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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提笔准备回顾2013年我们发展成绩和体会的时候，收到中科院人事局发来的《关于变更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机构名称的通知》，蓦然间，掐指算来，距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筹）正式揭牌整整八年。

经过这八年的持续探索实践，我们欣慰地看到，中科院文献情报系统已基本建立一体化的业务运行机制，形成

了全院协同、有机嵌入科研与决策过程的新型知识服务体系。

八年前，中科院党组审时度势，将四个院级文献情报机构整合组建为国家科学图书馆，这是中科院文献情

报系统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改革，从源头上打破发展瓶颈、避免低水平重复和内部竞争，从体制上保证了

统筹规划、共建共享、联合服务，有利于凝聚全院力量提升对科技自主创新的服务能力。改革激发了全院文献

情报系统的创新活力，新建立嵌入科技创新的学科馆员服务模式，大力发展嵌入科技决策一线的情报研究服务

模式，逐步开启向知识服务发展的模式变革。

八年间，科研环境、信息环境持续发生急剧变化，文献情报服务模式也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以国家科学

图书馆（筹）总分馆为核心，以研究所文献情报机构为骨干的全院文献情报系统，坚持“用户为本、需求驱

动、融入科研、支撑创新”的战略定位，着力建设支撑科技创新全谱段需求的集成综合知识基础设施，着力建

设支撑科技决策的战略性前瞻性情报研究能力，着力建设嵌入研究过程和团队的知识化信息服务能力，全院数

字资源保障与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实现了从传统图书馆到数字图书馆，再到知识服务的阔步转变，开辟了全院

文献情报系统的一个重要新阶段。

八年来，国家科学图书馆（筹）率先垂范、攻坚克难，全院文献情报系统锐意进取、协同创新，保障了服

务能力的整体跨越式提升。建立了全院资源建设、学科化服务、战略情报服务、文献传递服务等服务协调组，

形成资源共享、服务协同的服务机制；成功召开全院第六次文献情报工作会议，吹响研究所文献情报工作向知

识服务转型的号角；启动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专业技术岗位任职能力认证工作，为文献情报队伍发展提供支

持；形成了战略情报、学科情报、产业技术情报、综合知识管理服务等示范性新型知识服务能力；在国家科技

文献平台建设、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系统、科技信息资源开放共享等方面形成积极示范效应。

鉴于对事业机构名称规范的要求，为加快全院文献情报系统的进一步创新发展， 2014年3月19日，中国

科学院专门发文，进一步明确全院文献情报系统“统一管理、统筹规划、共建共享、联合服务”的总体部署：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为院直属事业法人单位，负责全院文献情报服务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负责全院科技

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建设，负责全院公共文献信息服务的建设和管理；下设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成都

文献情报中心和武汉文献情报中心3个二级事业法人单位，负责相应领域战略情报研究和科技信息服务，协同

组织所在区域的科技信息服务工作；不再使用国家科学图书馆（筹）总分馆名称。我们看到，此“文献情报中

心”已经不同于八年前的彼“文献情报中心”，而且，面对开放获取、数字科研和开放创新对科研信息服务的

新需求，面对“四个率先”对文献情报服务模式和能力提出新要求，整个文献情报中心将以建立数字化、网络

化、开放化、计算化的知识服务平台为抓手，一方面深度参与和支持科技智库的建设，一方面努力提供支持科

研一线数字化知识发现与分析的服务，率先建成数字化计算化新型知识服务能力，为我院的“四个率先”提供

有力支持。

虽然本年报涉及内容为2013年（时对外名称为“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筹）”），但由于该文件

发布于本次年报付印前，从规范名称使用的角度，我们在本年报中使用正式批准的名称“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

中心”。

衷心感谢各级领导、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多年来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主 任 致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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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组织结构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领导班子成员：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第二届理事会成员:

1.1 领导机制

理 事 长：李静海

副理事长：潘教峰

理    事：李静海（中国科学院）、潘教峰（中国科学院）、苏  刚（中国科学院大学）、

           张晓林（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何  林（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詹福瑞（国家图书馆）、袁海波（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陈晓亚（上海生科院）、张淑林（中国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为中科院直属事业法人单位，负责全院文献情报服务的组织、管理和

协调，负责全院科技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建设，负责全院公共文献信息服务的建设和管理，下设中国

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和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3个二级

事业法人单位，负责相应领域战略情报研究和科技信息服务，协同组织所在区域的科技信息服务工

作。

2013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包括资源建设部、文献服务部、学科咨询服务部、情报研究

部、信息系统部、编辑出版中心、科学文化传播中心、档案馆（2013年11月27日变为院设管理型非

法人单元）、综合办公室、业务处、人力资源处、财务资产处12个部门。兰州、成都、武汉分别设

有业务处、综合办公室、信息服务部、情报研究部、信息技术部、学科咨询服务部6个部门。

 党委书记兼副主任：何林主任：张晓林

孙 坦

张志强

方  曙

钟永恒

张 薇

刘细文

副主任 组织结构图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院中心 兰州中心 成都中心 武汉中心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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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文献情报系统业务协调组组成情况一览

1.3 业务协调

面向科技创新发展需求，面向科技决策一线、面向科研一线、面向国家与区域发展一线，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继续巩固院所协同的发展机制、开放共享服务机制，重点加强了区域服务的组

织力度，组织成立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区域信息服务协调组，推动区域文献情报服务。

