制的变量太多不容易做好，能反映的问题有限，案例研究比较全方
位而且结合了具体情况和大环境，能提炼很多切实有效的经验和策略。”
贵阳梦*：“术语知识服务平台上线——术语在线（termonline.cn）术语在线
（termonline.cn）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主办，定位为术语知识服务
平台。以建立规范术语‘数据中心’、‘应用中心’和‘服务中心’为目标，促
进科技交流，支撑科技发展。2016 年 6 月 15 日一期项目正式上线，免费向全社
会提供术语检索、术语分享、术语纠错、术语收藏、术语征集等功能，欢迎注册
使用。术语在线 APP 也将于近日推出，欢迎持续关注。本平台聚合了全国科技
名词委权威发布的审定公布名词数据库、海峡两岸名词数据库和审定预公布数据
库累计 45 万余条规范术语。覆盖基础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农业科学、医学、
人文社会科学、军事科学等各个领域的 100 余个学科。其中，术语检索平台采用
新一代 DISE（Data Intelligent Search Engine）智能检索引擎，并推出了检索联
想提示，以及个性化排序算法，希望可以给您带来更优的用户体验。这仅仅是个
开始，术语在线将逐步推出术语社区、术语提取、术语校对等更多相关服务。术
语是知识的载体，在知识爆炸式增长的今天，社会对规范、准确的术语需求也持
续增长。本平台将会在术语可视化、知识图谱、知识学习等新领域不断探索，不
断提升术语服务能力。同时，我们将秉承开放的态度，欢迎各机构和个人入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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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共同促进术语规范化事业发展。”

1.3

问题与讨论

（1）

几个比较好的 rfid 品牌推荐

一鸣：“各位能不能推荐几个比较好的 rfid 的品牌呢，除了远望谷外。”g
aozy：“武汉飞天。”印度阿三：“海恒还行。”小洋：“我们也是用海恒。”
一鸣：“远望谷，我知道，据说做这个最早，在业界好像算不错是吧？”印度阿
三：“海恒比它早。”gaozy：“RFID 对高校馆来说，应该是值得商榷的。”一
鸣：“我们人太少，所以必须得上自助设备啊。”

（2）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论文下载

闽南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一天只能下载一篇。”默
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www.ncpssd.org）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
期刊数据库（www.nssd.org）两个网站的账号目前不能通用，需分别注册、登录
后使用。使用过程中如有问题，请详细描述、截图并@管理员。针对国家期刊库
（www.nssd.org）下载一篇就提示限制已满的问题，有几种情况请大家注意：1.
不能使用迅雷、电驴等下载器下载，因为数据库可能会认为是恶意下载所以限制，
如有使用下载器的请关掉之后再试。2.新注册用户第一次使用，最好在注册成功
后退出重新登录后，待注册信息写入数据库后台再进行下载，一般就没问题了。
3.个别是浏览器原因，请更换浏览器或者关掉浏览器重启后再试。此外，我们技
术人员也在加紧检查和解决服务器和后台其他设置的问题，有新的发现会及时通
知大家，谢谢大家的谅解和支持。”
（3）

基金名称及其 DOI 列表

许四洋*：
“有哪位老师接触过基金的 DOI 如何查到吗？一位读者要发文章，
被期刊编辑要求提供文章资助基金的 DOI。DOI of Funding Agency。” 张芸：
“DOI，顾名思义就是英语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的缩写，中文叫做‘数字对
象标识符’，是文献在网络中特定的标识号。它就如同我们每个人拥有自己的身
份证号，或像是高校内的每位学生拥有自己专属的学号，简单地说，DOI 号就是
每一篇已经出版或者将要出版的文献在 Internet 中的一张‘网络身份证’。DOI
的唯一性和永久性一篇文献在网络中的某些信息也许会改变，或是出现在不同网
页中，但是它的 DOI 号总是固定和唯一的。当您任何时间想要查找某篇文献的
-7愿景(VISION)：圕结就是力量！
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圕人堂周讯（总第 149 期 20160317）

