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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简介 

QQ群名称：圕人堂(LibChat) 

QQ群号： 311173426 

适宜人群：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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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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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根据群消息管理器整理，按时间顺序。 

（1） 会议信息 

图谋：“近段时间各种会议相当多。比较期待诸位成员分享会议信息、参会

心得等。规整的参会心得，欢迎供科学网圕人堂专题选用。圕人堂群的活力，有

待大家共同激发，彼此将因此更受益。” 

1） 吴育*：“大家好！关于会议文献的，中科院开发的重要会议开放资源采集与

服务系统 http://or.clas.ac.cn/Home 上有挺多资源。有需要了解的可以看

看。”转身遇见：“图书馆行业的会议总是很紧凑。”  

2）图谋：“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大赛举办

http://www.hb.xinhuanet.com/2015-10/16/c_1116851694.htm 2015年 10月 16

日《新华网》俞俭 陈岩经过角逐，四川大学图书馆‘光影阅动－微拍电子书’、

清华大学图书馆‘读有故事的人，阅会行走的书’、上海交大图书馆‘鲜悦：以

人为书，分享智慧’、北京大学图书馆‘书读花间人博雅’、武汉大学图书馆‘拯

救小布之消失的经典’、天津财经大学‘书与剧的碰撞，你与我的思扬’话剧比

赛等６个案例获得一等奖，１２个案例、１７个案例分获二、三奖；香港大学图

书馆、香港理工大学图书馆、澳门大学图书馆的参赛案例获得特别奖。” 

3）亦天：“江苏省高校图书馆馆藏建设与发展高级研修班--2015 年 10月 江苏

无锡 江南大学图书馆 相关课件下载地址：

http://202.195.144.50/meeting/index.asp 。” 

4）自由世界：“2015年阅读推广峰会（秋季）暨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

会成立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临沂开幕. 

http://www.lystsg.com/News_View.asp?NewsID=1075 ” 

5）惠涓澈：“2015 年阅读推广峰会（秋季）暨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

成立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在临沂成功举

办.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jE1MDYyOQ==&mid=400084753&idx

=1&sn=d66370fdb273ba561f78a2d99156d3fa&scene=23&srcid=10194k3dP1GGspD

Sk3WTdtFL#rd 。”会议资料： 

专家报告 http://www.lib-read.org/newsshow.jsp?id=1545  

案例分享 http://www.lib-read.org/newsshow.jsp?id=1546  

王梅：“彩云之旅阅读推广团队的惠涓澈美女在临沂做彩云之旅阅读推广案例汇

报，讲解的十分精彩，体现了个人的魅力。”   

 

http://or.clas.ac.cn/Home
http://www.hb.xinhuanet.com/2015-10/16/c_1116851694.htm
http://202.195.144.50/meeting/index.asp
http://www.lystsg.com/News_View.asp?NewsID=1075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jE1MDYyOQ==&mid=400084753&idx=1&sn=d66370fdb273ba561f78a2d99156d3fa&scene=23&srcid=10194k3dP1GGspDSk3WTdtFL%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jE1MDYyOQ==&mid=400084753&idx=1&sn=d66370fdb273ba561f78a2d99156d3fa&scene=23&srcid=10194k3dP1GGspDSk3WTdtFL%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jE1MDYyOQ==&mid=400084753&idx=1&sn=d66370fdb273ba561f78a2d99156d3fa&scene=23&srcid=10194k3dP1GGspDSk3WTdtFL%23rd
http://www.lib-read.org/newsshow.jsp?id=1545
http://www.lib-read.org/newsshow.jsp?id=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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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分享 

1）Nalsi：“给本人的微信公众号做个广告：欢迎各位关注。如果这个链接打不

开，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Nalsi的图情笔记’。”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DA1MDkzNA==&mid=209399014&idx=1&

sn=9781e4e43dab443410f58f88d12fa849#rd 小河：“怎样在电脑上进入这个的主

页啊？看到这个微信的全部文章，电脑。”Nalsi：“我也不知道。。。对微信公众

号的功能还在探索中。”天外飞仙：“在微信中看多好。”Nalsi：“在手机上能看

到全部文章的。”天外飞仙：“可直接存到相关的笔记软件中。”Nalsi：“只是一

个很有趣的功能需求。” Nalsi：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DA1MDkzNA==&mid=400057960&idx=

