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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动态 

加快内涵发展  提升服务质量 

图书馆的内涵发展主要是指提高图书馆的馆藏质量、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

重视诸多层面关系的协调，注重整体功能的增强。 

在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外延发展与内涵发展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外延

发展是图书馆发展的基础，没有足够的资金,没有一定规模的馆舍、文献资源以

及最基本的现代化设备，图书馆为教学和科研服务就不能正常进行,更谈不上提

高质量。在图书馆发展的一定时期,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图书馆需要扩大规模,加

快发展步伐,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时,外延发展往往表现为图书馆发展的主要

形式。但是衡量一个图书馆的好坏，不仅仅在于馆舍的大小、藏书的多少，更在

于它能为读者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和服务。图书馆的服务水平、服务质量和信息提

供能力才是一所图书馆价值的真正体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在任何时期,

图书馆都必须加强内涵发展。特别在图书馆进入稳定发展时期,有稳定的规模、

良好的物质基础为前提,内涵发展必然表现为图书馆发展的主要形式。 

近几年，我院图书馆在学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投入了

不少的资金，使图书馆外延发展有了很大的变化：新馆舍建设投入使用、老馆舍

屋面维修、室内墙面粉刷、给排水管道更换、卫生间整修改造、一卡通门禁系统

安装使用、电子阅览室电脑设备更新、磁盘阵列、计算机、书架、报刊架、书车、

检索柜、工作台、窗帘等设备家俱的增置、图书馆标识系统制作等等，都为图书

馆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提高文献信息服务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我

们要以此为契机，加快图书馆内涵发展，把图书馆建设成为环境优美、技术先进、

管理科学、功能齐备的现代化图书馆。 

内涵发展，就要转变“重藏轻用”的观念，提高馆藏质量。在网络环境下，

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制胜法宝不再是追求一馆的“大而全”或“小而全”，图

书馆的资源概念突破了传统的“馆藏”局限而扩展到整个网络；图书选择的信息

源产生分化和重新组合,不仅包括印刷型文献,而且包括电子文献、网络文献等非

印刷型文献。加强图书馆信息资源的优化管理，努力建设一个科学、合理、节约、

实用的文献保障体系，是图书馆内涵发展的重要内容。近几年，我馆馆藏质量有

了很大的提高，各类型的文献资源，基本上能够满足不同读者的信息需求，我们

将进一步加大对文献资源利用率及读者信息需求的调研，不断完善馆藏结构，构

建一个适合我院教学科研需求和学科发展的文献保障体系。 

内涵发展，就要强化内部管理，努力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要以开放性

思维审视自己的管理活动，不断更新管理思想，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理念以及

服务观念、竞争观念、经济效益观念和经营战略观念等，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手

段，实现规范化管理，使图书馆各项工作做到标准化、系统化、文明化；要坚持

以需求为基础的图书馆管理原则，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随着我馆馆舍环境

的改善，图书馆提出了发展思路要实现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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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了《煤炭经济、

半岛经济特色库》建设；有针对性地加大了读者培训工作力度；建立健全了图书

馆规章制度；完善了各部室服务功能。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服务力度，增加服务内



容，转变服务方式。认真贯彻施行图书馆 2010 年 1 月 1 日制定发布的《山东工

商学院图书馆规章制度》，努力实现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内涵发展，就要建立一支一流的馆员队伍。馆员是提高服务质量、打造服务

