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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图书馆一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图书馆一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图书馆一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图书馆一行 8888 人莅临我院图书馆人莅临我院图书馆人莅临我院图书馆人莅临我院图书馆    
 

3 月 1 日上午，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图书馆馆长张义军及其采编部、现代技术部、

读者服务部、信息部等部门负责人等一行 8人莅临我院图书馆。我院图书馆馆长袁豪杰

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带领兄弟院校的同行们参观了我院东西校区图书馆流通

阅览部，同时向他们介绍了我院新馆项目的建设情况，热情邀请同行们在新馆建成后来

我院学习交流。下午，袁馆长及我馆各部门负责人在会议室就图书馆建设的总体情况和

各部门的具体工作进行了交流，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图书馆各部门负责人介绍了他们目前

的工作情况和一些宝贵的经验，我馆办公室主任周萍英老师就 ISO9001 管理体系建设和

实施情况，我院图书馆为社会服务情况作了详细介绍，这些工作的开展得到了兄弟院校

的肯定和好评。 

 

（办公室  供稿） 

 

图书馆为四个系部的老师们开展电子资源利用讲座图书馆为四个系部的老师们开展电子资源利用讲座图书馆为四个系部的老师们开展电子资源利用讲座图书馆为四个系部的老师们开展电子资源利用讲座    
    

2010-2011 年第二学期，图书馆信息咨询部老师分别为工商管理系、电子信息工程

系、建筑工程系和教学资源中心四个系部的老师做了与各个系相关的“图书馆电子资源

检索与利用”的主题讲座，讲座各大约一个小时，内容包括图书馆电子资源简单分布，

图书馆各系专业类电子资源的介绍、电子资源的检索方法、学院未购买数字文献如何获

取、科研期刊的影响因子和科研论文的他引率等。该系列讲座受到了各系部老师们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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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欢迎。 

这是图书馆为化工系老师们开展文献信息资源利用讲座之后，进一步为各系专业老

师开展的相关讲座。为了充分利用我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更好地为广大师生提供优

质服务，今后图书馆还将不断地发挥信息资源优势，把服务教学和科研作为各项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针对不同学术团体开展文献信息资源利用讲座，并主动为用户提供咨

询服务。相信图书馆在未来的工作中会更好地为校内外读者开展这项服务，提高师生的

信息素养和检索能力。 

 

 

（信息咨询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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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省省省、、、、市级市级市级市级特色资源数据库项目特色资源数据库项目特色资源数据库项目特色资源数据库项目结题结题结题结题    
    

2011 年 4 月，图书馆和信息资源中心承接的浙江省机电模具特色资源数据库、宁

波市动漫产业特色数据库两大课题结题。张学库副院长作为项目负责人对专家组的到来

表示热烈欢迎，随后袁豪

杰馆长、王平尧主任介绍

了特色库目前的建设情

况、项目组织管理情况、

资金使用情况、存在的问

题及对策等。专家组成员

认真听取了汇报，并就很

多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

在汇报会议中，专家组们

对我院特色库的建设给

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就知识产权问题和数据库数量问题提出了新的建议。张学库副院长

表示，特色库虽然已经接近结题，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将投入更多的努力做好特

色库的资源更新工作和服务推广工作中去。 

 

 

 

 

 

 

 

 

 

 

 

 

 

 

 

 

（技术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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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一行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一行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一行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一行 9999 人莅临我院图书馆人莅临我院图书馆人莅临我院图书馆人莅临我院图书馆    
 

4 月 13 日上午，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一行 9人莅临我院图书馆。我院

图书馆馆长袁豪杰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带领兄弟院校的同行们参观了东校区

图书馆流通部，同时向他们介绍了我院新馆项目的建设情况，我馆办公室主任周萍英老

师介绍了我院图书馆为企业、社区、民工子弟小学设立图书流动站的情况，信息咨询部

周燕老师介绍了近两年来，我院图书馆利用浙江省机电模具特色数据库和宁波市动漫产

业特色资源库建设项目为契机，积极向企事业单位和社区民众介绍宁波市和浙江省的公

共信息资源，以及我院图书馆为市民们提供的文献资源服务，这些工作的开展得到了兄

弟院校的好评和借鉴。 

（办公室  供稿） 

    

图书馆开展学生读者座谈会图书馆开展学生读者座谈会图书馆开展学生读者座谈会图书馆开展学生读者座谈会    
    

4 月 14 日下午，图书馆邀请各系学生代表 17 人开展读者座谈会。本次座谈会由采

编部高老师联系和主持，会上袁馆长向同学们介绍了我院图书馆目前的情况和文献信息

服务，并请大家对

图书馆的工作提出

自己的意见和建

议。学生代表们从

自身的角度出发谈

了对图书馆印象，

并就在图书馆学习

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进行了探讨。大家

对图书馆的服务给

予了肯定，同时希

望图书馆能够越办

越好，希望图书馆

能够为所有读者提供学习、休闲的良好环境。 

 
（采编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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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开展电子资源宣传活动图书馆开展电子资源宣传活动图书馆开展电子资源宣传活动图书馆开展电子资源宣传活动    
    

