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图书馆与电子信息检索课程介绍



“一所学校的好坏，

取决于图书馆”



“图书馆是人类智慧最集中展现的地方”

图书

期刊

电子出版物

网络课程资源



我国图书馆的发展：

殷商：甲骨收藏

最早的藏书机构

周朝：设立史官，史官管理典籍

我国古代图书馆的起源

①中国古代图书馆

清代周永年：“守藏之吏，见于《周官》。 老子为柱下守藏史， 固周人藏书之官也。”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春秋：孔子对文献典籍的搜集与整理，按类汇编成六经，

《诗》《书》《礼》《乐》《易》《春秋》。

秦朝：
《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述秦朝“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

西汉：

《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何独先入收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汉王所以

具知天下隘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石渠阁、天录阁

《太平御览》： “未央宫有石渠阁，萧何所造，其下砻石为渠，若今御沟，因为阁名，藏入关
所得秦之图籍”“天禄阁，藏典籍之所，萧何所造”。



东汉：秘书监（国家图书馆）

• 设置秘书监，掌管国家藏书与编校工作的机构和官职，存续时间长达1500余年。

• 蔡伦的造纸术为文献的制作和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唐：

• 开元年间设置丽正书院，后改为集贤殿书院，为唐代最大的图书典藏机构，为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

• 雕版印刷术，在唐中后期开始普遍使用。雕版印刷术让图书的收集、整理、出版发行更为便捷。

• 科举制度在唐代得以完善并发展，读书人的增多促进了私人藏书发展，李泌、苏弁都家藏万卷书。



宋朝：书院藏书楼

活字印刷术

白鹿书院

岳麓书院

应天府书院

嵩
阳
书
院



明朝：废除秘书监

图书管理划入翰林院

文渊阁（官方）

天一阁（民间）

天一阁：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

书楼，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家族图

书馆之一。



清朝：收藏《四库全书》（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

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

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



中国古代图书馆

分类：

皇家藏书

私人藏书

书院藏书

寺院藏书

特点：
• 皇室、知识分子或收藏家开办

• 不对公众开放

• 重收藏，轻利用



②中国近代图书馆

• 1902年，清末徐树兰创办古越藏书楼，是我国图书馆史上最早对公众开放、第一

家具有近代公共图书馆特征的藏书楼，标志着中国古代藏书楼向公共图书馆的过

渡。

• 1904年，建立的湖南图书馆正式使用“图书馆”这个词。

• 1909年，清政府颁布的《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中规定：京师及

各省治应先设图书馆一所。

• 到1914年，除山 西、甘肃、江西、新疆等省外，共创建了省级图书馆18所公共

图书馆。

• 20世纪20年代，大学图书馆也纷纷建立，代表性的是清华学堂图书馆。



特点：

• 政府、知识分子、机关团体开办，通过书籍来教育民众，传播改良主义思想

• 对公众开放，各阶层都可以使用，具有公共、公开、共享的三大特征

• 形成了面向公众的文献服务机构，为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服务

• 闭架管理模式，即藏阅并重与藏阅分开



③现代图书馆

• 开架管理的图书馆设计模式

• 现代计算机、通信、网络和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的应用

特点：

• 馆藏内容更加丰富

• 文献处理自动化

• 馆舍设计科学化

• 服务方式个性化

• 计算机图书馆

• 网络图书馆

• 数字图书馆

• 移动图书馆

• 智慧图书馆



东区 西区 南区



高新图书馆



二层临展区



四层休闲区



六层光影区







科大图书馆的馆藏资源

科大图书馆纸本资源

科大图书馆电子资源

科大图书馆的新型服务

文献传递，参考咨询

各种类型的培训活动

1

2



科大图书馆的馆藏资源1

馆藏学科特色：

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化学、地球科学、生物学、材料科学、机械

工程、动力与电气工程、核科学技术、电子通讯与自控、计算机科学技术、

人文、管理学科等领域。



纸本资源：

目前图书馆收藏中外文书刊228万册（含院系资料室），包括4万多册的特藏、再

造善本等。图书馆每年新增中文图书6～8万余册、新增外文图书2000册；每年订购外

文原版期刊100多种、中文期刊3000余种。

科大图书馆的馆藏资源1

14个各类书库及阅览室，采用RFID技术实行开放式自助借还服务。



东区



西区



南区

高新区



各
色
栏
目

OPAC联机
公共目录
查询系统

快
速
导
航
栏



电子资源：

为更好地满足科大师生日益增长的文献需求，科大图书馆近年大力推进电子

资源建设，引进和共享190个中、外文数据库（平台）, 包括各种知名的大型综合

性数据库、各类权威的专业学会出版物全文数据库。

师生用户通过校园网可以方便查阅中外文电子图书300多万册、中外文电子

期刊10余万种、国内国际硕博士学位论文1319万份，音视频资料41万小时，以及

大量的会议论文、专利文献、科技报告等资料。

科大图书馆的馆藏资源1



电子图书





电子期刊

全文：直接获取全文、简单分析文摘：仅提供摘要、专业分析功能



全文—中文



全文—外文





Dr. Garfield 1955年在 Science 发表论文，
提出将引文索引作为一种新的文献检索与分
类工具，将一篇文献作为检索字段从而跟踪
一个Idea的发展过程

Dr. Eugene Garfield

Founder & Chairman Emeritus

ISI, Thomson Scientific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extend 

our retrospective coverage of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back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Century of Science initiative 

makes that dream come true.”