时候，总能通过已知的 DOI 号找到它，并且 DOI 号不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
它是不会改变的并对应所属文献。DOI 的分配和命名 DOI 由国际数字对象识别
号基金会 International DOI Foundation 负责管理和推广运用，它是 DOI 系统的
行政主体。每个 DOI 号码由前缀和后缀两个部分组成，之间用‘/’分开，并且
前缀以‘.’再分为两个部分，它们都没有字符长度限制。前缀由国际数字对象
识别号基金会指定，比如美国化学学会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的出版物文
献的 DOI 号码就以 10.1021 作为前缀，10 代表目录代码，所有 DOI 的目录都是
10，而 1021 则是登记机构的代码。后缀部分可由资源发布者自行决定，可以加
入任何国际标准号来体现其兼容性，也可以加入用以区分文献的格式来体现其唯
一性。” 许四洋*：“https://www.crossref.org/services/funder-registry
/。基金名称及其 DOI 列表，供读者咨询发表文章时备用。” 图谋：“我对许
老师提供的信息，稍微编辑一下，供参考。基金名称及其 DOI 列表，供读者咨
询发表文章时备用 https://www.crossref.org/services/funder-registry/Th
e registry is donated by Elsevier and updated approximately monthly with new
funders.

file of the Funder Registry 下载地址：https://doi.crossref.org/f

underNames?mode=list （注：CSV 格式，转换的 excel 格式见群文件：FUNDE
R NAME AND DOIs（2017-3-14）.xlsx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自然
科学基金委。英文名称为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缩写为
NSFC。http://dx.doi.org/10.13039/501100001809。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 htt
p://dx.doi.org/10.13039/501100004608。可以结合张芸对 DOI 的介绍。构成
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点’。”
（4）

图情期刊投稿及人大复印期刊资料全文数据库收录

洋葱：“图谋老师，您博客里分享的这份专业学术期刊投稿辑录 http://blog.
sciencenet.cn/blog-213646-846563.html，有的刊名是黑体字，有的刊名是蓝色字
体，请问是有什么讲究吗？前面都是核心期刊吗？”图谋：“ ‘有的刊名是蓝
色字体’，属于链接信息过界导致；‘前面都是核心期刊吗？’，整理时间是 2
014 年 11 月，‘图书情报类（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 年版)，排序
亦参照该结果）’。”嗯 冰*：“正好看到在讨论刊物，顺便咨询一下‘人大复
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收录、是不是就是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复印？”图
谋：“谭理老师《图书馆学 情报学 档案学 编辑出版学投稿指南》（湖北科学
技术出版社，2016.4）较为系统地介绍了 81 种公开发行期刊的准确联系方式、
设置栏目、投稿要求、投稿格式。如果有人愿意在 2014 年那个辑录上再花点时
间整理，会是比较有参考价值的信息。关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不存在‘全文复印’，
‘全文收录’概念，其内容是编选的，学术评价中通常的表述是‘转载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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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CSSCI 这样的引文数据库不同。其全文数据库，实际上是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的数字化，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有 140 余种期刊。” 嗯 冰*：“个
人理解是，‘全文转载’是针对已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献而言，又被人大复
印资料全文转载了，这样的文章质量较高。”图谋：“‘转载’与‘全文转载’
不同。其系列数据的介绍见：http://ipub.exuezhe.com/data-intr.html。为了
更直观的了解其不同，群文件中上传了《我国公共图书馆‘十三五’规划的战略
思考》一文的转载版（word 文档）及其来源刊版。关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近
年我关注很少。刚找纸本翻了翻，发现了解的信息已经过时了。（1）其官方的
说法就叫‘全文转载’；（2）2017 年《复印报刊资料》系列期刊改版，采用国
际流行开本，当前有 115 种期刊；（3）原《图书馆学、信息科学、资料工作》
现名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群文件中的 word 版，与纸质版其实是不一样的，
如果原文有英文摘要纸质版中同样有（word 版及数据库中‘学术论文型和数字
期刊型’两种呈现方式中没有）。”
（5）

