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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的学科化服务以用户为中心，以学

科馆员服务为基本模式，背靠国家文献平台，依托院公共平台，根据用户的

需求和行为特点以及用户信息环境的变化，为科学研究的自主创新提供“融

入一线、嵌入过程、资源到所、服务到人”的学科化、知识化、个性化服务。 

武汉分馆学科化服务团队是一支以由高、

中级不同学科专业人员组成的、能够在多个学

科领域开展知识服务的团队。每年春、秋两季，

学科馆员都会深入研究所一线，为研究所、科

研人员和入所新生提供学科化服务。学科馆员有机地融入用户的科研过程，

成为科研团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科研人员的合作伙伴，为我院国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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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项目提供全程跟踪和专门化的信息支撑，在研究所的战略研究和重大课题

研究中发挥积极作用，促进我院科学研究战略布局的优化，促进科技生产力

的不断提升。 

学科咨询服务部召开秋季到所服务动员会 

2013 年秋季集中到所服务工作即将全面展开，为了全面落实学科化服务

协调组秋季到所服务计划，8月 27日，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学科咨询服

务部进行了秋季下所服务工作动员，业务处处长江洪和全体学科馆参加了会

议，会议由学科咨询服务部主任吴跃伟主持。 

会上，全体学科馆员认真学习了国科图《2013

年秋季学科馆员到所服务工作安排》，并提出了及

《武汉分馆 2013 年秋季到所服务 10项具体要求》，

进一步明确了秋季到所服务工作意义和目的，坚持

以“用户为本、需求驱动、融入科研、支撑创新”为指导，全面落实国科图

“一三五”规划任务，进一步深化学科化服务内容，推进研究所一线知识服

务能力转型发展，确保对科研一线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会上强调了秋季到所

服务工作任务和要求，重点了解研究所“一三五”定位与创新发展以及面向

重大项目、重点学科组及学科带头人信息需求，开展以研究生新生培训为主

体的用户信息素质能力培训、不断拓展知识服务，配合做好“科研教育开放

信息创新应用大赛”宣传推广，并强调了以过程管理为基础的服务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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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学科馆员将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到 2013 年秋

季到所服务工作中，确保服务工作的顺利完成。 

国科图张晓林馆长、何林书记到水生所调研学科化服务工作 

9 月 11 日，国家科学图书馆馆长张晓林、党

委书记何林、武汉分馆党委书记陈丹等到水生

生物研究所进行了学科化服务调研座谈。水生

生物所所长助理殷战，人事教育处处长胡兴跃、

科研业务处处长贺锋、图书馆馆长刘心念以及“百人计划”人才、科研人员

及研究生代表 3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此次调研活动是国家科学图书馆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落实十二五规划和提升科研一线文献情报服务能力，

现场调研需求，更好地做好服务工作，促使中科院“十二五”文献情报系统

建设的院所协同发展。座谈会由张晓林馆长介绍了全院院所协同、保障一线

文献情报服务能力的机制、措施以及十二五发展重点，表示要按照院党组“三

满意”要求，与研究所一道切实保障一线文献情报服务能力，切实提高一线

的服务水平和效果。 

参会人员从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完善、建立建制性持续性情报合作机制、

支撑课题组或项目组个性化知识环境建设、信息推送服务、用户个性化培训、

研究生信息素质教育、研究所特有文献资源保护共享等多方面提出了意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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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张晓林馆长针对与会人员提出的诸多共性和个性问题一一作了解释和

