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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评估中心主任李晓轩到武汉分馆调研 

8 月 10 号，中科院评估中心主任李

晓轩莅临武汉分馆调研国立科研机构调

研工作进展，武汉分馆馆长钟永恒、业务

处处长江洪及情报部项目组成员参加会

议。 

在本次会议上，李晓轩主任和钟永恒馆长首先听取了项目组当前工作进

展及下一步工作初步安排，并针对当前资料更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项目

组成员展开深入讨论，并对项目组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紧抓重点工作和

关键环节，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完善、补足相关信息，并保证信息的准确度

和及时性，做出有深度、有水平的情报产品。 

武汉分馆与院评估中心一直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长期以来的工作也得

到了院评估中心的赞誉。李晓轩主任指出：长期以来武汉分馆情报部在国立

科研机构调研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我国科技体制正面临深化改革的重要

时刻，武汉分馆的工作为我国、我院的科技决策和科技管理体制提供了重要

导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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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评估中心与武汉分馆此次在国立科研机构调研

方面展开的工作，为双方未来的进一步合作奠定坚实基础。钟永恒馆长认为，

武汉分馆与院评估中心的合作，既是武汉分馆情报工作的一个支点，也是一

个起点。期望武汉分馆与评估中心能够在更多方面开展合作研究，共同为中

科院乃至全国科技管理和科技决策提供支持。 

（业务处 情报研究部 供稿） 

 

武汉分馆《标准信息计量与挖掘方法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批准 

近日，由武汉分馆情报研究部魏凤副研究员负责申请的 2011 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标准信息计量与挖掘方法研究》获准立项。该

项目对标准信息计量方法与数据挖掘开展研究，为决策者、科研人员、企业

在重要政策制定、技术研发、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提供有效参考。 

武汉分馆十分重视标准情报领域的研究，并通过院文献情报系统优秀人

才计划引进了专门从事标准研究的魏凤博士，魏凤博士引进到分馆后对标准

情报开展了深入的研究，研究出一套用于标准情报分析的情报研究方法，并

应用到相关领域的战略情报研究、学科情报研究和产业技术分析领域，先后

完成了太阳能标准分析、LED 照明产业标准分析、新型显示标准情报分析等

研究报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领军人才引进战略是武汉分馆提升服务能力，突破服务瓶颈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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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领导十分领军人才的引进，下大力气抓好分馆人才队伍建设，几年

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魏凤博士的引进使武汉分馆在标准研究领域的有了突

破性进展，逐步形成对标准发展特点、标准信息计量、标准信息挖掘等领域

的研究方向，对我院和国科图情报研究领域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业务处 供稿） 

 

武汉分馆国家科技计划备选项目通过省评审并参加全国答辩 

近日，从湖北省科技厅传来消息，由武汉分馆业务处江洪处长主持申报

的国家科研条件领域 2012 年度国家科技计划备选项目《国有大中国型企业

知识库建设应用示范》通过省评审并参加全国项目答辩，这也标志着武汉分

馆在大项目申请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为将来更多渠道争取项目奠定了基础。 

（业务处 供稿） 

 

武汉分馆参加中澳二氧化碳地质封存培训 

8 月 22 日-8 月 25 日，由中国科技部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和澳大利亚地

球科学局主办，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承办的“中澳二氧化碳地质封存

暑期培训班”在海南三亚举行。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情报研究部李桂菊

和姜山参加了此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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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培训班邀请了来自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官产学界的多位专家学者开

展讲座，就二氧化碳海上封存等相关政策、技术、经济、风险评估与监测等

诸多议题进行了探讨。 

通过参加此次培训班，武汉分馆 CCS 项目团队较为全面地了解和学习了

二氧化碳海上封存的最新发展动态，同时加强了与国内外 CCS 各界人士的沟

通与交流，为进一步提升武汉分馆 CCS 信息服务能力奠定了基础。 

（情报研究部 供稿） 

 