1&sn=801d48ad338c06849df8bce16137d97b#rd‘五点建议帮助图书馆和用户、合

作伙伴或者利益相关者实现更好的交流’。” 

2）刘建*：“图书馆“走进”书店的启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9813896&idx=1&

sn=c65f1b2cca2f6e8cb17c37d94140f1eb&scene=23&srcid=10168d2oTFbb2jLWwo

dmnBM9#rd 

掌阅 iReader 电纸书秋读欣赏

http://tech.hexun.com/2015-10-16/179885041.html ，关注阅读体验如何和价

格。” 

3）图谋：“王云才.早就给跪了.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3458-928447.html 该小小说中有十三五

规划、学科排名、ESI、数据库、图书馆……”敬堂：“有意思。注重实效性，通

过剪短风趣的故事来反应现实高校学术的问题跟办学追求的宗旨。” 

4）图谋：“赵美娣.当查新报告成为结题的必要条件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929554.html 

王飞跃.情报 5.0: 平行时代的平行情报体系.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374-929462.html 。” 

 

（3）可视化工具 

淘气娃娃：“群里有对可视化工具了解的么？帮忙介绍介绍。”朗月孤舟：

“CITESPACE， 

BICOMB，UCINET6。”闽南师*：“看研究目的和数据选择。”淘气娃娃：“对水产养

殖学科发文情况统计、分析，数据库用 CNKI。”Nalsi：“最近在上超美老师的课，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DA1MDkzNA==&mid=209399014&idx=1&sn=9781e4e43dab443410f58f88d12fa849#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DA1MDkzNA==&mid=209399014&idx=1&sn=9781e4e43dab443410f58f88d12fa849#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DA1MDkzNA==&mid=400057960&idx=1&sn=801d48ad338c06849df8bce16137d97b#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DA1MDkzNA==&mid=400057960&idx=1&sn=801d48ad338c06849df8bce16137d97b#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9813896&idx=1&sn=c65f1b2cca2f6e8cb17c37d94140f1eb&scene=23&srcid=10168d2oTFbb2jLWwodmnBM9#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9813896&idx=1&sn=c65f1b2cca2f6e8cb17c37d94140f1eb&scene=23&srcid=10168d2oTFbb2jLWwodmnBM9#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9813896&idx=1&sn=c65f1b2cca2f6e8cb17c37d94140f1eb&scene=23&srcid=10168d2oTFbb2jLWwodmnBM9#rd
http://tech.hexun.com/2015-10-16/17988504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3458-92844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92955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374-9294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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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听到有人推荐 Citespace肯定会高兴的。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Citespace

好难用。”Nalsi：“@淘气娃娃，数据库用 CNKI，那应该试试 Citespace。”朗月

孤舟：“建议使用 BICOMB，再用 UCINET6 可视。” 