品牌的实践者，全面提高馆员的综合素质是提高办馆水平和服务水平的根本保证。

要注重对馆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规范文明服务言行，大力倡导馆员自尊、自强、

爱岗、敬业和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职业理念，使馆员自觉地在为读者服务过程

中注重人格和内在素质的塑造，以身作则，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读者。同时还

要为提高馆员的业务素质创造条件，不断加强业务培训，提高馆员的业务技能和

专业水平。目前，我馆已具备了一支综合素质较高的馆员队伍，但随着信息时代

的快速发展，馆员的思想素养和业务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要通过各种培训

和学习，不断提升馆员的综合素质，使馆员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和行为修养，无

私的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过硬的业务素质和工作技能，积极的自学精神和创新

精神，为我院文献信息服务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副馆长：于维娟 

我馆组队参加胶东地区高校图书馆排球邀请赛 

7 月 10 日－11 日，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我馆女队、

我馆与滨医联队（男）参加了青岛农业大学图书馆承办的“2010 年胶东地区高

校图书馆排球赛暨山东高校图书馆排球邀请赛”，在强手如云的参赛队伍中，我

馆女排顽强拼搏，获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 

参加本次比赛的图书馆有：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建筑大学、济南大学、山东

理工大学、烟台大学、鲁东大学、山东工商学院、滨州医学院、青岛科技大学、

青岛农业大学、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等 11所高校图书馆。 

此次比赛加深了各兄弟馆之间的友谊，为我馆“进一步加强由周边（烟威青）

向外延伸”的馆际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 

信息咨询部：常红 

我馆汇文文献信息服务系统升级到 LIBSYS 4.0 

7月 2日，我馆汇文文献管理系统由原来的 3.5版本升级到 4.0版本，新版

完善了很多功能，使用起来更加高效、便捷。 

采访子系统完善了数据批量验收、送编交接、图书催缺的限制条件等功能，

增加不限书商和验收批次等功能，提供更为完善书商数据的处理功能；编目子系

统秉承并完善优化了 3.5版本 MARC编辑，MARC资源获取，增加了 MARC工作区、

种次号缺号查询及 MARC 子字段内容的简繁互转等功能；流通子系统增加了更为

完善的管理功能，优化了业务处理流程模式，丰富了更加友好的工作界面和人性

化的操作方式；连续出版物子系统增加了验收典藏等功能；统计分析模块采用科

学的算法，可以更为方便地进行数据挖掘，决策分析；新一代图书馆 OPAC系统，

结合 Web2.0 的最新技术，充分体现了 Library 2.0 信息服务模式。增加了全文

检索、检索词参考翻译、书目信息页面中显示 google 全文、从豆瓣网获取封面

内容简介、读者发表书评及自定义我的图书馆首页等功能，为读者提供了高效、

快速、精确的信息检索服务以及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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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部：肖红 

图书馆召开特色文献库建设讨论会 

7月 6日上午，图书馆召开特色库建设讨论会，馆领导及信息咨询部、办公

室、文献采编部、文献借阅部相关老师参加了讨论会。 

会议中司千字馆长重申了特色文献库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特色文献库

前期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童静老师介绍了特色文献库的建设动态和遇到的问题。

与会的各位老师就特色文献排架、采购等工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分析并提出了

解决方案。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特色文献库建立以半岛经济、能源经济、年鉴

为特色文献的工作目标，为下一步的文献挑选工作指明了方向。 

信息咨询部：童静 

图书馆卫生间维修改造工程顺利完工 

新学年伊始，最让全体图书馆人开心的事就是图书馆工作人员和读者能用上

维修改造一新的卫生间。图书馆卫生间维修改造也是 2010 年暑期图书馆的一件

大事，7 月 13 日，资产与后勤处进行了工程招标，潍坊京九防水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中标。7 月 18 日，工程开工，从拆除原有设施，到地面、墙体维修，到安

