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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动态 

图书馆特色文献库建设全面展开  

煤炭经济、半岛经济特色库建设是图书馆 2010年业务工作的重点。在 2009

年前期工作的基础上，为保证该项工作优质、高效、深入地开展，4月 9日下午，

图书馆再次邀请半岛经济研究院院长梁启华教授，煤炭经济研究院院长毛荐其教

授、李旗纲主任，经济学院李中东教授，工商管理学院俞国方教授等相关专家座

谈，指导特色库建设。 

2009 年，图书馆将煤炭经济、半岛经济特色库建设作为资源建设发展战略

之一。经多方考察、论证，制定《煤炭经济、半岛经济特色库建设方案（意见征

集）》，并组织召开了特色库建设座谈会。特色库建设任重而道远，图书馆针对本

馆实际，将分步逐级深入展开。第一步，购买与煤炭经济、半岛经济相关的电子

资源数据库。2010 年增订了《煤炭数字图书馆暨安全生产数字图书馆》和《方

略学科导航》数据库，前者内容包括图书资料、科技期刊、科技论文、标准法规、

动态信息、统计数据、组织机构等各种类型的信息资源；后者包括煤炭经济、半

岛经济特色学科和我校省重点、校重点、校扶持学科等共计 22 个学科的学科导

航。第二步，筹建煤炭经济、半岛经济文献库（纸质）。筹建煤炭经济、半岛经

济特色文献库是特色库建设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初步制定《煤炭经济、

半岛经济特色文献库建设（意见征集）》，提交本次座谈会请专家讨论确定。 

座谈会上，司千字馆长介绍了近两年图书馆资源建设情况，强调图书馆发展

思路要实现从“优化馆藏结构、美化读者环境、拓展服务平台”向“深化服务、

彰显特色、科学发展”的转变，特色即《煤炭经济、半岛经济特色库》建设。《煤

炭经济、半岛经济特色文献库》建设方案拟将煤炭经济特色文献、半岛经济特色

文献、经济皮书系列（皮书、研究报告、发展报告等）、年鉴、教师著作、教师

科研报告等作为特色文献库的重点收藏。与会专家根据学科发展和研究实际对此

提出了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建议。煤炭经济方面：针对煤炭经济方向文献较少的

现状，可将收藏范围扩展至能源经济、低碳经济；联系煤炭工业出版社、科学出

版社、中国统计出版社等相关出版社，了解最新图书出版动向，及时购买增补馆

藏；增加国家煤炭工业网、中国煤炭资源网、我的煤炭网等优秀煤炭网站链接，

方便读者查询。半岛经济方面：半岛经济特色文献应涵盖半岛经济、海洋经济、

区域经济等领域；增加半岛旅游经济、半岛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文献。在充分肯定

经济皮书系列和年鉴重要性的同时，专家也强调加大省市发展规划、政府部门讲

话、相关法规政策、系列报道等的收藏力度；注重行业年鉴及烟台、青岛、威海、

淄博、东营、日照等半岛经济圈市县级年鉴、统计年鉴的全面性、连续性。教师

科研报告、获奖作品对其他教职工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可在学校相关部门

的支持下收藏。 

座谈会的再次召开表明了图书馆特色库建设的决心和力度，也成为图书馆密

切联系相关学院、集思广益的最佳平台。图书馆将在煤炭经济、半岛经济特色文

献库建设的基础上，构建实体馆藏与虚拟馆藏互补共存的资源体系，为学校特色

学科教学科研的发展提供有力信息保障，进一步推动学校的特色发展。 

办公室：沙淑欣 



特色文献库建库动态 

2010年 4月，图书馆特色文献库建设进入实施阶段： 

确立馆藏特色文献收藏范围 在听取各学科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以依托

地域特色、馆藏特色和高校学科特色的理念，确立了我馆特色文献库的收藏目标

为半岛经济、煤炭经济、年鉴、皮书、报告等文献，制定了文献收录范围。 

制定馆藏特色文献收藏细则 根据特色文献收录的标准与范围，制订出图书

收藏细则提供给采访及典藏工作人员，作为采购、图书调拨的依据。 

完成馆藏图书数据库的调研与初选 根据收录标准，展开了馆藏特色图书的

调研工作，根据调研情况，列出了部分所需特色图书清单，提供给采访人员便于

采购。 

完成文献检索室原有图书的清点、核对、查重、调拨工作 对文献检索室原

有图书进行清点、核对、查重，并根据特色文献收录范围将部分图书调拨出文献

检索室，留用图书归于特色文献库，按类、按特色进行排架，目前图书调出工作

已完成，为下一步的特色文献调入筛选工作奠定了基础。 

信息咨询部：童静 

我院 2009 年 SDOL 数据库学科全文下载统计分析 

2009 年，我馆订购 Elsevier 公司的 SDOL 数据库五个分学科 713 种电子期

刊， 2009 全年我院用户下载 SDOL 数据库全文 10336 篇，涉及到 452 种电子期

刊，按照“二八”原则，统计出全文下载前 20%的电子期刊（90个）年下载全文

共 7586篇，约占全部期刊年下载总数的 73.4%。在全文下载前 90名的电子期刊

中，利用较好的前五个学科包括：Mathematics、Business,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Economics, Econometrics and Finance、Engineering、Computer 