解答，并表示尽快着手开展一些切实可行的工作，尽最大努力满足科研人员

的信息服务需求，并现场落实了目前可以解决的相关服务问题。 

会后，在所领导的陪同下，张晓林馆长等人参观了公共技术研发与服务

部的分析测试中心、国家斑马鱼资源中心和藻种库、水生生物博物馆、研究

所图书馆。 

刘德洪副馆长到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调研 

9 月 9 日，按照国科图统一部署，武汉分馆副馆长刘德洪到中科院广州

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进行调研，研究院精心所组织了科研管理部门、科研

人员及研究生参加的座谈会，责任学科馆员吴跃伟参加座谈。 

刘德洪介绍了到研究所调研目的：一是征求国科图如何为研究所提供更

好的信息服务、有效支持研究所创新发展意见；二是希望了解研究所对国科

图如何支持研究所文献情报服务工作发展相关意见和建议，刘德洪还就国科

图进一步做好为研究所服务的背景和意义进行了说明，习总书记在中科院考

察时提出中科院要在支持国家科技进步中发挥重要作用，白春礼院长十分重

视研究所“一三五”定位和发展，文献情报工作也要与时俱进，及时发现科

研一线新的信息需求特点及科研人员信息行为变化，不断调整工作重点，更

好的为科研服务。座谈会上吴跃伟对国科图信息服务工作思路和进展进行了

简介，并针对科研人员提出的信息问题进行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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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对调研活动给予了高度重视，研究院副书记

侯红明参加座谈，他介绍了本院建院背景，科研发展现状、重大科研成果及

科研产出情况，并介绍了本院“一三五”基本思路，同时结合多年科研管理

经验，针对研究院信息服务需求提出了意见：人文社会科学文献能启发科学

家的思维，“当科学研究遇到问题可以借助哲学解决”；科研需要前瞻性信息，

文献在战略上已经滞后，希望重视会议文献和科研动态信息跟踪和自动推送。

“百人”、学科组长和科研人员提出，我们更需要文献的知识内容信息，而

不是仅仅是文献本身；科研工作需要有人告诉我们哪些研究可以做，更需要

知道哪些不能做；研究生代表提出了希望提供正版的生物学软件工具并像

Endnote 一样得到及时升级，希望建立用户参与的动态外文图书推荐、利用

和共享平台，加强数字化外文图书保障。研究院情报信息中心主任陈昭明介

绍了本院承担的中科院先导项目的子项目“干细胞与生物医药科技领域云”

情况，并表示可以就项目合作进行进一步交流。 

9 日下午，刘德洪参加了该研究院新生培训活动，学科馆员吴跃伟就国

科图信息资源与服务、信息管理工具 Endnote 功能作用及使用方法、e 划通

2.5 的功能与使用进行了介绍，研究院全体新生参加了培训活动。 

刘德洪副馆长深入南海海洋所调研学科化服务需求 

国科图武汉分馆高度重视学科化服务，为落实学科化服务助力科研一线

的要求，达到学科化服务覆盖率 100%的目标，9 月 10 日下午，分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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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洪与学科馆员一同到中科院南海海洋所深入调研学科化服务情况。来自

南海海洋所的科研人员、科研管理人员、研究生代表及所图人员二十多人参

加座谈会，会议由南海海洋所图书馆馆长李莎主持。 

调研会上，刘德洪介绍了此次调研的目的，一

是征求国科图如何为研究所提供更好的信息服

务、有效支持研究所创新发展意见；二是希望了

解研究所对国科图如何支持研究所文献情报服

务工作发展相关意见和建议。科研人员畅所欲言，在资源订购、资源保障、

查新服务、数据精简平台、学科知识服务等方面都提出了强烈的需求和很好

的建议。刘德洪认真记录并深入探讨，对大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表示感谢，

并承诺能解决的尽快解决，对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积极争取。 

随后，学科馆员邱天还为新入所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开展了信息资源利用

及工具使用的培训，对一些工具软件的使用如 Endnote、E 划通等进行了详

细介绍，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 

刘德洪副馆长到广州能源所调研学科化服务工作 

为提升科研一线文献情报服务能力，9月11日，武汉分馆刘德洪副馆长，

学科咨询部吴跃伟主任，在责任学科馆员的陪同下到广州能源所调研，了解

研究所对国家科学图书馆做好研究所科技创新支撑，如何支持所级文献情报

服务发展的意见和建议。百人计划、科研人员、管理人员、信息中心以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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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代表等 20余人参加了会议。调研会由信息中心主任苏秋成主持。 