为了迎接第 16 个“世界读书日”的到来，图书馆于 4月 21 日下午在 4号楼一楼开

展系列活动。信息咨询部邀请了万方数据库、读秀、书生之家、国研网和银符模拟考试

系统的培训经理来开展宣传活动，各数据库培训经理热情解答了大家在使用电子资源方

面的疑问。与此同时，读书协会也举办了“世界读书日”有奖猜谜活动，同学们纷纷前

来参与灯谜游戏。下午两点，由图书馆周燕老师和读书协会会长曹丹妮给“我的读书故

事”有奖征文的获奖者颁发了奖状和奖品。通过这样的活动，同学们丰富了自己的课余

生活，也了解了更多的文化知识。 

 

（信息咨询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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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开展开展开展开展““““智慧人生智慧人生智慧人生智慧人生””””讲座讲座讲座讲座    
    

图书馆周红蕾老师于 4月 28 日下午开展一场“智慧人生”讲座，周老师从分析“智

慧”与“知识”的不同入手，指出当今社会现实生活中“智慧”的缺失，周老师对自卑、

自私、自省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展开论述，与大家共同探讨社会热点问题，为同学们心

理的健康成长指引了方向。 

 

                                                               （流通部  供稿） 

 

 

    
图书馆开展图书馆开展图书馆开展图书馆开展““““世界读书日世界读书日世界读书日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系列活动系列活动系列活动    

    

2011 年 4 月 23 日是第 16 个世界读书日，为了纪念这一全球读书人共同的节日，营

造浓厚的阅读氛围，培养良好的读书习惯，图书馆联合读书协会举办了“世界读书日”

系列活动，这些活动传播了“读书美化心灵，读书成就未来”之精神，也激励了大学生

们的阅读热情。 

4 月 14 日下午，图书馆邀请各系学生代表 17 人开展读者座谈会。座谈会由采编部

高老师联系和主持，会上袁馆长向同学们介绍了我院图书馆目前的情况和文献信息服

务，并请大家对图书馆的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学生代表们从自身的角度出发谈

了对图书馆印象，并就在图书馆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探讨。大家对图书馆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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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给予了肯定，同时希望图书馆能够越办越好，能够为所有读者提供学习、休闲的良好

环境。 

4 月 19 日晚上，图书馆信息咨询部举办了大学生信息素养讲座。书生之家的阮经理

给大家介绍了电子图书的现状和书生之家电子图书数据库的使用技巧。随后，图书馆贡

老师给大家做了“世界读书日”由来和如何更好阅读的讲座，将大家从电子图书阅读拉

回到传统图书阅读，讲座中贡老师就阅读的策略和方法与在座的同学进行了探讨，希望

大家认识到读书好，通过好读书，读好书，进而书读好，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丰富自

己的人生体验。 

4 月 21 日下午，图书馆信息咨询部邀请了万方数据库、读秀、书生之家、国研网和

银符模拟考试系统的培训经理在图书馆一楼开展宣传活动，各数据库培训经理热情解答

了学生和老师们在使用电子资源方面的疑问。同时，读书协会举办了“世界读书日”有

奖猜谜活动，同学们纷纷前来参与灯谜游戏。下午两点，由图书馆周燕老师和读书协会

会长曹丹妮给“我的读书故事”有奖征文的获奖者颁发了奖状和奖品。通过这样的活动，

同学们丰富了自己的课余生活，也了解了更多的文化知识。 

4 月 22 日，图书馆采编部对我院读者今年 3月份图书借阅排行进行了统计，该统计

结果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读者的阅读倾向，对我馆今后开展图书资源建设和图书采购提供

了依据。 

4 月 25 日，图书馆流通部对我院读者 2010 年度图书借阅排行进行了统计，其中前

10 名读者中有 2名为国际商贸系，3名为应用化工系，2名为应用电子系，其中借阅册

次最多的读者借阅图书 257 次。这一结果说明了我院学生对读书的关注和热爱。 

4 月 26 日，期刊部对 2011 年学生读者阅读情况进行了问卷调研，共发放问卷 100

份，回收 100 份，回收率为 100%。通过问卷调研，可以看出学生们双休日到图书馆阅览

室的频率最高，大多数学生来图书馆主要是阅览和自修，学生们倾向于阅读纸质图书，

电子类图书阅读量较小，大多数同学认为图书馆的资源基本能够满足其学习、休闲需求，

83%的同学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服务感到满意。 

4 月 28 日下午，图书馆流通部周红蕾老师开展一场“智慧人生”讲座，周老师从分

析“智慧”与“知识”的不同入手，指出当今社会现实生活中“智慧”的缺失，周老师

对自卑、自私、自省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展开论述，与大家共同探讨社会热点问题，为

同学们心理的健康成长指引了方向。 

“世界读书日”过去了，我们此次读书活动也暂时落下了帷幕。然而我们在倡导读

书，鼓励阅读道路上的探索和尝试却刚刚开始。中华民族曾以“诗书济天下”的豪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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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享誉世界，如今，尚读的美德未曾消失，只是沉睡在我们

心底和精神深处。今后图书馆将举办更多内容精彩的读书活动，少一些浮躁，多一些书

香，让读书成为我们整个时代的风尚，成为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风向和航标。 

（办公室  供稿）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一行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一行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一行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一行 7777 人莅临我院图书馆人莅临我院图书馆人莅临我院图书馆人莅临我院图书馆    
    