图书预约

天蝎小昭：“请教一下，有图书馆开放了图书预约功能么？我这边是高校图
书馆，现在想开放预约功能，想借鉴一下经验。想问下，这个被预约的书是由专
人负责跟踪还是由各书库的人负责呢？”烟圕张*：“如果是图书被预约，这本
书就不再能续借，到期还回后，系统有提醒，由还书处的馆员把书送到统一的预
约图书借书处，系统会向预约者发出通知，同时图书保留一周，一周内这本书只
能由预约者借，一周后如果不来借，则图书送给相应的馆藏地点。如果预约的图
书不来借阅，则记为一次恶意预约，有两次恶意预约，则此后一年内取消预约资
格。”
（6）

CALIS 成员馆查询

小洋：“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是本省 CALIS 成员馆，是不是全国的 CAL
IS 成员馆。”iceberg：“成为国家 CALIS 成员馆要签订协议的，一式三份，一
般来说，本馆一份，本省 CALIS 中心一份，国家 CALIS 中心一份。”小洋：“在
哪里可以查是否是成员馆。”让子弹飞：“calis 网站上应该可以查。”iceberg：
“国家 CALIS 中心可查，本省 CALIS 中心管理人员应该也知道。” 岚：“htt
p://project.calis.edu.cn/calis/lhml/lhml.asp?fid=FA04&class=4CALIS 联
合目录成员馆详细清单截止到 2015 年 12 月 31 日。”

1.4

由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谈资源获取平台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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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版权声明 http://www.ncpssd.org/sta
tement.aspx。发现原网站（http://www.nssd.org/）打不开了。看来最近在做
改版及域名调整等工作。实际体验一下会发现，落差太大。这个网站建设初期，
似乎定位及理念还不错。其定位干脆扎扎实实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那数百种的刊
的开放获取工作做好，那算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我刚才留意了下新版，《中国图
书馆学报》、《图书情报知识》目前均只更新到 2016 年第 5 期。当前宣传有 10
07 种刊，收录的刊可谓良莠不齐，反而样样疏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常见问题 http://www.ncpssd.org/service/question.aspx 从这个页面看，似乎
要从中国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剥离出去？”远归：“理念和初心都很好，但维护、
更新和即时可获得性上离商业库有不小的差距。”图谋：“给我的感觉，实际也
就是图书馆搞的一个特色库。原来的网站（http://www.nssd.org/）版权声明中，
更加清晰。”远归：“开放获取、版权、商业利益、文献资源的查全和查准能平
衡吗？”cpulib*：“作为图书馆员推送开放获取资源是应该的，但那些存在争议
的资源平台还是少推荐。”图谋：“《中国图书馆职业道德准则》第 6 条：尊重
知识产权，促进信息传播。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建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
心’，近段时间的宣传，存在过度宣传问题。好些图书馆员也在转载、转播，有
的还曾向我咨询。其实实际体验一下就知道，有很多约束。首当其冲的是版权约
束。上周周讯中有提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用户服务协议。‘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转型升级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国
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立足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由国家投入和支持，开
展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和服务。中心由中宣部指导，社科院牵头，教
育部和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相关部委配合，其他社科机构参与，共同建设和管理，
依托社科院图书馆开展具体工作。（见：http://www.ncpssd.org/about.aspx）。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使用指南 http://www.ncpssd.org/service/guide.
aspx 我们的网站现有中文期刊、外文期刊、外文图书、古籍等资源，收录哲学
社会科学相关领域文献共计 10,000,000 余条，提供有线阅读、全文下载等服务；
还收录有国内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重要的政府机构、高等院校、学术机构以及数
据库的链接，便于您查阅、使用。欢迎您注册成为我们的网站的使用者或合作单
位。我们的网站的使用流程：1.请您在网站上找到“注册”页，按照要求填写注
册申请，成为我们网站的注册用户。2.使用用户名与密码登录后，使用文献检索、
资源订阅、在线阅读、全文下载等功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网站尚在建
设中，值得进一步关注。” gaozy：“与知网能相提并论的，现在就是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后续看思路，看怎么整合。” 诲人不倦：“图书馆馆藏数据和已购数
字资源，和百度学术对接，用户可通过百度学术直接发现资源。而且百度学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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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互助比图书馆的文献传递更有效率。”清凉桐影：“学生使用手机流量，随
时随地利用网络上面免费的资源。” 西交大魏：“有 Google 学术的思路，资源
还比较可靠。据说是和 calis 合作了，以后可以替代 Google 学术。”