站在世界科学研究前沿（Web of Science）





Wos 核心合集

Derwent专利数据库

Inspec理工

韩国

MEDLINE 医学、生命科学
俄罗斯

拉丁美洲、西班牙、葡萄牙及南非





SCOPUS和SCI数据库的区别：
SCI是核心期刊数据库，每个学科中挑选核心期刊收录；
而Scopus是大而全，它几乎涵盖了不同学科的所有期刊数据。







Jove 实验视频期刊



 Jove有经同行评审的多学科的科学视频期刊。

视频展现生物学、医学、化学、物理等学科领域的研究过程与成果

实验视频来源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

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著名高校及学术研究机构的实验室。

9000多个实验视频，每月出版一期，每期约100个视频（每个视频配有一篇文章），

最早可回溯至2006年.





一站式检索平台—超星发现



超星通过与各种系统进行无缝对接，来实现文献传递的功能。

其中包括OPAC馆藏查询系统、各类数据库系统（CNKI、万方、维普等)、
读秀、百链、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平台（文献传递平台）等。

无缝对

接

OPAC（本馆

纸本）

各类数据库

（CNKI、万

方、维普等)

读秀、百链

（图书期刊补

缺）

全国图书馆参

考咨询服务平

台



本馆有纸本馆藏，
进入OPAC系统

本馆无馆藏，可试
读

对接数据库

OA免费资源

图书文献传递，一
次可传递50页

邮箱接收全文



MyET英语口语

其他资源—英语学习



新东方网络课程



其他资源—休闲娱乐

库克音乐 知识世界



使用电子资源注意事项

• IP权限

• 帐号密码、并发用户数限制、镜像、客户端

• 数据年限

• 一定不要过量下载！！！



1）文献传递
问题：我在数据库中找不到文献全文，怎么办？

原文传递与馆际互借服务

 文献传递&馆际互借：就是图书馆或者文献单位之间传递文献。分为两种形式：非返

还式和返还式。

• 单篇文献的复印扫描下载/Mail传递

• 实物图书的返还式借阅（通过邮寄快递）

• 联系人：瞿其春老师 3606504  qcqu@ustc.edu.cn

（1）文献传递，参考咨询

科大图书馆的新型服务2

mailto:qcqu@ustc.edu.cn


找不到全文，请试试我们的攻略: 文献全文搜索方法

推荐使用：①中科院文献传递系统 （使用指南）

②安徽省高校数字图书馆检索系统（超星发现）

③直接发送电子邮件给 瞿老师 qcqu@ustc.edu.cn。无需附件，在邮件正文内容中注

明中文姓名、学号（工资号）、联系电话，以及所需具体文献的题录信息（题名、来

源、年卷期页码等）。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



2）参考咨询-查收查引

1. 为确保检索准确和快速，委托人需填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图书馆查收查引委托单”；

• 论文目录包括：作者、标题、发表期刊名称、卷（期）、页码

• 提出检索要求，指定检索的数据库SCI、JCR、EI、CPCI、CSCD、CSSCI    

2. 委托人携带填写好的纸质版“查收查引委托单”，到现场办理业务；

3. 检索人员根据委托单进行检索并对检索结果进行整理，最终出具带有公章的检索证

明；

4. 面向校内师生的查收查引、科技查新服务，请大家登录系统在线提交需求

http://app.lib.ustc.edu.cn/ir。



1、准备好与委托项目直接相关的打印版《XXX立项书》、《XXX申请书》、《XXX鉴定书》或者《

XXX技术报告书》；

2、填写《科技查新合同》，加盖委托方公章；

3、上述材料同时请准备电子版备用；

4、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以上所有材料都要以打印件形式交给查新中心存档备案；

5、所有最终版材料最晚于查新报告完成同时提供给查新机构，否则查新机构有权拒绝接受委托

或暂不出具最终查新报告。

参考咨询--科技查新



（2）各种类型的培训活动

为帮助读者了解和掌握图书馆的各种电子资源及相关服务，图书馆常年举办各种类

型的资源专题培训讲座。讲座内容涉及我校各种网络数据库的检索方法、文献信息资源

的利用、常用软件的使用等。





图书馆真诚期待您的加入



图书馆志愿者参加科技开放周活动

图书馆志愿者与安大图书馆交流
图书馆志愿者参加图书现采和电子选书

志愿者参加图书现采的心得报告



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书籍最齐全的图书馆——亚述巴尼拔图书馆里，有一块

泥板，写道：“我，亚述巴尼拔，受到纳布智慧神的启发，觉得有博览群书的必要。

我可以从它学到射、御以及治国平天下的本领。......读书不但可以扩充知识和技艺，而

且还可养成一种高贵的气度。”



