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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动态 

图书馆 2014 年第 3 季度工作简讯 

7月 3日,我馆山东半岛经济特色库和煤炭经济特色库近日成功迁移到新平

台——CALIS特色数据库系统共享版。新平台是 CALIS三期建设内容，是基于 SaaS

应用的特色数据库管理系统。 

7月 12日，图书馆召开全馆大会，司千字馆长从资源建设、读者服务、文

体活动三个方面对图书馆上半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下半年在保证图书馆日常工

作正常、高效开展的基础上，自助服务提供、内部文化建设等将是工作重点。同

时司馆长对假期工作进行了安排，强调安全工作是重中之重。 

8月 21日，图书借阅二室、借阅五室及其他场所新增的标识系统安装到位，

新增标识系统与原标识系统在款式、材质及颜色等方面保持协调一致，对读者方

便、快捷地利用文献资料起到了准确的导引作用。 

8月 30日，图书馆新增阅览桌椅、沙发等办公家具到货安装并投入使用，

此次新增阅览座位近 500个，主要位于东校中心馆大厅、各楼层中厅及西校区分

馆借阅室、读者学习区。目前图书馆可为读者提供 2287个阅览座位，极大缓解

了图书馆学习座位紧张的问题。 

9月 9日，图书馆召开新学期全馆大会，司千字馆长从迎新工作、资源建设、

读者服务等方面介绍了下半年图书馆的工作安排；强调人才引进、文化建设等是

本学期或下学期争取取得实效的工作。张浩书记通报了切实加强图书馆直属党支

部建设的想法及图书馆工会本学期的主要活动。 

9月 15日，图书馆闭馆音乐提醒广播系统投入使用。 

9月 25日—27日，副馆长张毅君、文献借阅部主任马爱珍参加由中国矿业

大学图书馆承办的 2014年煤炭高等学校图书馆协作委员会馆长会议暨煤炭高等

学校图书馆联盟成立大会。 

办公室:沙淑欣 

营造“悦读”新境界——图书馆为读者开辟新学习空间 

空间与环境既是图书馆服务的载体，也是图书馆服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现有馆舍条件下，图书馆为进一步满足读者对自主学习区的需求，经过认真的

现场规划和实际测算，本着“实用、节约”的原则，对东校中心馆、西校区分馆

的阅览座位进行了重新调整布局，新增阅览座位近 500个。目前图书馆可为读者

提供 2287个阅览座位，极大缓解了图书馆阅览座位紧张的问题，是图书馆读者

服务人性化的又一新举措。  

此次新增阅览座位主要位于东校中心馆大厅、各楼层中厅、图书借阅二室及

西校区分馆经管图书借阅室、综合图书借阅室和读者学习区。为使阅览桌椅、沙

发等与原有阅览桌椅和沙发材质、款式、颜色等保持一致，在学校资产管理处的

大力支持下，采用续标方式补充采购以上图书馆家具。新学期伊始，新增阅览桌

椅、沙发全部到货，提供读者使用。同时，图书借阅二室、借阅五室及其他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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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的标识系统亦安装到位，新增标识系统与原标识系统同样保持协调一致，为

读者方便、快捷的利用文献资料起到了准确的导引作用。  

为读者创造一个功能性与审美性兼具的空间、构建儒雅的文化氛围一直是图

书馆工作的重点。此次为读者开辟新学习空间，进一步彰显了图书馆“以人为本、

读者至上”的服务宗旨，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办公室：沙淑欣 

文献借阅部调整布局、优化服务 

为了进一步凸显“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服务理念，为读者提供更优质、

便捷、舒适的学习和借阅环境，追求读者服务效益的最大化，图书馆在新学期，

对文献借阅部的布局和借阅时间进行了局部的调整。 

首先，充分挖掘馆藏空间，优化布局资源。应广大师生自主学习、阅览的需

求，本学期将东校区中心馆原来的第二、第三借阅室合二为一（第三借阅室由二

楼第二借阅室进出），阅览座位由原来的 173个增加到 235个，缓解了读者学习、

阅览座位紧张的压力，方便了读者对所需资料的取用，也得到了同学们的广泛认

可。 

其次，增强服务意识，增加流通借阅时间。在不影响读者借阅的情况下，由

五个借阅窗口合并为四个，借阅时间也由原来的每周一到周五白天借还延长到每

周七天白天都可借还，极大的满足了不同读者的借还要求。 

最后，为了给读者提供快捷方便的阅览服务，图书馆文献借阅室还增加、调

整了部分标识系统，使得指示牌更加醒目、更趋合理，也更加人性化。加上原有

的标识，读者能够更清晰、更方便的快速查询到自己所需要的文献资料。 

                                              文献借阅部：马爱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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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选择感兴趣的培训专题参加培训。 

培训地点 1：东校中心馆信息检索室（703室），讲座时间请参照时间表，或

者请老师和同学们以班级为单位与图书馆信息咨询部提前预约 ； 

培训地点 2：西校区图书馆一楼报告厅，讲座时间由您定，请老师和同学们

以班级为单位与图书馆信息咨询部提前预约。 

注意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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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信息咨询部联系电话：6903615-8216（或 8701），邮箱：

tsgzxb@sdibt.edu.cn。 

图书馆资源利用讲座时间表 

讲座时间 讲座内容 主讲 讲座地点 

10月 13日周一 16:00 信息资源的类型及获取方法 孙丽艳 图书馆东校区

mailto:tsgzxb@sdib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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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咨询部：常红 