（4）编目图书著录码洋和实洋价格的讨论（续上一期图人堂周讯） 

Grace：“大家好！在此想向大家做一个编目问题调研，你们馆在编目过程中，是

著录的码洋价格还是实洋价格？还是两个价格在编目系统都有体现？非常感谢

大家！”伊丰：“@Grace 肯定是码洋，不好做实洋。”印度阿三：“中文图书只做

码洋。”Grace：“谢谢！主要是调研一下，好有个数据说服上层。发现，目前还

是有系统做实洋的，就是想具体了解一下是那些系统可做。”海边：“采购系统是

实洋，编目数据是码洋。”Grace：“目前调研来看，发现金盘有码洋和实洋同时

著录功能。”晨曦：“我们都做码洋。”印度阿三：“上次说过码洋同实洋有个折算

问题，四舍五入如何处理，最后累积会不会有问题。”Grace：“发现有馆在做实

洋，他们的具体操作细节还在学习中。”酉卒林夕：“汇文可以码洋实洋一起录，

只不过实洋是在登记的时候每批通过折扣算出来的，遇上四舍五入的误差，在一

个发票的书里面找上一批次改下就可以了。”印度阿三：“那编目的时候怎么做，

我对于操作细节比较感兴趣，有没有详细介绍。” 酉卒林夕：“编目不管，只在

登记环节体现，对账报账都是用登记财产账对，我们集团公司是上市公司，一年

审计四五次，没有任何问题。”海边：“上周群里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见上一期周

讯。”Grace：“好的，真心觉得‘圕人堂’的强大，能够学习到很多东西。”酉卒

林夕：“登记时是分批次的，大概 20-30 种一批，每批登记完，这批次所有码洋*

折扣，实洋算出后写在这批次后面就行了，对账的时候开那些批地发票调出来看

实洋和码洋就行了。”伊丰：“和编目肯定没关系实际在验收模块里。但我们一般

不做。”印度阿三：“那跟我们一样的。有没有考虑过做资产注销怎么弄。”酉卒

林夕：“我们这边财务要求很严格，实洋报账，差一分都不行，解决四舍五入也

可以让书店根据图书馆算得实洋开票。我们现在还没做过注销。”伊丰：“报账没

问题  按照码洋清单 招标折扣执行就可以了。”印度阿三：“我们有这个问题，

注销的时要算实洋怎么办。登记是按批算的，但注销是按本算的。” 

（5）国内目前自助借还系统厂家 

Lee：“我想了解一下。国内目前自助借还系统厂家主要有哪些？谢谢。”安哥拉

兔：“博美迅，感创，还有 3m。”小辉：“深圳海恒，上海阿法迪，宁波博一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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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文章相似度查重 

风轻云淡：“文章相似度查重这样算不算高，哪位老师能帮忙指点下。” 

 

烟大圕张*：“这需要使用这个结果的单位或部门认定。”伊丰：“要求不一样。”

风轻云淡：“核心刊一般要求是多少。”Desper*：“应该是 10 以下。”伊丰：“要

求也不一样，10%的大多数。”海边：“重复字符数是什么意思，像图书馆学论文

中反复出现‘图书馆’这些字样，重复数会很高啊。” Desper*：“词语不算重复

的。”富+1：“这样看来，感觉用死的软件来决定一篇论文的生死，判断作者的学

术不端，非常残忍。”Desper*：“知网的检测系统的阀值不同，重复字数的要求

也不一样，如果是好几万字的论文，一般几十字的都不算重复。但是对于一篇几

千字的学术论文。一般连续重复超过 13 个字，就会标红。国知网对该套检测系

统的灵敏度设置了一个阀值，该阀值为若为 5%，以段落计，低于 5%的抄袭或引

用是检测不出来的，这种情况常见于大段落中的小句或者小概念。举个例子：假

如检测段落 1有 10000字，那么引用单篇文献 500字以下，是不会被检测出来的。

知网论文检测的条件是连续 13个字相似或抄袭都会被红字标注，但是必须满足

一个前提条件：即你所引用或抄袭的 A文献文字总和在你的各个检测段落中要达

到 5%。”Desper*：“这个是网上翻到的，具体出处不详，权威性也不能保证，做

个参考吧。”富+1：“谢谢 Desperado 的解释，有点了解了。” 

（7）图书馆期刊的增刊录用与用于评职称问题 

冰花微雪：“各位老师，有没有人了解情报科学增刊怎么样。”Desper*：“很不怎

么样，所有投到他们刊物的论文，只要正刊不收，都会给个增刊录用通知。而且

标题中不会注明是增刊，直接写录用通知，这一点特别的混淆视听。”冰花微雪：

“好像录用的还挺快的。增刊是不是还不如普刊呢？”biochem：“是的。俺们这

里增刊上的论文根本不算论文。”冰花微雪：“好吧，被录用为增刊的话可以撤稿

吗。”蜂鸟：“评职称，增刊也不算的。”富+1：“我们也是不算增刊的。”冰花微

雪：“恩，大概了解了，谢谢各位老师。” 

（8）高校电子资源建设情况查询 

平湖晓色：“各高校的电子资源建设力度在逐年加大，纸质资源与电子资源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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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比例也明显变化，全国高校图工委的发展报告似乎比较滞后，统计数据类型也

非常有限，比如我要查师范类院校年度订购资源（数据库）种数，就很困难，看

了下各馆计算标准也很不一致，自建的、免费的应该不能算在内，因为这些不占

资源经费的。” 

（9）高校专业抽检对图书馆订购期刊数量的要求 

墨梅：“大家好，我想了解下高校专业抽检的时候对外文期刊征订有要求吗？”

