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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动态 

2014 年图书馆电子资源订购动态 

根据 2013 年 12 月 21 日院图书情报委员会 2013 年年会各委员的荐购意见、

2013 年 12 月中旬针对教师进行的 2014 年电子资源采购意见征询调查结果、读

者的日常反馈以及数据商提供的 2013年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数据，图书馆 2014年

电子资源订购策略做了一些调整。续订 2013 年购买的 26 种电子资源；停止

ScienceDirect Online数据库更新；增订 Emerald经济管理学期刊数据库、IET 

Digital Library、美国数学学会电子刊、NoteExpress 文献管理软件、超星移

动图书馆。 

相关资源链接在图书馆主页上都已做更新，欢迎读者访问利用。 

2014年图书馆订购的电子资源一览表 

类别 语种 电子资源名称 
中文 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外文 EBSCOhost 数据库 
Emerald 经济管理学期刊数据库（新增） 
IEEE 计算机学会全文期刊数据库 
IET Digital Library（新增） 
SAGE 过刊库 
ScienceDirect online 数据库（2014 年停止更新，

可访问 2001-2013 年已购数据） 
SIAM 电子期刊 
美国数学学会电子刊（新增） 

中文 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 
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全文库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库 

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库 

外文 ProQuest 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会议论文数据库 
中 外

文 
IEEE 计算机学会会议录数据库 
万方会议论文数据库 

中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煤炭数字图书馆暨安全生产数字图书馆 
搜数网 
中国股票市场数据库系列 
中国资讯行高校财经数据库 

统计数据、事实类数据库 

外文 不列颠百科全书网络版 EB Online 

电子图书 
中文 超星电子图书 

读秀学术搜索 
书生之家电子图书 

http://proquest.calis.edu.cn/umi/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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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E 线图情 
NoteExpress 文献管理软件（新增） 
爱迪科森就业培训多媒体数据库 
超星移动图书馆（新增） 
方略学科导航 
高校教学资源库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中科 VIPExam 考试学习资源数据库 

其他 

外文 JCR 期刊分区表 
MathSciNet（《数学评论》）数据库 

信息咨询部：常红 

2014 上半年图书馆资源利用讲座时间表 

为了让广大师生了解图书馆，熟悉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提高个人信息素养，

图书馆面向全院师生开设免费培训讲座，培训内容涉及各学科的资源介绍和检索

技术，各种类型文献的获取技巧。欢迎大家选择感兴趣的培训专题参加培训。 

本学期的图书馆资源利用讲座在东西校区图书馆同时进行。 

培训时间：一个小时左右，具体开始时间请大家参考时间表。 

培训地点：东校中心馆信息检索室（703室）；西校区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注意事项： 

1.如果您感兴趣的内容培训时间与您的时间冲突，您可联系信息咨询部进行

预约以便单独培训（人数需达到 8个以上）。 

2.专业课教师如需在课程中加入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知识，请联系图书馆信

息咨询部。 

3.信息咨询部联系电话：6903615-8216（或 8701），邮箱：

tsgzxb@sdibt.edu.cn。图书馆（东校区）资源利用讲座时间表 

讲座时间 讲座内容 主讲 讲座地点 

3月 13日周四 16:00 信息资源的类型及获取方法 孙丽艳 

3月 17日周一 10:00 网络和实物随书光盘的获取与利用 刘  慧 

3月 19日周三 14:30 互动沙龙：利用网络、馆藏资源活学英语 董  宁 

3月 20日周四 16:00 巧用文献管理软件，写好专业学术论文 段于民 

3月 24日周一 10:00 如何利用 GOOGLE查找学术资源 常  红 

3月 26日周三 14:30 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检索案例分享 栾国霞 

3月 27日周四 16:00 论文写作与图书馆资源利用 刘  慧 

3月 31日周一 10:00 新书好书连连看:玩转 OPAC 李芳懿 

4月 2日周三 14:30 考试、就业与图书馆多媒体学习库资源利用 段于民 

4月 3日周四 16:00 国内外博、硕士学位论文获取与利用 沙淑欣 

4月 7日周一 10:00 新技术体验:移动阅读与自助服务 肖  红 

4月 9日周三 14:30 中国知网电子期刊数据库检索与利用 栾国霞 

4月 10日周四 16:00 不列颠百科全书网络版——学习好帮手 吕郑芳 

4月 14日周一 10:00 电子图书学术搜索与文献传递 张毅君 

图书馆信息检

索室培训区

(由东校图书

馆中厅坐电梯

到 7楼 703室) 

mailto:tsgzxb@sdib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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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西校区）资源利用讲座时间表 

信息咨询部：常红 

青春焕发的山商图书馆 

2013年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搬迁和重新整理后，山商图书馆以暂新的面貌

开始迎接同学们了。从一室到五室各个借阅室内书架干净整洁，书籍整齐有序，

在硬件设施上，新增加了检索机，以及在书架的空档里添了很多色彩鲜艳的小型

沙发，不但可以供同学们坐着看书，还让人感觉面貌焕然一新，心旷神怡。同时

为了让同学们更方便地学习，还做了更切合实际的变更，就是可以带书进入各个

借阅室，真正实现了借阅一体化，如此一来，同学们可以一边查阅资料一边学习，

使不同的学习工具可以相互参考，相互印证，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于是，

4月 16日周三 14:30 如何查找统计数据 陈利华 

4月 17日周四 16:00 毕业论文写作:选题与阅读文献 陈浩义 

4月 21日周一 10:00 MOOC时代，你还在观望吗？ 常  红 

4月 23日周三 14:30 大师经典推介与导读 任  虹 

4月 24日周四 16:00 电影赏析 姜  虹 

不定期，请学院根据需

要与图书馆联系 
信息资源有效获取(教师专题,请提前预约) 