图管会与新生携手畅游山商图书馆 

又是一年开学季, 为帮助新生尽快了解图书馆，熟悉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

由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组织策划的主题为“畅游山商图书馆”的入馆导航工作

顺利开展了。 

“畅游山商图书馆”的主要形式是老生

导引新生参观图书馆，讲解如何查找图书、

借阅图书、电子资源利用、图书馆标识系统

识别、图书馆开放时间等内容，并就图书馆

资源分布和有效利用等问题和新生进行现场

互动和沟通。 

自 9月中旬起的一周内，图管会成员及

志愿者们先后帮助政法学院、统计学院、会计学院等四个二级学院的新生完成了

入馆导航工作，并在相继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全校 13个二级学院的新生

入馆导航工作。大家在导航工作中表现积极，耐心的为新生介绍并一一解答了他

们对于图书馆方面的困惑，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一致好评。 

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 

10月 15日周三 16:00 大师经典推介与导读 任  虹 

10月 16日周四 16:00 论文写作与图书馆资源利用 刘  慧 

10月 20日周一 16:00 互动沙龙：利用网络、馆藏资源活学英语 董  宁 

10月 22日周三 16:00 巧用文献管理软件，写好专业学术论文 段于民 

10月 23日周四 16:00 MOOC时代，我们还在观望吗？ 常  红 

10月 27日周一 16:00 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检索案例分享 栾国霞 

10月 29日周三 16:00 新书好书连连看:玩转 OPAC 李芳懿 

10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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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3日周一 16:00 国内外博、硕士学位论文获取与利用 沙淑欣 

11月 5日周三 16:00 新技术体验:移动阅读与自助服务 肖  红 

11月 6日周四 16:00 中国知网电子期刊数据库检索与利用 栾国霞 

11月 10日周一 16:00 不列颠百科全书网络版——学习好帮手 吕郑芳 

11月 12日周三 16:00 电子图书学术搜索与文献传递 张毅君 

11月 13日周四 16:00 如何查找统计数据 陈利华 

11月 17日周一 16:00 毕业论文选题与写作技巧 陈浩义 

11月 19日周三 16:00 如何获取图书馆没有订购的学术资源？ 常  红 

11月 20日周四 16:00 电影赏析 姜  虹 

11月 24日周一 16:00 论文写作与图书馆资源利用 刘  慧 

11月 26日周三 16:00 环性与线性 ——中西文化差异 吕郑芳 

中心馆信息检

索室培训区

(由东校区中

心馆中厅坐电

梯到 7楼 70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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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慧     

段于民 

请各学院安排 

10-12月每周一、周四 
EBSCO 在线培训课表: 

https://ebsco-chinese.webex.com  

EBSCO培

训专员 
网络在线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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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咨询——连接图书馆与读者的纽带 

在利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过程中，读者囿于自己对图书馆的了解程度，不

可避免地会遇到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读者咨询就是对读者提出的问题给予解答，

帮助读者排除掉利用图书馆资源时遇到的障碍。不仅如此，读者咨询还是收集读

者体验、对读者加以引导和教育的过程。 

我馆除了读者当面咨询外，采用了新浪微博、电话咨询、电子邮件咨询、QQ

在线咨询等多种咨询形式。从开展信息咨询的实践来看，读者咨询的内容主要为

网上图书馆登录、随书光盘获取、图书馆订购数据库访问检索下载、数据库文献

的获取、图书馆各部室开放时间等问题，以及其他不属于图书馆利用方面的问题。

作为知识和信息在读者与馆员之间双向流动的载体，读者咨询确实成了读者联系

图书馆的纽带，解决了读者的大部分疑难问题，收集到了图书馆资源服务的反馈

信息，是一个对读者和馆员双方各取所需、双向实现的过程。 

我馆读者咨询反映出的问题主要是读者主动提高自己信息素养的能动性不

足以及受特定数据库喜好偏向性强。一方面，读者的信息素养偏低、检索技能差，

包括对常用的电脑软件掌握不够，从数据库或公共互联网上很容易搜索出来的资

料，自身往往检索不出来；另一方面，读者对已经掌握或运用熟练的数据库依赖

性强，而对其他的类似数据库没探索使用的兴趣，即使当前的数据库无法访问时，

也轻易不转到其他数据库。这一点在中国知网和书生之家数据库上表现得尤为明

显。因而，如何对读者的数据库试用习惯加以引导、帮助他们充分利用图书馆资

源，已成为读者咨询和读者培训工作要考虑的内容。 

信息咨询部：段于民 

IET Digital Library（IDL）数据库开通 

为满足我校教师读者对电子、电气、通讯、计算机、信息、控制、材料、机

械制造等高科技行业尖端信的信息需求，图书馆参加了 IDL数据库 DRAA集团采

购，该库经过试用，现已正式开通，访问期限为 2014年 10月至 2017年 9月。 

请读者点击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主页“外文数据库”和“电子期刊”模块，

选择“IET Digital Library”即可访问。 

IDL(IET Digital Library)是英国工程技术学会 IET (Institution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出版的全文数据库。是 IEL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数据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数据库包括 IET (前 IEE)期

刊 26种，杂志 1种，开放获取期刊 1种，以及 1200余会议录和研讨会全文。数

据内容回溯至 1994年。IDL收录的所有期刊和杂志均被 SCI，Inspec和 EI收录。 

IDL全文数据库拥有友好的界面，用户不仅可以通过多种检索方式检索到自

己所关注的信息，并且可以浏览、下载或打印出与原出版物版面一致的文字、图

表、图像和照片等全文信息。每周均有最新的文献添加入 IDL数据库。而且，每

年 IET 均会有新的出版物加入 IDL。 

信息咨询部：常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