Science。 
2009 年 SDOL 数据库学科全文下载统计（来源：全文下载 top90 电子期刊） 

学科 期刊种类 2009全年下载全文篇数 

Mathematics 18 2378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 16 1066 

Economics, Econometrics and Finance 14 1022 

Engineering 17 879 

Computer Science 7 654 

energy 2 483 

Psychology 4 349 

Decision Sciences 5 349 

Social Sciences 4 312 

Agricultur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1 62 

Environmental Science 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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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咨询部：常红 

资源推荐：读秀学术搜索 

读秀学术搜索是由海量中文学术资源组成的庞大知识库系统，是全球最大的

中文图书搜索及全文文献传递系统。其以 260多万种中文图书信息，170多万种

图书全文,6亿页中文资料为基础，为读者提供深入图书内容的章节和全文检索、

部分文献试读、全文文献传递等服务, 并且每年以十几万种新书增加。 

读秀学术搜索的主要功能： 

一、搜索资源。读秀通过搜索引擎的方式向读者服务，提供知识（全文）、

图书、期刊、报纸、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 6个主要搜索频道，可对图书的书目

信息、目录信息、全文内容进行立体的深度检索。通过读秀学术搜索，还能一站

式检索馆藏纸质图书、电子图书、期刊等各种异构资源，几乎囊括了图书馆内的

所有信息资源。 

二、获取资源。读秀“知识”检索，提供任一检索结果后翻 10页的知识点

阅读。“图书”频道的检索结果提供该图书的封面页、版权页、前言页、目录页

以及正文部分页（7-30页不等）的试读。如果该本图书本校图书馆有纸本或电

子全文馆藏，读秀提供给读者“本馆馆藏纸书”“本馆电子全文”两个相关链接，

可以使读者直接获取该书本校馆藏信息或者阅读电子全文。同时读者也可以通过

“图书馆文献传递中心”，对图书进行文献传递（图书原文将发送到读者邮箱）。

文献传递服务提供单次咨询不超过 50页，一周咨询总量不超过整本图书的 20%

的原文传递。 

信息咨询部：刘慧 

资源推荐：开放获取资源 

开放获取资源 Open Access Resources 是指放在互联网上可以自由获取的

学术性资源的总称。其出版模式有 OA期刊和 OA 文档或 OA仓储两种发布方式。 



OA期刊提倡的是用户利用 Internet就可以不受限制地访问期刊论文全文，OA期

刊的稿件很多都采用同行评审，OA期刊的质量有所保证，利用价值较高。 

OA仓储主要有两种类型：学科 OA仓储和机构 OA仓储。早期的 OA仓储多为学科

OA仓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 arXiv 电子印本文档库。机构 OA仓储一般由大

学、大学图书馆、研究机构、政府部门等创建和维护。   
0A资源一览表 

资源名称 资源类型 访问地址 

Scirus 科研搜索引擎 http://www.scirus.com/ 

Socolar OA 资源一站式检

索平台 

OA期刊 

OA仓储 

http://www.socolar.com/ 

西安交通大学开放存取

（OA）期刊共享集成平台 

OA期刊 http://oa.lib.xjtu.edu.cn/oa.do 

NSTL 开放获取期刊集成检

索试用系统 

OA期刊 http://oaj.nstl.gov.cn:8080/NSTL_O

AJ/ 

Open Science Directory OA期刊 http://www.opensciencedirectory.ne

t/ 

J-Gate OA期刊 http://121.244.165.162/Search/Quic

kSearch.aspx 

DOAJ OA期刊 http://www.doaj.org/ 

OpenDOAR OA仓储 http://www.opendoar.org/ 

HighWire Free Online 

Full-text Articles 

OA仓储 http://highwire.stanford.edu/lists

/freeart.dtl/ 

香港科技大学机构库 OA仓储 http://repository.ust.hk/dspace/ 

MIT OpenCourseWare OA仓储 1.http://ocw.zju.edu.cn/OcwWeb/ind

ex.jsp 

2.http://ocw.mit.edu/OcwWeb/web/co

urses/courses/index.htm 

UC Berkeley 

course/event webcasts 

-加州大学 

OA仓储 http://webcast.berkeley.edu/course

s.php 

Asiang 英文原版书籍开放

获取资源 

原版图书 http://www.asiaing.com/home/ 

山东工商学院预印本文库

导航 

预印本 http://tsg.sdibt.edu.cn/dianziziyu

an/yybwkdh.mht 

  信息咨询部：常红 

资源推荐：图书馆报                                                            

自 2010年 1月 1日起，《新华书目报·读者新书目（购书指南）》更名为《新

华书目报·图书馆报》，原刊号和邮发代号不变（1-88），其版面内容将继续在

《图书馆报》中呈现。《图书馆报》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主管、《新华书目报》主

办、中国图书馆学会协办，是目前我国惟一一份以“图书馆报”命名的专业媒体。

该报于今年 1月 1日始正式公开出版发行，目前为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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