常  红     

段于民 
请各学院安排 

讲座时间 讲座内容 主讲 讲座地点 

3月 17日周一 14:30 信息资源的类型及获取方法 孙丽艳 

3月 19日周三 14:30 网络和实物随书光盘的获取与利用 刘  慧 

3月 20日周四 16:00 互动沙龙：利用网络、馆藏资源活学英语 董  宁 

3月 24日周一 14:30 巧用文献管理软件，写好专业学术论文 段于民 

3月 26日周三 14:30 如何利用 GOOGLE查找学术资源 常  红 

3月 27日周四 16:00 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检索案例分享 栾国霞 

3月 31日周一 14:30 论文写作与图书馆资源利用 刘  慧 

4月 2日周三  14:30 新书好书连连看:玩转 OPAC 李芳懿 

4月 3日周四  16:00 考试、就业与图书馆多媒体学习库资源利用 段于民 

4月 7日周一  14:30 国内外博、硕士学位论文获取与利用 沙淑欣 

4月 9日周三  14:30 新技术体验:移动阅读与自助服务 肖  红 

4月 10日周四 16:00 中国知网电子期刊数据库检索与利用 栾国霞 

4月 14日周一 14:30 不列颠百科全书网络版——学习好帮手 吕郑芳 

4月 16日周三 14:30 电子图书学术搜索与文献传递 张毅君 

4月 17日周四 16:00 如何查找统计数据 陈利华 

4月 21日周一 10:00 毕业论文写作:选题与阅读文献 陈浩义 

4月 23日周三 10:00 大师经典推介与导读 任  虹 

4月 23日周三 14:30 MOOC时代，你还在观望吗？ 常  红 

4月 28日周一 14:30 电影赏析 姜  虹 

 

 

 

 

 

西校区图书馆

一楼报告厅 

不定期，请学院根据需

要与图书馆联系 
信息资源有效获取(教师专题,请提前预约) 

常  红    

段于民 
请各学院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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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图书馆看书学习的同学开始络绎不绝，平时早早就到了图书馆，晚上一直要等

到关灯关门才离开，风雨挡不住同学们的步伐，周末也是如此。在这样的图书馆，

处处散发着书籍的香味，处处走动着求知的身影，处处流露出探索的眼神，处处

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人们无拘无束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汲取着知识无私地给

予的营养，这里可以让同学们成长为一只只羽翼丰满的雄鹰，展翅翱翔于蔚蓝的

天空。 

同学们，山商图书馆因你们的到来而充实，因你们的求知而高兴，因你们的

自强不息而又青春焕发了。 

文献借阅部：李希红 

西校区图书馆给“小红帽”点个“赞” 

阳春三月，清风和煦，万物复苏，朗朗的读书声和着穿梭往来着的一张张充

满朝气的面孔，使校园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清新和谐的良好氛围。 

在这充满生机活力的时节，西校区图书馆迎来了一顶顶学雷锋“小红帽”，

他们是来自外国语学院和中加高等应用技术学院的志愿者们。“小红帽”利用课

余时间，相约来到西校区图书馆协助馆务人员美化环境。在与馆方短暂的接洽之

后，他们便开始了分工合作。有的抹玻璃，有的擦书架，有的拖地板，有的运垃

圾，忙而不乱，井井有条，不大的功夫，各个阅览室的就他们被整饬一新。我们

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谁说我们的大学生素质低？谁说我们的孩子们不担当？

“小红帽”用实际行动给自己加了分、给自己正了名。西校区图书馆全体员工要

给我们可爱的“小红帽”点个“赞”。 

古人云：“山蕴玉而生辉，水怀珠而川媚”，如果说把我们的校园比作山、

川的话，那么这些莘莘学子不正是山、川蕴怀的玉、珠吗？我们衷心地希望这些

玲珑剔透的“玉”和熠熠生辉的“珠”，将来怀揣爱家之心和报国之志步出校门，

用美丽的心灵和聪明的才智去装点自己的人生、奉献我们的社会，把我们赖以支

撑“中国梦”的精神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西校区分馆：姜虹 

图书馆自助服务的利用 

图书馆自助服务，是指图书馆读者根据自身的阅读兴趣、需要偏好等因素自

主地完成以前由馆员来完成的借阅、检索、文献复印等活动， 从而实现自主服

务的一种方式。自助服务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图书馆服务领域，成为图书馆提高服

务能力的新走向。读者利用自助设备通过人机对话方式，可以获取人性化和个性

化的服务，便捷地实现检索等功能。                                                                                                                                                      

我馆开展的自助服务模式包括: 

自助信息检索服务。咨询馆员已对馆内信息资源和馆外相关信息资源进行加

工分类整合, 使之形成可直接按需查找的资源, 用户无需与咨询馆员进行交流

即可自主查找所需信息解决问题。 

自助打印复印服务。中心校区和西校区图书馆大厅各有一台自助设备提供服

务。读者可通过校园网内的任意计算机发送打印需求，自行到服务点进行打印、

复印扫描等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