5月10日上午，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馆长韩包海一行7人莅临我院图书馆。

我馆馆长袁豪杰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他们介绍了我院图书馆目前工作的基

本情况，我馆办公室主任周萍英老师介绍了我院图书馆 ISO 管理体系实施现状，以及为

企业、社区、民工子弟小学设立图书流动站的情况，信息咨询部周燕老师介绍了近两年

来，我院图书馆利用浙江省机电模具特色数据库和宁波市动漫产业特色资源库建设项目

为契机，积极向企事业单位和社区民众介绍宁波市和浙江省的公共信息资源，以及我院

图书馆本学期开展“世界读书日”活动的情况。之后，图书馆各部门负责人分别就各部

门工作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进行了交流。我院图书馆各项工作的开展得到了兄弟院校的

肯定和好评，同时他们的工作经验也为我们今后继续改进工作方法，拓展服务内容提供

了很好的帮助。  

 

（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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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和电子资源的应用讲座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和电子资源的应用讲座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和电子资源的应用讲座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和电子资源的应用讲座    
    

5 月 26 日下午，我院教学资源中心在国际会议厅为学生代表开展了“宁波职业技术

学院数字化教学资源应用讲座”。讲座由资源中心王静老师主持，资源中心主任王平尧

老师首先介绍了宁职院数

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概

况，陈贵同学和刘晓娜同

学分别讲解了“宁职院网

络课堂平台应用”和“动

漫、机电模具特色资源库

应用”，接着苗驰骏老师给

大家演示了我院刚刚启用

的“评教系统与个人档

案”，最后图书馆周燕老师

就“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

和电子资源的使用”做了简单讲解。 

目前，我院图书馆正处于过渡阶段，新馆正在建设中，在馆舍条件较为简陋的条件

下，电子资源的宣传和在线服务的推广是我们工作中的重点。图书馆也通过各种形式的

讲座向同学们介绍图书馆的电子资源，为同大家的学习提供更多的文献信息资源和帮

助。 

 
 

 
 

（ 

 

 

 

 

 

 

 

 

 

 

（信息咨询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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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开展电子资源介绍及考试资源利用讲座图书馆开展电子资源介绍及考试资源利用讲座图书馆开展电子资源介绍及考试资源利用讲座图书馆开展电子资源介绍及考试资源利用讲座    
    

期末将至，同学们关注的英语等级考试和计算机等级考试也陆续到来，为了让我院

学生备考提供更好的后备练习资源， 2011 年 5 月 26 日，图书馆邀请了银符资源数据库

培训部的毛经理来我院做了实用性很强的讲座-----银符考试资源库利用讲座。同时为

了让大家充分利用图书馆相关数字资源，贡老师给大家做了“图书馆电子资源介绍”的

讲座。 

整场讲座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毛经理给大家介绍了银符考试库的内容，然后讲了具

体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让学生们懂得了各类考试试题查找和利用的步骤，选取一些实

际操作案例进行操作和分析，让大家回答相关问题，提高学生们对这一数据库的认识、

了解和利用。随后贡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图书馆电子资源的简单分布和各类电子资源的具

体利用，包括期刊数据库、电子图书数据库和宁波数字图书馆等，选取的数据库以学生

实用为主，对学生将来用到的但学院图书馆没有的数据库资源也给出了获取资料的路

径。在一个多小时的讲座中，同学们认真听讲，并做了相关笔记，提升了实用资源利用

的能力。 

 

 

（信息咨询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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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志愿者赴学苑社区图书流动站开展志愿活动图书馆志愿者赴学苑社区图书流动站开展志愿活动图书馆志愿者赴学苑社区图书流动站开展志愿活动图书馆志愿者赴学苑社区图书流动站开展志愿活动    
    

5 月 31 日下午 1点半，宁职院图书馆陈老师、魏老师带领 10 多名志愿者来到北仑

区学苑社区图书流动站。志愿者们在图书馆老师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工作，

有的打扫卫生，有的整理书架，还有的把麻袋里的书拿出来，进行分类、整理、上架。

经过半天的打扫和整理，所有书籍全部整齐上架，大家的劳动给图书流动站营造了一个

舒适、整洁的阅读环境，赢得了社区工作人员的一致好评。随后，图书馆老师和社区领

导进行了交流和沟通，希望能加强互动，在更多方面，更大范围共享文献资源，开展志

愿者活动。 

 

  

 

                                                              （期刊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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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职院宁职院宁职院宁职院图书馆第九次趣味运动会图书馆第九次趣味运动会图书馆第九次趣味运动会图书馆第九次趣味运动会 
 

6 月 23 日下午，宁职院图书馆第九次趣味运动会在学院风雨篮球场顺利举行，比赛

分为集体投篮和个人托乒乓球跑两项。图书馆所有工作人员、学生管理员和部分读书协

会成员汇聚一堂，大家在欢乐的氛围中，完成了所有比赛项目。大家在个人比赛中的表

现颇似工作中的表现，大家都力争上游，以认真、拼搏的态度完成自己的比赛项目，在

集体投篮的比赛中，大家发挥团队精神，不甘落后，努力为集体挣荣誉。他们体现的精

神是图书馆服务的精神，他们以图书馆看做自己的第二课堂，在辅助图书馆老师工作之

余，也接受着图书馆知识氛围的熏陶，学到了工作中的严谨，生活中的快乐，学习中的

认真。相信对这些小管理员来说，图书馆勤工俭学的经历将是他们一生中的宝贵财富，

伴随他们成长。 

图书馆也为同学们准备了丰厚的奖品，这既是对大家一个学期以来努力工作的嘉

奖，同时也鼓励大家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积极向上，尽职尽责做好每一件事。 

 

 

 

 

（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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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SCOhostEBSCOhostEBSCOhostEBSCOhost 数据库数据库数据库数据库    
 