武汉分馆开展研究生“帮传带”主题沙龙活动 

为了帮助新来馆研究生更好的实现

从被动学习到主动研究的转变，8月 17

日，武汉分馆业务处组织了一期以“帮

传带”为主题的学术沙龙活动，得到了

研究生同学们的积极响应。业务处处长

江洪研究员代表研究生导师参加此次沙龙活动并给予指导。 

本期沙龙首先由柯丹倩、肖宇锋以及刘佳三位研三学生结合自己的硕士

毕业论文的研究，向新到分馆研究生介绍了选题方法、文献搜集整理方法及

研究过程中遇到问题时的成功解决经验等，为新一期研究生下一步学习研究

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借鉴。然后，新到分馆研究生们就即将面临的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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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开题问题与师姐们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师姐们就他们提出的问题非常耐

心地逐一解答。 

在本次沙龙活动中，江洪处长在新到分馆的研究生研究选题方面给予了

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和建议，还勉励他们尽快完成角色的转变，江洪处长指出：

研究生到了研二，自己要主动实现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从以学习为主到

以研究为主的角色转变。开展研究就是要选准研究方向深入钻研，这个过程

中或许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千万不要放弃，研究过程本来就是一个

遇到困难、解决困难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 

整个学术沙龙活动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新到馆研究生们纷纷表示此次

活动对他们接下来的研究生生活大有裨益，不单对自己接下来将要面临的论

文开题更加了解、进一步明确了研究方向，也对下一步的研究学习生活更具

信心。 

（业务处 供稿） 

 

 

武汉分馆实习基地暑期实习工作圆满落幕 

2011 年 7 月 12 日至 2011 年 8 月 19 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

专业的 12 名同学来到武汉分馆实习，武汉分馆为他们精心安排学习机会和

实习工作，使同学们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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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实习采取集中教学与参与项

目相结合的形式。根据同学们的需求，

集中教学安排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业务

处江洪处长为同学们做了“领略图书馆

发展的战略选择”的专题报告。报告指

出在网络化、数字化的大背景下，未来图书馆要采取用户驱动、创新驱动、

个性创新、协同支持、联合服务的发展方式，实现图书馆服务从传统服务到

基于用户需求的知识服务转化的目标，并介绍了面对图书馆发展的新趋势，

国家科学图书馆所采取的措施；李大钧老师结合自己长期从事编目工作的实

际经验，讲授了科图编目分类法的课程；邓兵老师结合新形势下信息共享的

需求，为同学们做了原文传递和馆际互借等工作的专题讲座。参与项目方面，

根据同学们的兴趣，让同学们具体参与到各部门项目中，并指派导师给予指

导。通过参与学科化服务、情报研究等分馆业务工作，让同学们更深入地了

解图书馆的工作流程；通过让同学们加入学科化服务研究、学科情报研究等

课题组，让同学们了解图书情报研究的方式方法。 

通过实习工作，同学们纷纷表示收获很大。通过讲座同学们了解到武汉

分馆作为国家科学图书馆的重要组成，在图书馆的资源建设、知识服务、信

息研究、技术提升等方面在全国图书馆界有着领先的服务和建设理念，这种

理念是与传统图书馆的研究与服务有着很大的不同，而这种创新理念将对今

后走向图书馆的研究与服务领域会有很好的帮助和启迪作用；通过参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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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了解了我国乃至世界上的图书馆领先的服务与技术，了解了我国

乃至世界上的图书馆领先的理念和方法，深刻认识了未来信息环境对图书馆

发展的影响，掌握了一些在过去学习中所见不到的知识，受益匪浅。同学们

都表示此次到馆实习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把书本理论知识与实

践创造活动紧密地联系起来，从各个方面锻炼了自己的能力，并强烈地感受

到信息资源对科学研究的巨大推动作用。 

此次武大学生实习工作是武汉分馆实习基地工作推进的重要内容，延续

和深化双方的合作内容，为未来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合作基础。 

（业务处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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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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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新中心 027-87197719】【学科化服务组 027-87197630】【《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编辑部 027-87198181】【综合办公室 027-87199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