调研会上，苏秋成向国科图领导来所调研表

示热忱欢迎；并就目前能源所的文献情报工作和

学科馆员在能源所做的咨询、培训和知识服务向

与会人员做了介绍。信息中心主任夏勇介绍了地

球化学所文献信息资源与服务情况以及对未来文献情报工作的设想。与会代

表积极踊跃发言，就获取国外学位论文，原文传递，咨询平台，数据库采购，

知识云服务，学科态势分析，专利分析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并

就如何促进能源所的文献情报工作发展提出了建议。刘德洪、吴跃伟等一边

认真倾听一边与大家深入探讨，并表示将最大限度的满足与会人员提出的建

议。刘德洪还结合中科院文献情报系统“十二五”发展规划，第六次院文献

情报工作会议精神等对院所协同、保障一线文献情报服务能力、推进知识化

服务等方面进行了推介，为科研人员提供更好的信息支撑服务。 

刘德洪副馆长赴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调研学科化服务需求 

9月12日武汉分馆副馆长刘德洪在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调研学科化服务

需求，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图书馆负责人陈新元安排了由职能部门、科研人

员代表和研究生代表等参加的座谈会，武汉分馆学科咨询服务主任吴跃伟、

责任学科馆员仇华柄陪同调研。 

刘德洪一行首先拜访了该院副院长吕建国，吕院长简单介绍了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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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发展战略目标是要建设多学科交叉集成的国际一流的工业技术研究

院，发挥研究院在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源头创新活动中起骨干和引领作用，

包括核心技术、产业共性技术、人才教育、企业孵化等多方面的示范作用，

他对国科图“服务科研、支撑创新”的服务理念表示了肯定和欢迎。  

座谈会由深圳先进院科研处副处长韦启航主

持，刘德洪首先介绍了调研主要目的是为了配合

全院“一三五”创新发展，深入了解科研一线信

息需求，更好开展面向科研一线的信息服务。韦

启航具体介绍了研究院“一三五”情况：主要是在低成本健康与高端医学影

像、服务机器人、电动汽车领域形成突破，重点培育大数据与智慧城市、下

一代太阳能、生物纳米药物、神经控制、电子封装等方向。科研人员代表、

集成所先进封装材料团队负责人于淑会、医学图像与数字手术实验室高级工

程师贾富仓、劳特伯生物医学成像研究中心研究员钟耀祖、光伏太阳能研究

中心顾光一等学科带头人参加座谈会并就信息资源使用方法、专业领域资源

建设、特色分馆建设、信息服务以及学科情报分析服务等方面提出问题和建

议，刘德洪和吴跃伟就科研人员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 

座谈会结束后，刘馆长一行还与先进院院长樊建平进行了交流，樊院长

对国科图提供的情报快报，竞争力分析报告等服务表示了感谢，并提出了许

多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在调研期间中，国科图武汉分馆学科馆员仇华炳为先进院的科研人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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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进行了 2场培训，培训的主题分别为“国科图资源与服务”以及“文

献调研软件 e 划通使用介绍”，培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了科研人员和

研究生的欢迎。学科馆员还广泛走访了一线科研人员，推送国科图的资源和

服务，并当场解决他们遇到的信息利用方面的疑问，并深入挖掘文献信息查

询、科研产出分析、学科态势分析、专利与标准分析等一系列需求，为开展

面向用户需求的深层次学科化服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得到用户的广泛欢迎。

在研究所期间，学科馆员还通过张贴海报，发放传单，培训介绍等方式对国

科图主办的“开放信息创新应用大赛”进行了说明和宣传。 

学科馆员到广州地化所开展秋季到所服务 

金秋九月，正是各个研究所新生入学的时间，也是科研人员开始进入新

的项目阶段的时间节点。为落实学科化服务助力科研一线的任务，9月 5 日

上午，武汉分馆学科馆员邱天在广州地化所汇报大厅开展了面向新生的信息

资源利用及工具使用的培训。 

夯实基础服务。本次到所服务针对新生可能遇

到的最多的信息资源上的问题进行了指导，对

Endnote、E 划通等软件和工具的使用方法等进行

了详细介绍。这次培训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对

国科图和中科大合办的开放资源创新应用大赛进行了有力的宣传。本次培训

得到了研究生以及科研人员的一致好评，并且培训后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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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学科馆员都一一记下并耐心解答。 