EBSCOhost 系统是美国 EBSCO 公司的三大系统之一，用于数据库检索，目前有

近 60 个数据库，主要的数据库包括：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ASP） 

  Business Source Premier （BSP） 

学术期刊数据库（Academic Search Premier）：包括生物科学、工商经济、咨询科技、

通讯传播、工程、教育、艺术、医药学等领域的 2,668 种期刊，其中 1,240 种有全文。

SCI & SSCI 收录的核心期刊为 993 种（全文有 350 种）。  

商业资源数据库（Business Source Premier）：包括经济学、经济管理、金融、会计、

劳动人事、银行以及国际商务等领域的 2,091 种期刊，其中 1600 余种有全文。SCI & SSCI

收录的核心期刊为 398 种（全文有 145 种)。 

检索方法 

    进入 EBSCOhos 界面后，首先需要选择数据库，然后选择检索方式 。EBSCOhost

主要检索方式为基本检索（basic search）和高级检索（advanced search）两种。如果选

择在单个数据库内检索，还有参考文献检索（Cited References）、图像检索（Images）、

刊名浏览（Publications）、叙词浏览（Subject Terms） 、索引浏览（Indexes）、等辅助检

索工具。 

(1)基本检索（basic search）：基本检索是在篇名、作者、主题词、文摘中进行检索。 

(2)高级检索（advanced search）：高级检索可以检索所有的字段，可以使用布尔逻

辑运算符确定检索词之间的关系。检索结果比基本检索更为精确。可以扩展检索范围和

对检索结果做限定。可以保存检索策略、回顾检索历史、组配检索、进行电子通告服务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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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符考试题库数据库银符考试题库数据库银符考试题库数据库银符考试题库数据库    
 

银符考试模拟题库数据库是一款测评类的在线考试模拟系统，它以各种考试数据资

源为主体，以先进、强大的功能平台为依托，配以多媒体库和银符考试资讯网，为用户

搭建的一个集资源、考试练习、教学、交流一体化的综合性在线模拟考试系统。 

银符考试模拟题库数据库涵盖九大考试专辑、87 大类二级考试科目、近 300 种考试

资源、两万余套试卷、200 余万道试题，帮助用户全面攻克考试难关。其中九大考试专

辑包括：语言类专辑、计算机类专辑、公务员类专辑、经济类专辑、法律类专辑、研究

生类专辑、工程类专辑、医学类专辑、综合专辑。 

操作步骤：(1)选择测试时间(不选择系统则默认为 90 分钟)；(2)“开始答卷”；

(3)“答卷”；(4)“交卷”，系统自动为您评测客观题答案，您需要根据答案解析打出

主观题分数；(5)“评分”得出试卷总成绩；(6)可以“存入我的题库”以便以后查看（此

时要注册登陆）。 

 

 

（咨询部  整理） 

 

如何选定合适的检索词如何选定合适的检索词如何选定合适的检索词如何选定合适的检索词    

 

在文献信息检索过程中，要想得到令人满意的检索效果，关键是能够构造出全面描

述、正确揭示信息需求的检索式。检索词是检索式的基本组成元素，如果选词不当就很

容易造成漏检和误检，因此，能否选准、选全检索词直接影响到检索效果的优劣。那么，

如何选定合适的检索词呢？ 

常用的方法是：从给定的课题名称出发，经过切分、删除、补充等步骤，确定检索

词，最终通过组配，构成能全面、明确表达信息需求的检索式。 

1111、、、、切分切分切分切分    

对课题语句进行切分，以词为单位划分句子或词组。如：“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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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可以切分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得|与|失|。 

2222、、、、删除删除删除删除    

删除不具有检索意义的虚词、其他非关键词及过于宽泛和过于具体的限定词，只保

留明确反映课题实质的核心词。不具备检索意义的词有介词、连词、助词等虚词如果应

用在检索式中，会形成检索噪声，必须删除。过分宽泛的词，如：研究、探索、利用、

影响、作用、发展等，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而过分具体的词会造成挂一漏万，删除后

会获得更高的查全率。  

如上例中， “的”、“与”是不具检索意义的虚词，首先删除。“得”、“失”过于具

体，如果用作检索词，就会漏检诸如“成就与失误”、“回顾与展望”等相关文献，因此

也在删除之列。 

 

3333、、、、补充补充补充补充    

补充还原词组、同义词和近义词。很多时候，还要考虑上下位概念的扩展检索。 

许多名词是由词组缩略而成，可以采用与之相反的操作——补充还原。如：“教改”

可以还原为“教学改革”，“音质”还原为“声音质量”等。 

最常用的补充检索词的方法是补充同义词和近义词。如上例中，增加“30 年”作为

检索词。再如，检索“互联网”方面的文献，要补充“Internet”、“因特网”两个检索词。 

对于需要较高查全率的检索课题，可以以降低检索词的专指度为出发点，补充选用

检索词的上位词。反之，对于需要较高查准率的检索课题，则要提高检索词的专指度，

增加或换用下位词进行检索。如检索“香菇的栽培技术”的相关文献，应考虑香菇的上

位概念：食用菌。在课题“轻金属的焊接”中，轻金属是一个上位概念，其下位概念包

括：铝、镁等具体的金属，如考虑查全，应把轻金属、铝、镁等概念用逻辑或算符连接

起来，作为一组词进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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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检索词后，分析各词之间的逻辑关系，运用布尔逻辑算符、截词符、位置算符