蜂鸟：“高校评估的时候对外文数字资源会有要求。”墨梅：“杂志数量没有要求

是吗？”墨梅：“以前我馆没有征订过外文期刊，今年听说专业抽检好像对这块

有要求，所以想了解一下的，谢谢各位同仁。”刘建*：“电子刊有的话可以不订

纸刊。专业期刊覆盖率有要求。先统计一下电子刊中的专业期刊情况。” 

（10）动态图书馆主页进行外包公司的尝试 

苏州—罗：“各位老师，咨询一下，动态图书馆主页、外包公司，大概多少钱？

贵馆有没有尝试过？”平湖晓色：“应该看建站设计工程量大小了，与具体技术

要求有关。”苏州—罗：“是的，网站报价要看具体工程量。”平湖晓色：“感觉与

开发商沟通提设计要求，比自己亲自动手还费劲。”麦子：“这种事的确自己做比

较好，图书馆有其特殊性不说，每个图书馆的要求也不尽相同。而且，这其实是

个常年的活。我们的新网站设计做了一年，原来 7/1换新的，但估计年底能做好

就不错了，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很多文字内容的斟酌。”图米：“确实技术只是个

工具，内容才是价值。”逗逗：“但是人们总希望一劳永逸，做完就歇着。”图米：

“有很多现成的 cms，改一改也没有多复杂。”刘建*：“自己做锻炼能力，又能

较好的表达需求。常年跟进，一点点改善的过程。” 

（11）关于利用 CNKI导出数据做引文分析的讨论 

淘气娃娃：“哪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是在 citespace中导入部分从 CNKI

中导出的 refworks 格式的数据之后出现的提示。数据已完成转换。原因可能是

从 cnki 中导出的 refwords引文格式中不含有参考文献字段。将‘Cited 

Reference’选项勾选掉，仅用‘keyword’选项可以出关键词分析结果。”淘气

娃娃：“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做到从 CNKI 中导出的数据格式中含有参考文献

呢？”朗月孤舟：“CNKI 没有参考文献，所以不能做引文分析。只能做共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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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气娃娃：“引文分析得回到 CNKI库中做？”朗月孤舟：“CNKI 要下载 rework

格式。然后再在这里转换数据。”淘气娃娃：“refwork中没有参考文献字段。”

朗月孤舟：“做不了。没有引文，哪来的引文分析。”淘气娃娃：“是数据源不对？

如果用 cssci的数据能做引文分析不？”朗月孤舟：“CSSCI可以。” 

（12）韩国与汉字 

麦子：“@米粒 MM，我觉得[韩国用汉字]是传统的一部分。1446 年世宗大王通过

训民正音颁布了韩字以后 400年，书面文字基本还是汉字。当然，用韩字以建立

国家的身份是重要的，但不能读汉字会造成了一种文化的割裂，所以，现在还是

要求能读汉字的，否则，自己民族的文献都不能看了。其实中日韩三国是一个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只是人性的缺陷所致，不能好好相处，都是半斤八两。”

米粒 MM：“@麦子，明白了，谢谢~看到韩国人拿中国老祖宗的东西去申遗就觉得

不得劲。”麦子：“@米粒 MM，不好意思，有这种感觉的人不少，但我觉得文化这

个东西，总要人去宣扬，你手里有再珍贵的东西，不知道好好去用，能怪谁？我

和中日韩的图书馆打了 20多年交道，但中国在在这方面做的最差，而且没有恒

心，另外不知道正确的办法，往往花了大量的钱，还是给人负面的感觉。”刘建*：

“轻做事，重成效。可是缺少对做事的重视，怎么会有实在的好成效。”米粒 MM：

“@麦子，说到宣扬文化，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国服旗袍，某些国内旗袍文

化节活动的旗袍已经沦为奇装异服，低俗怪异博人眼球，缺乏美感，赤裸裸的经

济利益驱动，我们真的很缺乏审美教育。不以为丑、反以为美。”麦子：“@米粒

MM，还有就是拆真造假。都是新的了。”满哥：“@米粒 MM，韩国多汉字，有个原

因是他们的文字一字多音多义，如果不加汉字注解，就不能明确其意义。所以韩

国人身份证上都是有汉字对照的。他们的理科教材里更是汉字多多。” 