深入调研知识。走访课题组也是本次下所服务的重点，学科馆员针对目

前地化所135规划重点发展的生态环境领域相关的课题组，一一进行了走访。

其中有机化学重点实验室的王新民、肖贤明、张干是本次走访的重点。从他

们那里了解到了对学科知识服务的强烈需求。此外，学科馆员还走访了大气

污染研究相关课题组。 

学科馆员到华南植物园开展到所服务 

9 月 9日至 13日，国科图武汉分馆副馆长刘德洪、学科咨询服务主任部

吴跃伟与学科馆员张吉一起到华南植物园通过走访、座谈和集中培训等多种

形式，深入科研一线，开展秋季到所服务。 

刘德洪一行与华南植物园的用户代表进行了座

谈。座谈由华南植物园图书馆组织，用户代表包括

学科带头人、百人计划研究员、工作突出的青年研

究员、新到所的科研人员以及研究生。新老用户都

对国科图的服务形式和服务效果表示了肯定。由于近年来植物园发展迅速，

学科方向越来越多样化，在文献信息的利用上呈现新的特点，交流的主题也

集中在信息资源保障。多位用户谈到了个性化信息资源的保障、信息资源的

本地共享等话题。此外，与会代表还发表了对国科图与研究所图书馆服务转

型的看法，认为要优先考虑研究所重大项目和研究方向提供服务支持。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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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副馆长和吴跃伟主任对用户的意见和建议一一回应，对相关政策性问题进

行了解释说明，对于无法即时解决的意见承诺将在工作中逐步落实。 

在园人事教育处的统一安排下，武汉分馆学科馆员张吉为新回所的学生

进行了《国科图信息资源与使用》的主题培训。培训由华南植物园人事教育

处和图书馆协调组织，作为学生入所教育系列活动之一。学科馆员以华南植

物园重要科研人员为对象，通过快速了解导师研究领域的实例，将文献信息

的查找、分析和管理等串联介绍，包含大量有针对性的信息，有效调动了学

生的兴趣，颇受好评。培训结束后，多位学生与学科馆员进行了交流。 

在到所服务期间，学科馆员与园图书馆的老师对课题组进行了走访，在

回访的基础上，重点覆盖新到所的重要科研人员。目前，对千人计划、百人

计划等重要课题组实现了服务全覆盖。此次到所服务后，学科馆员与园图书

馆共同管理的学生 QQ 群人数已经增加到 317 人，科研人员 QQ 群增加到 36

人，新增用户数量效果明显。 

在与园科研管理部门的交流中，科技处负责人表达了对以往服务的肯定

和感谢，希望能在国科图的协助下，提升科研管理的信息情报分析能力，为

研究所的战略决策提供帮助。国科图和园图书馆将根据到所服务了解的情况，

规划学科服务的下一步计划，在院所两级的服务架构下，尽快形成华南植物

园本地的学科服务团队，实现可持续的能力转型和提升，为研究所的创新发

展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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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馆员南京地区秋季到所服务三人行 

9 月 2号至 7号，国科图武汉分馆学科馆员李大钧、吕新华、周伯柱等

到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中科院南京地球与湖泊研究所、中科院南

京土壤研究所、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中科院紫金山

天文台等研究所开展学科化服务。 

结合武汉分馆秋季到所学科化服务的任务，学

科馆员们为大家开展了包括“国科图信息资源及

服务介绍”、“常用数据库的使用”、“Endnote X7

基础应用介绍”、“e划通 2. 5 基础应用介绍”等信

息素质教育培训，并介

绍宣传了国科图主办的

“科研教育开放数据创

新应用大赛”。同时，学

科馆员们还结合各研究所“一三五”规划重点拜访了相关学科带头人，了解

科研人员应用国科图资源和服务的情况以及新的需求情况。概括起来，此次

到所服务活动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培训内容贴合实际。培训过程除了将国科图的信息资源和学科化服