等检索算符把各检索词组配起来，即可构成准确表达信息需求的检索式。  

如上例中，检索式为：改革开放 AND（三十年 OR 30 年） 

需要说明的是：检索式的复杂与否，取决于课题需要。描述简炼的课题，检索式可

能会很复杂；名称冗长的课题，检索式反而可能会很简单。                                          

检索词是表达信息需求的基本元素，其选择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检索效果。对于给

定的检索课题，应首先深入分析课题内容，在提取核心词的基础上进行扩展，然后构造

较为完善的检索策略和检索式，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计算机检索效果。 

（咨询部  整理） 

 

    
现代文献类型介绍现代文献类型介绍现代文献类型介绍现代文献类型介绍    

 

图书馆是人类知识的宝库和文献信息资源中心，是一个通过对信息资源的组织管理

向读者传递文献信息的场所。因此了解构成图书馆基础的文献信息资源的类型，对于馆

员更好地组织管理文献信息资源，读者更好地利用文献信息资源，都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什么是文献呢？文献是指以文字、图像、公式、音频、视频、代码等手段将信

息、知识记录或描述在一定的物质载体上，并能起到存贮和传播信息情报和知识作用的

一切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ＧＢ3792.1－83 文献著录总则》认为，文献是“记

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文献信息的类型越来越多元化，按

照不同的划分方法可区分出不同的类型。以下介绍三种常用的区分方法： 

（一）按照物质载体和记录形式划分，文献可分为手写型、印刷型、缩微型、声像

型和机读型。具体来说： 

⒈ 手写型文献指古代各种非印刷型文献及现在尚未正式付印的手稿，如甲骨、简

策、帛书等。 

⒉ 印刷型文献是以纸张为载体，以印刷手段为记录形式的文献。 

⒊ 缩微型文献以感光材料为载体，利用光学技术以缩微照相为记录手段，如缩微

胶卷、缩微胶片等。世界上许多文献信息服务机构都将长期收藏的文献制成缩微品加以

保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就有专门的缩微文献阅览室。 

⒋ 声像型文献又称视听型或音像文献(Audio-Visual Document) ，采用录音、录像、

摄影、摄像等手段，如音像磁带、唱片、幻灯片、电影、激光视盘等。 

⒌ 机读型文献又称电子文献(Electronic Document)，以数字代码方式通过计算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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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设备为手段，如磁带、磁盘、光盘、各种电子图书、电子期刊、联机数据库、网络

数据库、网络新闻(如 Usenet, Mailing list, BBS)、光盘数据库等。  

    各种载体形式的文献都有其自身的优、缺点，例如缩微型文献虽然存贮密度大、体

积小，便于保存和远距离传递，但是不能直接阅读，须借助缩微阅读机才能阅读；视听

型文献虽然制作成本较高、阅读需要利用专门设备，但是形象、直观，可以做到闻其声、

观其形，尤其适于记录用文字、符号难以描述的复杂信息和自然现象；而电子文献以其

信息存储量大，出版周期短、易更新，传递信息迅速，存取速度快，易实现自动化，可

以融文本、图像、声音等多媒体信息于一体，信息共享性好的优势，加之电子计算机和

网络的普及，受到越来越多用户的青睐。 

（二）按加工层次分，文献可分为一次文献、二次文献和三次文献。 

⒈ 一次文献 (Primary Document) 

是指作者以本人在生产与科研或理论探讨中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为基本素材撰写

的论文。如期刊论文、科技报告、会议论文、专利说明书等。一次文献的内容一般比较

新颖、详细、具体，是最主要的文献信息源和检索对象。 

⒉ 二次文献 (Secondary Document) 

是指将分散的无组织的一次文献进行搜集、提炼、浓缩、加工、整理，并按一定的

科学方法编排、编辑出版的文献。如目录、题录、文摘、索引、各种书目数据库等。二

次文献对文献信息进行报道和检索，其目的是使文献信息流有序化，更易被检索和利用。 

⒊三次文献 (Tertiary Document) 

是对一次文献和二次文献的内容进行综合分析、系统整理、高度浓缩、评述等深加

工而形成的文献。如：综述、述评、词典、百科全书、年鉴、指南数据库、书目之书目

等。三次文献的内容综合性强、信息量大，它既是检索的对象也是检索的工具。 

（三）按出版形式分，文献可分为图书、期刊、报纸、科技报告、会议文献、专利

文献、标准文献、政府出版物、产品样本、技术档案和学位论文等。 

图书是现代出版物中最普通的一种类型。虽然图书出版比报刊周期长，但因其成熟

的内容，成为大众系统学习和掌握各门科学知识的基本资料。 

期刊是一种定期或不定期的连续性出版物，每期版式基本相同，有固定名称，用卷

期、年月或其他顺序号出版。 

报纸一般定期出版，以报道时事新闻为主。 

科技报告也称研究报告或技术报告，它是 20 世纪 40 年代后大量出现的一种文献类

型，是科技人员对某学科或课题进行研究的阶段报告、成果报告和总结报告。科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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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内容广泛、专深具体而且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往往能反映出一个国家或一个专业