（13）招收图书馆学在职研究生有哪些学校 

梅子：“各位，想咨询一下，那个学校招收图书馆学在职研究生。”山里：“学位

班？东北师大。”梅子：“学历，学位都可以。”小满：“华南师范大学以前招，现

在不清楚招不招。”几木成图：“南开招图书情报 可以在职 。”梅子：“我看了西

南附近的很多学校，都看不到这个专业，多半都是些法律，农业推广这些。”鲲

鹏展翅：“有图情系列的在职博士吗？”广州书童：“中山大学。”梦断鹰城：“武

大在成都今年也有招在职的。。再成都上课吧。”小助理：“山东有可在职读研的

么？” 



圕人堂周讯（总第 76 期 20151023） 

愿景(VISION)：圕结就是力量！ 

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 9 - 

（14）电子书制作的思维方式、阅读效果与价格 

麦子：“我在关于电子书的报告中提到，现在的电子书制作框架还是在印刷书上

的，如果是真正的电子书，应该完全放弃印刷书的思路，这样，那些‘我只看印

刷书’的人就会了解到这种说法其实蛮可笑的。不知道国内是否[关注]纽约时报，

他们最近在数字媒体上投了 6000万美元，在 coding上做了些创新，比如这篇文

章，比起印刷本，它的感染力要强多了： 

http://www.nytimes.com/projects/2012/snow-fall/#/?part=tunnel-creek ，

那个标题下的大雪下的山坡，给人一种冰天雪地的感觉。都是动的。无须放，你

看到这一页，它自动就动画了。”天外飞仙：“真正的电子版应该适应电子屏幕的

特性。”麦子：“就是。”天外飞仙：“现在同内的基本是 pdf的，体验不好。现多

看阅读自己弄的书体验还不错。”麦子：“变成了一种和原来文章版完全不同的体

验。”诲人不倦：“加入音效和画外音更好。”天外飞仙：“国内的电子书是纸本的

pdf化，体验不好，也是大家感觉不爽的地方。很多电子已经加入了声音效果，

只是没有大面积的流行起来。”诲人不倦：“更像有声读物。”麦子：“@诲人不倦，

是有的。”麦子：“@天外飞仙，但是他们做的和文字部分很合拍，不是单纯的视

频插入。”诲人不倦：“读书更像看电影。”天外飞仙：“完全从体验入手，才应该

是电子书深入人心的入口点。”麦子：“是啊，否则还不如印刷本。”安哥拉兔：

“这个网页很漂亮。”天外飞仙：“电子书没其它优点，如果给纸质的一样，我也

愿意用纸质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国内的电子书照纸本的做，但是做出的质量太

差。”诲人不倦：“体验是好了，不过读者的想象空间会不会受到影响？”天外飞

仙：“对一些文章，书这样会给读者更大的想象空间。”麦子：“@诲人不倦,里面

有个很复杂的地形图，除非动画，我实在想不出用什么书面方式可以体现。”麦

子：“@天外飞仙,@诲人不倦,你们这个说法，从一定程度上和高语境文化有关，

我想低语境文化的人不会想到你们的角度。”诲人不倦：“有些确实体验更好，但

有部分书籍，加入文字意外的东西可能会与文字本身所要表达的意思有出入，可

能只是加入者对文字的一种理解，一种‘批注’。”麦子：“@诲人不倦 这两种东

西应该是互补，而不是抵触的。”诲人不倦：“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困

境，写出来的不是想说的，说出来的不是脑子里想的，也就说是用文字表达不能

完全体现作者的思想。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批注，考证，解读等。”hanna：“电子

书最大的优点是方便，而且省钱。至于是不是需要其他的体验方式呈现，目前我

还没体会到有这方面的需要。对我来讲，文字本身就是最大的体验。”圖夫：“@

麦子,能否将你的电子书报告共享一下，让我等学习学习现在电子书还是局限在

原有印本形式，还没有充分发挥多媒体、超链接等特性，但我觉得也不可刻意加

http://www.nytimes.com/projects/2012/snow-fall/#/?part=tunnel-cr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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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上述特性；避免阅读的分心。”麦子：“@hanna,方便可能，但省钱未必，当然

我的角度看。另外要注意到，能以接近免费的价格得到的书，对它的发展是极其

不利的。现在美国的电子书发展迅速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它可以赚更多的钱。”