1.5

高校图书馆进馆人次
洞庭水手：“一般高校图书馆的进馆人次是多少的样子?” 图谋：“相关论

文有 1）戴星,霍惠平. 基于进馆人次统计分析基础上的高校图书馆激励政策分析
[J].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5,(06):181-182.广州大学图书馆 2013，2014 及 2
015 年每年 3 月份图书馆进馆人次统计见表 1，

表 1：广州大学图书馆
2）周琳. 基于门禁数据的高校图书馆使用分析[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5,(03):165-168.。“内蒙古师范大学盛乐校区图书馆引入门禁
系统已经 3 年有余，每年进入图书馆的人次约 80 多万，3 年内进馆数据达 260
多万条。对这个海量数据进行不同维度的统计分析，将对图书馆服务策略的制定
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本文将对门禁数据作如下研究：首先，对不同时间段内的进
入人次进行分析，从而调整工作时间及人员配备等。其次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入馆
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提供针对性更强的服务。最后，统计分析不同学院学生的进
馆情况，来评判分析馆藏书籍的专业划分是否科学，为之后的采购工作提供参考
依据。”3）许毅,郭亨艺. 本科生成绩与图书馆资源利用情况的相关性研究[J].
四川图书馆学报,2016,(03):34-37.该文中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数据：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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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4）郭晓宁,严冰,曹国宏. 基于数据挖掘的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研究——以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图书馆为例[J]. 河南图书馆学刊,2016,(12):54-56.见表 3。

表 3：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新图书馆
这方面的研究很有现实意义，但要做出水平，并不容易。数据只是一个方面，
要挖掘数据、分析数据、阐释数据背后的故事……大家用的都是最省力法则，挖
掘的深度有欠缺。圕人堂这样的平台，如果能促成一些合作，这将是既有理论意
义又有现实意义的。”洞庭水手：“进馆人次 的文献很分散了。”图谋：“如
果今后有人再做这块研究与思考，能够先进行一下文献综述，相信会有较大幅度
的提升。我刚才只是随手一搜，粗略浏览之后，他们的工作是很好的研究基础。
关于‘进馆人次’的统计分析，某高校为表 4：这是基于 2012-2014 年 3 年统计。
依据这组数据，该馆的开放时间其实可以调整为 22:00 闭馆，不必要至 23:00。”

表 4：某高校图书馆进馆人数统计表
夏夜星：“对工作很有指导意义。”天涯海角：“可是这只是进馆人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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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要提前到 10:00 闭馆，恐怕还需要离馆人次才行。”夏夜星：“我们离馆不刷
卡，没法统计这块儿数字了。”图谋：“注意它还提供了：20：00-20:59；21:0
0-21：59 的数据。可以供决策参考的。”天涯海角：“那说明 20:00 以后进馆人
次少，但不能证明 20:00 以前进馆的读者在 22:00 大部分都离馆了。”图谋：“数
据只是作为决策参考的。具体决策的时候，可以实际考察一下。”图谋：“看到
那个统计表，第一时间是关注那几个‘不寻常’数据。要做决策的补充实验，可
以是特别关注那段时间的‘在馆人数’。” 天涯海角：“我关注的是进馆人次
多的那几个点，心想通知可以这时候发。如果做决策，在馆人次是比较重要的。”
图谋：
“上海交大图书馆徐景、陈嘉懿总结了图书馆数据统计和分析面临的困难：
数据统计指标体系不完整；数据分散导致数据采集难度增大；数据统计指标不一
导致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大数据环境下数据分析难度加大。” 图谋：“见表
5，图片来源：徐璟,陈嘉懿. 图书馆数据统计和分析的优化解决方案研究[J]. 图
书馆杂志,2014,(06):54-60. 统计与分析确实是难题，也恰恰是‘专业’与否的观
测点。”