如果这个世上真的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博尔赫斯（阿根廷）



电子信息检索

Electronic Information Retrieval



1.为什么要上信息检索课

1.1  我们面临的社会时代

信息环境：信息爆炸的时代

• 信息社会的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 全球化趋势加剧

• 终身学习

• 信息丰富随手可得

• 信息选择困难真假难辨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布拉格宣言》，声称：信息素养是人们有效参与

信息社会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实施终身学习的一项基本人权。



1.2  培养信息意识，提高信息素养,从而提高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的能力。

• 1974年，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考斯提出信息素养的概念，即“利用

大量的信息工具及主要信息源使问题得到解答的技能”。

• 1989年美国图书馆协会(ALA)下设的“信息素养总统委员会”在其年度报告中

对信息素养的含义进行了重新概括:“要成为一个有信息素养的人,就必须能

够确定何时需要信息并且能够有效地查寻、评价和使用所需要的信息”。



• 1992年,道伊尔在《信息素养全美论坛的终结报告》中将信息素养定义为:一个具

有信息素养的人,他能够认识到精确的和完整的信息是做出合理决策的基础，确定

对信息的需求,形成基于信息需求的问题，确定潜在的信息源,制定成功的检索方

案,从包括基于计算机和其他信息源获取信息、评价信息、组织信息于实际的应用,

将新信息与原有的知识体系进行融合以及在批判性思考和问题解决的过程中使用

信息。



• 2000年1月， 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 ( ACRL) 在美国图书馆协会会议上审议并通过

了《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该标准被世界上多个国家采用或参照采用

。

• 2008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发布法国巴黎报告：走向信息素养指标。

• 2009年10月1日，美国白宫发布了奥巴马签署的公文，将10月定为全民信息素养意识

月，该公文强调了信息素养在当今社会的重要作用。

• 2015年2月， 美国大学和研究图书馆理事会提交了《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 提

出了信息素养框架的新理念，2016年1月11日签署通过。



• 2018年4月教育部正式印发了《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指出“到2022年基本实现

“三全两高一大”的发展目标，即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

学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提高师生信息素养，建

设一个“互联网+教育”大平台，部署了数字资源服务普及行动、网络学习空间覆盖

行动、网络扶智工程攻坚行动、教育治理能力优化行动、百区千校万课引领行动、

数字校园规范建设行动、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行动、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等八大行

动。”





1.3  信息检索是科研的组成部分

• 科技人员必备的基本技能
• 是科学研究的前期工作



科研工作中与信息阅读相关的问题

• 如何在海量的信息中快速检索到相关的、高质量的信息？

• 如何有效地分析目前的研究进展并确定新的研究方向？

• 如何及时跟踪某研究方向的最新进展？

• 如何分析、展示科研成果？

• 如何全面了解所发表论文及其期刊的影响力确定投稿方向？

• 科研研究中应该遵循哪些准则？

2、教学内容



教学安排

1 课程介绍及资源 丁丽华

2 十大信息源及MOOC 丁丽华

3 检索基础知识 张素芳

4 中文数据库 张素芳

5 专利基础知识 张雪娟

6 开放获取资源与搜素引擎 何燕

7 WOS 李琛

8 Scopus/Ei 丁丽华

9 发现系统及全文传递 何燕

10 EndNote 樊亚芳

11 Word 赵培

12 Excel 毛杰利

13 Origin 张雪娟

14 PowerPoint 李琛

15 学术道德 何燕

16 课程汇报 丁丽华/助教



http://www.ehuixue.cn/





• 教材

《信息检索与利用》（第三版）邓发云

• 参考书

图书馆相关图书：信息检索

• 讲义

• MOOC课程 《电子信息检索》

• 课程有关问题的咨询与答复

E-mail: dinglh@ustc.edu.cn；Tel:63607832

3.相关信息



课堂表现：10分

期中作业：40分

期末汇报：50分

总分：100分

4.课程教学与考核方式

重在理解， 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完成指定的作业。



期末作业：

关于信息检索工具、方法、技巧等

某些科研、学习、工作软件或某一专用数据库的介绍。

期中作业：

例如：

请运用已学习的知识对你感兴趣的某一领域或科学家进行文献综述。文献综述分为

以下几个部分：背景介绍，检索方法（数据库及检索式），检索结果及分析，结论。

小组汇报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