务内容进行了介绍之外，针对研究生新生的具体情况有选择性的讲解了有关

工具的使用和数据库的使用方法。考虑到有些所的研究生是刚刚入学，而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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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所的研究生已经在相关教育基地进行了一年的文化基础课学习这一实

际情况，对相关工具的使用进行了适当取舍，以期获取最佳效果。甚至，对

个别所专门应用的数据库单独进行了说明。 

二、研究所支持配合给力。正是因为得到各研究所的密切配合，此次活

动能够顺利与各所新生入学教育进行较好的融合，提高了培训的效果。中科

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的张丽萍书记还拨冗参与到所服务活动，为相关

工作顺利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体现出研究单位对学科化服务的重

视。有些研究所还专门采取考勤记录的方式，敦促培训活动有效地开展。 

三、新老学科馆员协同效果良好。此次到所服务活动，除了经验丰富的

学科馆员针对相关资源和服务进行简练生动的讲解之外，还充分给予新学科

馆员机会实践学科化服务和培训活动，并在全过程进行悉心指导。正是这种

有效协同，新学科馆员已经与各研究单位建立了一定的联络机制，为后续学

科化服务的有效开展做好了铺垫。 

总之，因为有了学科咨询服务部事先对此次到所服务进行的周密的部署

和动员，有各研究单位的密切配，此次南京之行到所服务有效地为科研人员

和学生展示了国科图的相关资源及服务信息，获取到了科研人员新的需求信

息，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收到了不少好评。 

学科馆员深入苏州纳米所和医工所开展服务 

9 月 4 日，随着秋季集中到所服务工作的全面展开，武汉分馆新学科馆



 

 

 

  

中中国国科科学学院院国国家家科科学学图图书书馆馆武武汉汉分分馆馆  

中中国国科科学学院院武武汉汉文文献献情情报报中中心心   
湖湖    北北    省省    科科    学学    图图    书书    馆馆  

简简报报  
2013 年 第 10期 总第 236 期                主  办：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综合办公室                主编：刘志刚 编辑：裴攀 

员毛迪与学科馆员李印结一同前往苏州纳米所和苏州医工所开展学科化服

务工作，深入服务科研一线，服务在不断深入，成果也在不断显现。 

此次下所，李印结和毛迪馆员对研究所新学生

及新员工进行了信息素质教育培训、文献管理软

件 endnote 使用培训以及软件“e划通”教学等，

得到了大家积极的响应。许多同学带笔记本到讲

座上，一边学习一边操作；同时，为了深入开展学科化服务工作，两位还走

访了大量课题组和职能部门，了解了文献获取方面，以及很多新的方面上，

研究人员的意见以及需求。在随后的几天中，分馆学科馆员陆续收到了很多

学生及研究人员的提问与意见反馈。 

纳米所作为一个新建所，在资源保障方面投入非常大，做的也十分出色，

科研人员对于文献获取的满意度很高。在走访“千

人计划”崔铮研究员的课题组时，了解到了一些

研究所新的需求方向。崔铮研究员是纳米所信息

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与我们共同探讨了很多加强

科普教育的方式方法，希望学科馆员能配合所图参与科普工作。走访纳米所

科技处时，了解到现在所对于纳米科学方面产业报告的需求激增，并且对专

业分析的需求很大。同时医工所的各个课题组以及转移转化中心，提出最多

的需求也是在专利获取与分析、产业报告方面。在这些方面学科馆员以及整

个国科图的各部门都能为研究所提供服务，这将是我们今后融入科研、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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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一大工作重点，这也是紧密结合各所“一三五”规划的重要工作方向。 