的科研水平。 

会议文献是指在各科学技术会议上选读、发表或提交的论文、报告、讨论记录等文

献资料。 

专利文献主要指的是专利说明书。专利文献经过审查、批准后，即在法律上取得保

护权并在一定时间、一定区域内享有发明创造的独占权。 

标准文献是标准化组织或有关机构对工农业产品和零部件的质量、规格、生产过程

及检验方法等所做的技术规定，是生产和建设的共同依据。标准文献有国际标准、区域

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等。 

政府出版物是指各国政府及其所属机构发表或出版的各种文献资料。 

产品样本包括产品样本、产品说明书、产品目录等，是对定型产品性能、结构原理、

用途、使用方法以及产品规格所作的说明。 

技术档案是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部门在技术活动中所形成的，有一定具体工程对象

的技术文件、图样、图表、照片、原始记录的原本或复制本等，它是生产建设和科研工

作中用以积累经验，汲取教训和提高质量的重要文献。 

学位论文是指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大学生、研究生或其他人员为获取学位而提交

的论文。目前，许多高校都建立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作为高校图书馆的特色文献资源，

为学生撰写论文、从事科研活动、查找资料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保障。 

除上述外，还有新闻稿件、手稿、地图等等其他形式的文献。  

（流通部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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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美国美国美国科学科学科学科学、、、、工程工程工程工程、、、、技术领域信息素养标准技术领域信息素养标准技术领域信息素养标准技术领域信息素养标准((((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信息素养是所有学科、所有学习环境以及接受各种层次教育的人所都应具有的。

科学、工程、技术领域的信息素养被定义为：明确信息需求，获取信息，评价信息，进

而修订获取信息的策略，合理合法地利用信息并且运用于终生学习之中。信息素养能力

对于科学、工程、技术领域的学生来说尤其重要，这些学生需要获取本领域大量的信息

资源。在这些飞速发展并瞬息万变的领域，跟踪学科发展的知识以及实证数据对于科学

家和工程师非常重要。此标准不包括数学领域。 

科学、工程、技术领域要求学生不仅仅在书面的作业和研究论文中展示才能，还要

在某一特定领域有所建树，如实验、实验室研究和机械制图。我们的目标是提供可以被

科学、工程、技术领域教育者使用的文件，

遵循其机构的使命，以帮助指导其信息素

养相关的教育并评估学生的进步情况。 

基于《ACRL 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

准》，此标准（草案）包括五个标准和 24

个绩效指标。每个绩效指标都有一个或一

个以上的成果用来评估各个层次高等教育

中科学、工程、技术领域学生的信息素养

情况。 

1 标准一 

具有信息素养的学生必须具备确定所

需信息的性质和范围的能力。绩效指标包

括： 

（1）界定并明确表述所需信息。 

（2）明确形式类型各异的潜在信息源。 

（3）具备某一领域的文献应用知识并了解其如何生产。 

（4）认识到获取自己所需信息的成本和收益。 

2 标准二 

具有信息素养的学生必须能够有效地获取所需信息。绩效指标包括： 

（1）选择最合适的研究方法或信息检索系统获取所需信息。 

（2）构造并有效实行所设计的检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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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用多种方法检索信息。 

（4）必要时修改检索策略。 

（5）析取、记录、转移并管理信息和信息源。 

3 标准三 

准确评估所获取的信息和它的出处，进而决定是修改最初的检索式，还是寻求另外

的资源，以及是否建立一个新的研究过程。绩效指标包括： 

（1）从收集到的信息中总结要点。 

（2）选择信息时，清晰表达并且运用标准来评估信息和它的出处。 

（3）综合主要思想来构建新概念。 

（4）通过对比新旧知识来判断信息是否增值，是否前后矛盾，或具有其它特色。 

（5）通过与其他人、小组或团队、学科专家或从

业人员的讨论，来验证对信息的理解和诠释。 

（6）确定是否应该修改原先的咨询。 

（7）评估所获取的信息和整个处理过程。  

4 标准四 

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一个团体的成员，有信息素养

的学生要能够认识与信息使用和信息技术有关的经济、伦理、法律和社会观点，有效地、

合理合法地利用信息，以实现特定的目的。绩效指标为： 

（1）认识众多与信息使用和信息技术有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经济观点。 

（2）遵守与获取和使用信息资源相关的法律、规定、机构政策和程序。 

（3）在宣传产品或性能时声明引用信息的出处。 

（4）创造性地使用一个特定的产品和性能。 

（5）评价最终的产品或性能，并能修改原来的开发过程。 

（6）有效地与别人就产品或功能进行交流。 

5 标准五 

有信息素养的学生能够了解信息素养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和终身学习的重要组

成部分，并且认可对他（或她）所在领域的最新进展保持了解的必要性。 

绩效指标包括： 

（1）认识到不断吸收和保存本领域知识的价值。 

（2）利用各种方法和新兴技术把握本领域的发展趋势。  

（办公室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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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10101010----2020202011111111 学年第学年第学年第学年第 2222 学期图书馆简讯学期图书馆简讯学期图书馆简讯学期图书馆简讯    

3333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        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图书馆馆长及各部门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图书馆馆长及各部门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图书馆馆长及各部门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图书馆馆长及各部门负责人一行负责人一行负责人一行负责人一行 8888 人来我馆交流人来我馆交流人来我馆交流人来我馆交流。。。。    

3333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23232323 日日日日        采编部采编部采编部采编部高联群带六名专任老师分别跟随宁波高联群带六名专任老师分别跟随宁波高联群带六名专任老师分别跟随宁波高联群带六名专任老师分别跟随宁波市书店和鄞州书店到杭州参加第六届市书店和鄞州书店到杭州参加第六届市书店和鄞州书店到杭州参加第六届市书店和鄞州书店到杭州参加第六届