装新设施，8月 18日，卫生间维修改造工程如期顺利完工。 

图书馆楼自 1997 年投入使用后，因利用率高、使用期长，卫生间水管、水

龙头、冲水设施等严重老化，漏水、堵塞、零件损坏现象时有发生，卫生间也成

了图书馆报修最多的地方，而哪坏修哪已无法解决根本问题。针对这种情况，馆

领导多次与学校和资产与后勤处领导协商并打报告，希望能对图书馆卫生间进行

全面的改造维修。学校和资产与后勤处对此非常重视，在实地了解具体情况后，

决定利用暑期对图书馆卫生间进行全面维修改造。此次改造维修项目包括：更换

隔断、便坑、便池，冲水管、连接水管等，维修水池、地面、墙面磁砖，安装洗

手台、镜子、脚踩冲水，管道、暖气片粉刷银粉等，在改造上，为方便读者，特

强调安装了镜子和挂物钩，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化设计理念。 

图书馆卫生间维修改造是继 2009 年图书馆旧馆屋面维修、消防给水管道更

换、内墙粉刷等大型工程后又一较大工程。维修改造后的卫生间投入使用，使图

书馆的整体物理环境更上一层楼。 

办公室：沙淑欣 

图书馆新生入馆教育活动顺利结束 

    10月 13-16日晚 7点，在大学生艺术中心礼堂，图书馆开展了全校针对 2010

级 5000 余名新生的集中入学教育活动，新生入馆教育是入学教育的重要一环，

为了达到较好的培训效果，咨询部老师在以往授课经验的基础上调整了思路，以

问题导出的方式将图书馆的纸本馆藏与数字资源、开放时间、借阅流程与规则等

新生常见问题予以介绍，鼓励新生有效利用图书馆积极自主学习，成为具有较高

信息素养的新一代大学生。与此同时，经过第五次修订的《入馆导航》、《新生同



学利用图书馆须知》也如期发到了新生手中，成为大学生利用图书馆的有效参考

工具。 

活动期间，由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组织的老生志愿者带领新生参观图书馆

的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从一楼大厅的检索机一直到七楼的样本书阅览室，志

愿者们向新生熟练地介绍每个部室的功能及注意事项，消除了新生利用图书馆的

顾虑，为其有效利用图书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信息咨询部：常红 

图书馆 2010 年下半年读者培训时间表 

为了让读者了解图书馆，熟悉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图书馆通过开设培训讲

座（免费）进行读者信息素养教育。培训内容涉及各学科的资源介绍和检索技术

以及各种类型文献的获取技巧。培训通知通过图书馆主页的读者培训发布，并在

图书馆大厅的布告栏张贴。欢迎大家选择感兴趣的培训专题参加培训。 

如果您感兴趣的内容培训时间与您的时间冲突，请联系信息咨询部进行预约

培训，同一专题在同一时间预约人数达到 10 个，将会在预约人满的下周举办培

训，我们会通知各位培训安排。 

图书馆 2010年下半年读者培训时间表 

时   间 培 训 内 容 教  师 讲座地点 

10月 11日（周一）16：00--17：00 1.信息资源的类型及获取方法 孙丽艳 

10月 13日（周三）16：00--17：00 2.馆藏书刊的排架与查找 王晓清 

10月 15日（周五）16：00--17：00 3.论文写作与图书馆资源利用 刘  慧 

10月 18日（周一）16：00--17：00 4.如何查找、利用随书光盘 段于民 

10月 20日（周三）16：00--17：00 5.如何利用图书馆主页 于维娟 

10月 22日（周五）16：00--17：00 6.如何查找统计数据 常  红 

10月 25日（周一）16：00--17：00 7.中文电子期刊数据库检索与利用 沙淑欣 

10月 27日（周三）16：00--17：00 
8.中外文学位论文数据库检索与利

用 
段于民 

10月 29日（周五）16：00--17：00 
9.文献传递与中文电子图书学术搜

索 
常  红 

11月 01日（周一）16：00--17：00 10.大师经典推介与导读  任  虹 

11月 03日（周三）16：00--17：00 
11.Science Direct online等数据库

的检索与利用 
刘  慧 

11月 05日（周五）16：00--17：00 12.EBSCO等数据库的检索与利用 常  红 

11月 08日（周一）16：00--17：00 
13.电子印本（工作论文、预印本等）

文库的检索与利用 
刘  慧 

11月 10日（周三）16：00--17：00 14.常用社科工具书及其利用 张毅君 

图书馆信

息素养教

研室（223

室） 

信息咨询部：刘慧 

资源推荐：方略学科导航 

为配合特色数据库建设、促进我校学科发展，图书馆与雷速公司结合我校的

http://lib.sdibt.edu.cn/xxzx/%E5%9B%BE%E4%B9%A6%E9%A6%862010%E4%B8%8B%E5%8D%8A%E5%B9%B4%E8%AF%BB%E8%80%85%E5%9F%B9%E8%AE%AD%E8%AE%A1%E5%88%92.m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