通过到所服务，我们与科研人员进行了更多的沟通，将服务嵌入科研中、

挖掘新的需求，学科馆员将会一直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成为科研院

所的良好支撑。 

学科馆员到武汉物数所冷原子学科组开展培训服务 

9 月 23 日，应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研究员詹明生和王瑾的

邀请，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学科馆员毛迪到该所冷原子学科组开展培训，

包括学科组长在内的 40 余名科研人员参加了培训。武汉分馆学科咨询服务

部副主任李印结到场并给予认真指导。 

毛迪主要介绍了《EndnoteX7 使用与技巧》，强

调了 Endnote 在科研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从

Endnote 在组织文献的优势与作用切入，具体讲解

了数据库建立、管理、使用的方法与技巧，并介绍

了最新版本 EndnoteX7 的一些新功能。用户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大家就

Endnote 使用过程中的问题踊跃提问，学科馆员一一进行了解答，培训工作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了研究人员的好评。培训结束后，学科馆员通过 QQ

和邮件等途径解答了大家在 Endnote、文献下载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对培训

提供了持续跟进服务。 

课题组主动邀请学科馆员到所服务也体现了用户对学科化服务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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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更加体现了到所服务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同时也展现了学科化服

务“用户为本、需求驱动、融入科研、支撑创新”的服务理念。 

武汉分馆信息素养教育服务嵌入武汉植物园新生入学教育 

近日，国科图武汉分馆学科馆员为武汉植物园

新生进行了主题为《国科图资源与服务》的培训。

武汉植物园历来重视对学生的信息素质教育，在园

人事教育处的组织下，此次培训作为新生入学活动

的一部分，在紧凑的日程里，特意安排半天时间独立进行。除了少数出差的

学生，绝大部分回所新生参与了培训。 

武汉分馆责任学科馆员张吉、原文传递服务负责人邓兵和信息服务部熊

润泽参与了培训，介绍了如何利用现有信息资源快速切入研究领域、国科图

及 NSTL 原文传递系统的使用等，并且提供了现场办理图书证的服务，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学科咨询服务部召开秋季到所服务总结及工作展望会 

2013 年秋季集中到所服务已接近尾声，同时国科图青年人才项目、三期

科研一线知识服务能力建设等项目也已经启动。为了及时总结到所服务成果

以及积极配合研究所做好相关项目申报的支持和服务工作，9月 27日，国家

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学科咨询服务部召开了 2013 年秋季到所服务工作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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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作展望会议，武汉分馆馆长钟永恒、党委书记陈丹及全体学科馆员参加

了会议，会议由学科咨询服务部主任吴跃伟主持。 

会上，每位学科馆员认真汇报了 2013 年秋季

到所服务的具体工作内容，将《武汉分馆 2013 年

秋季到所服务 10项具体要求》落到了实处，大家

从用户培训、拜访研究所领导及职能部门负责人，

调研研究所“一三五”情况，走访课题组了解需求，开展各项服务情况，知

识服务策划推进情况，秋季到所服务工作中用户提出的问题等几个方面进行

了总结。吴跃伟与大家一起认真分析了各自汇报中提出的问题和可能的解决

方案，希望大家尽快落实解决下所服务收集到的用户意见，并对下一阶段即

将展开的工作进行了安排。钟永恒和陈丹也对持续做好学科化服务及各项工

作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和要求。 

这次会议总结了工作成果与经验，明确了下一步工作目标和重点，鼓舞

学科馆员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 

 

 

 

 

 

 

◆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  ◆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 湖北省科学图书馆 

◆ 中国科技网武汉网管中心  ◆ 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文献信息中心 

【信息服务部 87198187】【情报研究部 87199180】【学科咨询服务部 87197630】【信息系统部 87199182】【产业技术分析中心 87199007】 

【科技查新与检索中心 87197719】【《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编辑部 87198181】【综合办公室 87199202】【业务处 87198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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