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图书馆资源与电子信息检索课程介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图书馆



图书馆的由来

(1)英语:“Library”，意为“藏书的地方”。

（2）我国古代的图书馆：

周朝 西汉 东汉 唐朝 宋朝 明朝

盟府

保存盟约、图籍、
档案等与皇室有关
的资料

石渠阁、天录阁

秘书监

私人图书馆出现

书院藏书楼

翰林院

清朝

文渊阁、文津阁、文澜阁



(3)“图书馆” 一词为日本人所创。1904年建立的湖南图书馆正式使用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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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区 西区 南区



高新校区规划 高新图书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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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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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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万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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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个借书处、11个各类阅览室。根据收藏内容和阅览性质，各阅览区每周开放40 

- 95小时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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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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引进了中外文数据库13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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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电子图书245多万册、外文电子图书

46万册、外文电子期刊2万多种、中文电子期刊2万种、国内硕博士学位论文620

万份、国际硕士博士学位论文57万份。

科大图书馆的馆藏资源1



电子图书—中文



电子图书—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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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
看
中
文
电
子
期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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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S 强大的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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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②



2）参考咨询--查收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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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志愿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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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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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息变化的全媒体环境、 多样的信息生态环境、 开放的学术交流环境、 复杂的高等教育环境

• 信息分布：既集中又分散。同一内容的信息以不同的形式、状态出现。

信息检索: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有的放矢，查找所需要的有价值或能够帮助解决问题

的知识，即是从众多信息中查询并获取所需要资料信息的过程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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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6 年， 美国学院和学校协会南部学院委员会对信息素养的定义是： “ 具有

确定、评价和利用信息的能力， 成为独立的终身学习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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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何全面了解所发表论文及其期刊的影响力确定投稿方向？

2、教学内容



教学安排



http://www.ehuixue.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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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

期末汇报：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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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Prezi, kindle, LaTex, Citespace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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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