表 5：图书馆数据统计内容

1.6

关于百度学术的讨论
诲人不倦：“图书馆馆藏数据和已购数字资源，和百度学术对接，用户可通

过百度学术直接发现资源。而且百度学术的文献互助比图书馆的文献传递更有效
率。”清凉桐影：“学生使用手机流量，随时随地利用网络上面免费的资源。图
书馆在这方面欠缺的比较多。”boson：“百度学术做得不错，确实比发现系统
强很多。一些 oa 的东西能整进去。”闽南师*：“百度学术正在成长为 IP 许可
范围内的一站式资源入口。”豆洪青*：“百度学术，原来是跟资源商合作，现
在走的是超星的老路，与图书馆合作。其目的在于规避知识产权保护吧。”星星：
“图书馆的职业行业准则是文化公益单位，不能盈利收费的，借阅证押金都部分
取消了，国企真的不能和商业竞争。”诲人不倦：“只有图书馆才能提供最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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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gaozy：“百度这方面吃过亏。原先百度图书这个产品做过一段时间，
后来因为一些因素下线了。”安哥拉兔：“百度学术与某些数据库商有合作了，
前几天找文献，wiley 的，有 wiley 的收费链接，一篇文章 266 元。”远归：“平
台＋资源(版权)绕不过去。中国社科库也有同样的问题。发展方向可能向 NS T
L 和 C A S H L 一样。”陈静：“作为图情专业的学生 我也习惯从百度学术
的界面进行搜索 。确实好用 学校有的可以直接下载 学校没有的可以通过摘要
有个简单了解。”西交大魏：“有 Google 学术的思路，资源还比较可靠。据说
是和 calis 合作了，以后可以替代 Google 学术。” 企鹅孔雀：“百度学术应该
是想走 GOOGLE 学术的路，国外大学都会将图书馆资源与 GOOGLE

学术绑定，

当师生在 GOOGLE 上查阅资源时，有馆藏或馆购资源将可直接链接到全文；。”
豆洪青*：“WOS 和 SCOPUS 也都在做作者识别号，所以机构与作者的识别，
加上学术圈这种自己认领成果的方式，多方面结合识别，匹配度会高很多。”企
鹅孔雀：“机构知识库是开放获取的路径，百度学术一直大量收割国外机构库的
元数据，两者应该是发现和全文的关系。”豆洪青*：“这个百度学术已经做到
了，直接可链接到订购全文的。”

2 圕人堂专题与群文件共享
2.1 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
高校图书馆如何提升数字资源利用率？
2017-3-13 12:18
图谋按：馆藏文献的比重持续向数字化方向倾斜，目前的三个 70%：70%的读
者首先选择数字资源；数字资源能够满足 70%的读者需求；馆藏利用率最多的
资源 70%是数字资源。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购置经费，全国“211 工程”高校自
2013 年开始超过纸本资源。清华大学图书馆 2015 年的文献资源采购经费中，
数字资源占到了 65%（其中 20%购买国 ...
294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3 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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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关于圕人堂“ 愿景 (VISION)：圕结就是力量！ 定位（ MISSION）：
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有成员提出商榷。特此做点
说明：那是有意为之的，2014 年 5 月 10 日建群之时就这样表达。目的是尽可能
使之更通俗易懂。关于定位（ MISSION），可以理解为：使命定位。有 VISION、
MISSION，寄托的是一种“理想”，是一种较为隐晦的表达。不然，完全可以去
掉。另“圕结“的谐音是团结。大意为：凝聚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的力量，
期待明天会更好。
（2）2017 年 3 月 17 日 14:00，群成员达 1906 人（活跃成员 412 人，占 21.62%），
本群容量为 2000 人。

4.延伸阅读
《圕人堂周讯》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注：为节省《圕人堂周讯》篇幅，直接链接至“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周讯》
辑录”（第 1 期至最近一期。并提供 word 版“合辑”下载。），各期对应网址
动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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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本期编辑：晓梦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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