天外飞仙：“@圖夫,电子书应该根据不同的各类，加入不同的体验。”麦子：“@

天外飞仙,是，而且，现在有太多的东西用书几乎是无法传递的。”hanna：“也许

是因为我现在看的书都是经典，经过时间考验，网上随处可得。最近几年买书少

了，现在只买自己看过的书，目的是收藏了。”天外飞仙：“@麦子，永久的使用，

算上也不算贵。”圖夫：“目前电子书便宜，也应该是因为其主要采用印本形式。

@天外飞仙,是的，比如儿童的可多加一些音效、动画，学术的在参考文献查看，

相关知识查看等方面应该增加。另外，电子阅读器功能也没有充分发挥。”天外

飞仙：“国内的数据库一年也是几十万。”hanna：“认同，不同的书呈现方式应不

同。”麦子：“@天外飞仙,现在我们有 500 多个数据库，而且每月大概加一个，钱

不够用啊。每年的现有库的服务费也是一大笔钱。”天外飞仙：“@麦子,国内的一

些数据库太贵了，独此一家，每年狂涨价。”麦子：“@天外飞仙,这的确是个问题，

我们的年续用费用的控制一般做得很好，最多 5%，而且，各校也比较团结，遇

到无理涨价，我们甚至会抵制，三年前我们十校停止 Taylor and Francis 的

package，到现在也没有续。我们好像还不想回去，我怀疑以后也不会回 Taylor 

and francis。因为三年来，问题不大。我们和各方的沟通很好，老师也理解，

即使遇到 elsevier 也是这样，会据理力争，并善用媒体。所以，数据商往往是

围着我们转的。”诲人不倦：“善用媒体。”海边：“是啊，我觉得如果被抵制多年，

首先服软的是数据库商。”天外飞仙：“国内情况不一样，主要是大家不团结。”

麦子：“@天外飞仙，美国的联盟多，而且很团结，我们有大量的内部会议和讨论。”

麦子：“@海边,但他们有大量的一般的期刊，我们厉害的一点是有大量数据作依

据，所以都是看数据，做很复杂的决定相对容易。因为有数据，我们对教授推荐

什么的往往是参考，不批准是经常的。”诲人不倦：“@麦子先生，贵馆数据库购

买后，使用率是怎么统计的。是由数据商提供还是自己统计的。”麦子：“@诲人

不倦,怎样判断数据库商提供的数据是否准确？”诲人不倦：“怎么保证数据商不

会为了图书馆继续使用他们的产品而不对使用率做手脚？”麦子：“@天外飞仙,

内部的数据可以做旁证。@诲人不倦,美国的厂商一般很规矩，我们试用而不买，

经常因为数据库厂商提供的数字太低。”诲人不倦：“@麦子 ，中国情境下，数据

商提供的数字水分较大，图书馆自身也无能力进行统计，经常被坑。”诲人不倦：

“贵馆自己统计用的是什么方法或者有什么专门的软件吗。”麦子：“我们是用

sfx统计使用的。另外，还用馆际互借的数据。后者很有用，尤其是新的用的比

较少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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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lsi：“麦子所说‘我在关于电子书的报告中提到，现在的电子书制作框架还

是在印刷书上的，如果是真正的电子书，应该完全放弃印刷书的思路，这样，那

些“我只看印刷书”的人就会了解到这种说法其实蛮可笑的。不知道国内是否上

纽约时报，他们最近在数字媒体上投了 6000万美元，在 coding 上做了些创新，

比如这篇文章，比起印刷本，它的感染力要强多了。’非常赞同这个看法，如果

电子书只是电子版的纸质书，哪怕只是可搜索的纸质书，那恐怕真的是没什么意

义的。不过正好发现一个网站，专门收集最新的各种互动性的电子书的案例，推

荐一下： http://www.bestinteractiveebooks.com/  

（15）图书馆采购数据库流程 

学生李*：“各位老师，我想请问下关于图书馆采购数据库的流程。请问有哪位老

师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的么？”图谋：“介绍某高校馆制的流程图，流程图中介绍

的做法比较规范。实践中，各高校有各高校的做法。公共馆的情况，会有所不同。

比如深圳图书馆有《外购数据库采访工作规范》。根据《深圳市文体旅游局自行

采购管理办法》，数据库属自行采购范畴，采购方式有单一来源采购、询价等。

在取得审核批准授权后，按照项目采购流程确定供应商，完成合同签订工作。更

多的信息，可到图书馆网站搜。” 

 

图谋：“分享山东大学电子资源采购流程（见群文件），信息来源：刘相金主编.