全省馆藏资源订货会全省馆藏资源订货会全省馆藏资源订货会全省馆藏资源订货会，，，，共采购图书共采购图书共采购图书共采购图书两千余种两千余种两千余种两千余种，，，，二十五万二十五万二十五万二十五万元元元元码洋码洋码洋码洋。。。。    

4444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        袁馆长与应贤军到袁馆长与应贤军到袁馆长与应贤军到袁馆长与应贤军到浙大图书馆汇报机电模具特色数据库总结结题浙大图书馆汇报机电模具特色数据库总结结题浙大图书馆汇报机电模具特色数据库总结结题浙大图书馆汇报机电模具特色数据库总结结题，，，，进行进行进行进行 10101010 分钟的分钟的分钟的分钟的 pptpptpptppt 和和和和

5555 分钟的专家咨询答辩会分钟的专家咨询答辩会分钟的专家咨询答辩会分钟的专家咨询答辩会。。。。    

4444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图书馆邀请各系学生代表图书馆邀请各系学生代表图书馆邀请各系学生代表图书馆邀请各系学生代表 17171717 人人人人，，，，在馆长室召开了在馆长室召开了在馆长室召开了在馆长室召开了学生学生学生学生读者座谈会读者座谈会读者座谈会读者座谈会，，，，会会会会上袁馆长向同学上袁馆长向同学上袁馆长向同学上袁馆长向同学

们介绍了图书馆目们介绍了图书馆目们介绍了图书馆目们介绍了图书馆目前的有关情况前的有关情况前的有关情况前的有关情况，，，，随后随后随后随后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纷纷踊跃纷纷踊跃纷纷踊跃纷纷踊跃发言发言发言发言，，，，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谈了对图书馆的印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谈了对图书馆的印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谈了对图书馆的印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谈了对图书馆的印

象象象象，，，，提出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和提出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和提出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和提出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和很很很很好的建议好的建议好的建议好的建议，，，，对对对对图书馆的服务再上新台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图书馆的服务再上新台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图书馆的服务再上新台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图书馆的服务再上新台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4444月月月月15151515日日日日        广州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广州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广州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广州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一行来馆参观一行来馆参观一行来馆参观一行来馆参观，，，，交流内容为高校图书馆服务地方的交流内容为高校图书馆服务地方的交流内容为高校图书馆服务地方的交流内容为高校图书馆服务地方的经验经验经验经验做法做法做法做法。。。。

4444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        为迎接第为迎接第为迎接第为迎接第 16161616 个个个个““““世界读书日世界读书日世界读书日世界读书日””””，，，，图书馆咨询部负责举办了大学生信息素养讲座图书馆咨询部负责举办了大学生信息素养讲座图书馆咨询部负责举办了大学生信息素养讲座图书馆咨询部负责举办了大学生信息素养讲座。。。。    

4444 月月月月 20202020----22222222 日日日日        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大学园区大学园区大学园区大学园区图书馆组织编目培训图书馆组织编目培训图书馆组织编目培训图书馆组织编目培训，，，，魏莉魏莉魏莉魏莉、、、、高联群高联群高联群高联群、、、、李晓斐李晓斐李晓斐李晓斐参加参加参加参加培训培训培训培训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4444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图书馆在图书馆在图书馆在图书馆在 4444 号楼一楼号楼一楼号楼一楼号楼一楼为迎接读书日得到来为迎接读书日得到来为迎接读书日得到来为迎接读书日得到来，，，，还邀请了万方数据库还邀请了万方数据库还邀请了万方数据库还邀请了万方数据库、、、、读秀读秀读秀读秀、、、、书生之家书生之家书生之家书生之家、、、、国国国国

研网研网研网研网和银符模拟考试和银符模拟考试和银符模拟考试和银符模拟考试系统的培训经理来开展宣传活动系统的培训经理来开展宣传活动系统的培训经理来开展宣传活动系统的培训经理来开展宣传活动，，，，并热情解答了读者在使用电子资源方面的各并热情解答了读者在使用电子资源方面的各并热情解答了读者在使用电子资源方面的各并热情解答了读者在使用电子资源方面的各

种疑问种疑问种疑问种疑问。。。。    

4444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日日日        袁馆长参加丽水召开的浙江省高校图书馆馆长会议袁馆长参加丽水召开的浙江省高校图书馆馆长会议袁馆长参加丽水召开的浙江省高校图书馆馆长会议袁馆长参加丽水召开的浙江省高校图书馆馆长会议，，，，我院图书馆被评为我院图书馆被评为我院图书馆被评为我院图书馆被评为 2008200820082008----2010201020102010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先进集体先进集体先进集体先进集体，，，，这是继这是继这是继这是继 2008200820082008 年评为年评为年评为年评为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2007200720072007 年度先进图书馆后又获此殊荣年度先进图书馆后又获此殊荣年度先进图书馆后又获此殊荣年度先进图书馆后又获此殊荣。。。。    

5555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一行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一行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一行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一行 6666 人来我馆交流人来我馆交流人来我馆交流人来我馆交流。。。。    

5555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16161616 日日日日        贡金涛到深职院参加全国高职院校贡金涛到深职院参加全国高职院校贡金涛到深职院参加全国高职院校贡金涛到深职院参加全国高职院校““““文献检索课的学术交流会文献检索课的学术交流会文献检索课的学术交流会文献检索课的学术交流会””””。。。。    

5555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20202020 日日日日        图书馆组织各部门负责人去台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参观其新馆落成后开放亮点图书馆组织各部门负责人去台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参观其新馆落成后开放亮点图书馆组织各部门负责人去台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参观其新馆落成后开放亮点图书馆组织各部门负责人去台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参观其新馆落成后开放亮点。。。。    

5555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        图书馆组织信息咨询部图书馆组织信息咨询部图书馆组织信息咨询部图书馆组织信息咨询部、、、、技术部全体工作人员座谈讨论如何深入开展为北仑区域地方经技术部全体工作人员座谈讨论如何深入开展为北仑区域地方经技术部全体工作人员座谈讨论如何深入开展为北仑区域地方经技术部全体工作人员座谈讨论如何深入开展为北仑区域地方经

济信息资源的服务工作济信息资源的服务工作济信息资源的服务工作济信息资源的服务工作，，，，会议决定有周燕先起草一份策划书会议决定有周燕先起草一份策划书会议决定有周燕先起草一份策划书会议决定有周燕先起草一份策划书，，，，作为作为作为作为 2011201120112011 年面向北仑区深入开展信息年面向北仑区深入开展信息年面向北仑区深入开展信息年面向北仑区深入开展信息

咨询服务的计划咨询服务的计划咨询服务的计划咨询服务的计划。。。。    

5555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        由工会组织召开由工会组织召开由工会组织召开由工会组织召开““““幸福宁职人幸福宁职人幸福宁职人幸福宁职人””””座谈会座谈会座谈会座谈会，，，，会上有会上有会上有会上有 8888 位同志结合个人的亲身经历畅谈在宁位同志结合个人的亲身经历畅谈在宁位同志结合个人的亲身经历畅谈在宁位同志结合个人的亲身经历畅谈在宁

职院工作职院工作职院工作职院工作、、、、生活中的幸福及图书馆的发展历程生活中的幸福及图书馆的发展历程生活中的幸福及图书馆的发展历程生活中的幸福及图书馆的发展历程。。。。    

5555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        图书馆党支部创新项目图书馆党支部创新项目图书馆党支部创新项目图书馆党支部创新项目，，，，““““贯彻三思三创贯彻三思三创贯彻三思三创贯彻三思三创，，，，进一步深入开展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荣获荣获荣获荣获

学院三等奖学院三等奖学院三等奖学院三等奖。。。。    

5555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        魏莉魏莉魏莉魏莉，，，，陈力进陈力进陈力进陈力进带领带领带领带领 10101010 多名多名多名多名学生志愿学生志愿学生志愿学生志愿者者者者到学苑社区图书流动站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到学苑社区图书流动站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到学苑社区图书流动站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到学苑社区图书流动站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他他他他

们有的打扫卫生们有的打扫卫生们有的打扫卫生们有的打扫卫生，，，，有的有的有的有的给给给给图书图书图书图书分类上架分类上架分类上架分类上架，，，，赢得了社区领导们的好评赢得了社区领导们的好评赢得了社区领导们的好评赢得了社区领导们的好评。。。。    

6666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        袁袁袁袁馆长和张学库馆长和张学库馆长和张学库馆长和张学库副副副副院长到杭州参加省高职高专图书馆会议院长到杭州参加省高职高专图书馆会议院长到杭州参加省高职高专图书馆会议院长到杭州参加省高职高专图书馆会议，，，，会上袁馆长进行了会上袁馆长进行了会上袁馆长进行了会上袁馆长进行了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交流交流交流交流

汇报汇报汇报汇报。。。。    

6666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我馆经与深信服科技有限公司洽谈我馆经与深信服科技有限公司洽谈我馆经与深信服科技有限公司洽谈我馆经与深信服科技有限公司洽谈，，，，开通了开通了开通了开通了 SSL VPNSSL VPNSSL VPNSSL VPN 免费试用服务免费试用服务免费试用服务免费试用服务，，，，学院用户学院用户学院用户学院用户通过登录通过登录通过登录通过登录

SSSSSSSSL L L L VPNVPNVPNVPN 可以在校外任何能接入因特网的地方访问我院可以在校外任何能接入因特网的地方访问我院可以在校外任何能接入因特网的地方访问我院可以在校外任何能接入因特网的地方访问我院图书馆电子资源图书馆电子资源图书馆电子资源图书馆电子资源。。。。    

6666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        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上报蒋敏上报蒋敏上报蒋敏上报蒋敏的的的的《《《《基于基于基于基于 ZADLZADLZADLZADL 的定量文献传递服务的定量文献传递服务的定量文献传递服务的定量文献传递服务》》》》和陈利东和陈利东和陈利东和陈利东《《《《文献检索的研究与改文献检索的研究与改文献检索的研究与改文献检索的研究与改

进进进进》》》》省图工委省图工委省图工委省图工委课题课题课题课题。。。。    

6666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图书馆在学院风雨篮球场图书馆在学院风雨篮球场图书馆在学院风雨篮球场图书馆在学院风雨篮球场，，，，成功举办了第九届趣味运动会成功举办了第九届趣味运动会成功举办了第九届趣味运动会成功举办了第九届趣味运动会。。。。    

7777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        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组织开展组织开展组织开展组织开展北仑区北仑区北仑区北仑区----宁职院图书馆管理与运行模式调研宁职院图书馆管理与运行模式调研宁职院图书馆管理与运行模式调研宁职院图书馆管理与运行模式调研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办公室办公室办公室办公室        整理整理整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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