山东大学图书馆规章制度汇编[M].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5.7：35-41.” 天外飞

仙：“此书值得一看。”图谋：“我也认为这本书很有参考价值。我只是提供一

个线索。” 

http://www.bestinteractiveeboo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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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外国公共图书馆数量的统计资源 

别触动*：“现在想统计一下外国公共图书馆数量，去哪个网站数据比较靠

谱？” 图谋：“具体哪个网站恐怕解决不了问题。IFLA,ALA 等有助于解决部分

问题，CNKI中已发表文献，有助于获得些参考数据或线索。”别触动*：“至少在

美国，官方机构都会做很好的这些数据的整理，比如 ALA的美国公共图书馆数据

列表：http://www.ala.org/tools/libfactsheets/alalibraryfactsheet01 ”。 

（17）高校图书馆十三五规划参考资料 

图谋：“高校图书馆十三五规划参考资料文件夹包含内容见群共享。”印度阿三：

“好像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有最新版本的出来了。”图谋：“期待及时分享。”鲲

鹏展翅：“太强悍了，正在写这个东西，资料太丰富了。要是能弄到这个月在浙

江的那个会议资料更好了。”印度阿三：“还没找到最新的文本。”图谋：“很多工

作大家都在做，好些东西是可以相互学习借鉴的。浙江的会议资料，目前不知道

是否可以公开。据个人了解，之前开过这方面的会，之后也还会有。之前的资料

未发现公开过。”天外飞仙：“这类会的资料很宝贵呀。”鲲鹏展翅：“的确是，国

家 13.5 即将启动，从下到上都在陆陆续续做规划，浙江这个会议应该是图情规

划的一个重要的会议，有借鉴参考价值。”图谋：“关于图书馆的十三五规划，欢

迎大家各抒己见。不一定局限于本馆。”鲲鹏展翅：“至少我感觉，高校图书馆阅

读推广的职能可能会增强。高校图书馆共性的问题，社会经济服务的职能和公共

开放的方面。” 

科学网圕人堂专题与高校图书馆十三五规划相关内容： 

(1)吴明德：大学图书馆应重视业务研

究.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20115.html 

(2) 高校图书馆规划要三严三

实.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21604.html 

(3) 理想中的高校图书

馆.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23163.html 

(4) 图书馆应切实加强规章制度建

设.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27532.html 

(5) 高校所需教学资源与学术资源的一般规

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30024.html 

(6) 电子书在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中处于何种地

http://www.ala.org/tools/libfactsheets/alalibraryfactsheet0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2011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2160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2316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2753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300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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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30109.html 

 

2 圕人堂专题与群文件共享 

2.1 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 

电子书在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中处于何种地位？ 

热度 2 2015-10-22 16:23 

高校图书馆是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主要职能是教育

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互联网成为学习、教育和研究的“场所”而不仅仅是

一种“媒介”，高校的学术环境发生了变化：新兴媒体成为研究人员和高校

师生学术交流的新手段，学术博客成为记录学者学术思维过程的重要平

台，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12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高校所需教学资源与学术资源的一般规律 

2015-10-22 10:52 

摘自：王晶晶、朱本军、肖珑.演变中的学术环境和图书馆资源建设新方

向——第三届中美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综述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5

（5）：5-11. 据华中科技大学章文浪《学术环境演变中的高校教学研究所

需文献资源初探》，不同学科教师和学者所需教学资源与学术资源的一般

规律： （1）无论是人 ... 

个人分类: 圕人堂|367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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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周讯（总第 76 期 20151023） 

愿景(VISION)：圕结就是力量！ 

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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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共分享 10个文件。 

3.大事记 

2015年 10月 23日 14:00，群成员达 1282人（活跃成员 356人，占 27.77%），

本群容量为 2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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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延伸阅读 

《圕人堂周讯》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注：为节省《圕人堂周讯》篇幅，直接链接至“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周讯》

辑录”（第 1 期至最近一期。并提供 word 版“合辑”下载。），各期对应网址动态

更新。 

 

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本期编辑：海边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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