一、学科化服务协调组

组  长 吴    鸣 院中心

副组长 张冬荣 院中心

成员

青秀玲 院中心

李    玲 院中心

肖仙桃 兰州中心

吕俊生 兰州中心

王春明 成都中心

吴跃伟 武汉中心

李印结 武汉中心

沈东婧 上海生命科学院

周津慧 软件所

朱    怡 中科院大学

张小云 新疆生地所

胡志斌 沈阳生态所

王雨华 昆明植物所

薛慧彬 上海光机所

张海华 广州地化所

李    莎 南海海洋所

组  长 冷伏海 院中心

副组长

曲建升 兰州中心

房俊民 成都中心

张    军 武汉中心

徐    萍 上海生命科学院

组  长 张建勇 院中心

副组长
郑建程 院中心

宋    文 院中心

成  员

刘    峥 院中心

赵    艳 院中心

刘筱敏 院中心

黄金霞 院中心

马建玲 兰州中心

朱    江 成都中心

邵    荣 武汉中心

孙继林 上海生命科学院

秦聿昌 上海有机化学所

汪    其 大连化学物理所

汤    惠 物理研究所

组  长 郑    菲 院中心

成  员

孙玉玲 院中心

赵    勇 兰州中心

任    波 成都中心

李    珑 武汉中心

江洪波 上海生命科学院

阎    军 半导体所

向桂林 生物物理所

张    曙 合肥物质院

王海燕 成都生物所

二、战略情报服务协调组

三、文献资源建设协调组

四、查新检索联合服务工作组

成  员

赵亚娟 院中心

高    峰 兰州中心

熊永兰 兰州中心

邓    勇 成都中心

陈    方 成都中心

张    娴 成都中心

梁慧刚 武汉中心

魏    凤 武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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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 贾    苹 院中心

副组长
徐慧芳 院中心

杨    棫 上海生命科学院

成  员

瞿其春 中国科技大学

范超英 院中心

邓    兵 武汉中心

陈    力 成都中心

甘玉梅 兰州中心

范广兵 地理资源所

徐晓敏 大连化物所

万    锋 上海药物所

刘加兰 昆明动物所

组  长 龚惠玲 院中心

成  员

陈朝晖 院中心 

贾    苹 院中心

田晓阳 兰州中心

鄢小燕 成都中心

江    洪 武汉中心

秘  书 杨    琳 院中心

组  长 初景利 院中心

副组长 张宏翔 院中心 

成  员

侯春梅 兰州中心 

田    丁 成都中心

刘    莹 武汉中心

组  长 贾    苹 院中心

成  员

田晓阳 兰州中心 

陈利涛 兰州中心 

肖国华 成都中心

鄢小燕 成都中心

江    洪 武汉中心

李    珑 武汉中心

五、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服务工作组

六、科学文化传播工作小组

七、编辑出版工作组

八、区域服务协调组

Strategic  Planning

战略规划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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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
Strategic  Planning

2013年是全面落实“一三五”规划的一年。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坚持以服务成效和创新贡献为

中心，持续夯实基础业务，重点拓展提升全院知识服务能力、高层科技决策支撑能力、国家和区域

战略信息服务能力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为圆满完成“一三五”规划目标、为有力支撑“四个率

先”奠定了坚实基础。

融 入 一 线 嵌 入 过 程

学科情报服务
2010-2012年

信 产 五千

责任到所、服务到所责任到所、服务到所
创新到所、考核到所创新到所、考核到所

国科图学科馆员 研究所图书馆员

NSTL“02”专项情报
服务

水体污控制
领域态势分析

NSTL
国科图

科学研究专题
报告

系统与进化植物学
竞争力分析

中科院植物所

信息产品累计五千余份

专题报告累计四百余份

先进激光技术动态
监测快报

科学研究专题报告

科学研究专题报告
水母生态灾害专辑

国科图学科馆员 研究所图书馆员

科研团队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兰州分馆

专题快报定制

…� …

知识管理服务

188个

科研素质教育

知识产权与著作权开放获取103所

20�0

20��

20�� 2012-2013学年
�国科大9个学院

�京外4个教育基地

�开设学分课程28班次

2006-2013学年

�共开设学分课程74班次

一线信息服务

2012年度

广泛知道 首先想到 方便找到 高效用到

常下所

200�
�全院普及新生入所信息检索利用专项培训

2012年度

�咨询量32081次
�服务课题组1266个
�到所服务培训20314人次长下所

十五期间
十一五期间

十二五期间

2 战略规划

用户为本、需求驱动、融入科研、支撑创新

基于知识关系的开放综合数字知识资源体系
支持科学探索的数字知识发现服务平台
世界科技态势预警监测分析的方法与工具体系
基于服务云和合作化的个性化嵌入式知识服务机制
国家科技信息政策研究与咨询服务平台
支持协同创新的开放智慧中心

重点突破综合数字知识资源保障能力
重点突破支撑科技决策的战略性前瞻性情报研究能力
重点突破嵌入研究过程和团队的知识化信息服务能力

六
个

培
育

方
向

三个突破

战
略

定
位

总体发展思路

2010-2013年

2013年度

33183
1322

2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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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科技部� 重大科技任务�

科技规划与决策科技动态监测 科技评价

前沿科学分析 技术趋势分析
世界科学：各国综合得分

科技政策与战略
跟踪分析

先导专项知识
产权态势分析

《科学结构地图2012》
揭示的热点前沿学科领域

��

UC Berkeley表现卓越的研究前沿

烯传感 演 中 基 新
揭示的热点前沿学科领域

石墨烯传感器技术演进中的基础技术和新兴技术

定性资料 分析平台 专家知识

学科
专家 小核心-大网络

支撑机制

定量数据

定性资料 分析平台

分析方法

专家知识情
报
专
家

政策

管理
专家

定量数据 分析方法政策
专家

战略规划

需求满足率

信息资源保障

高新
技术

生物
物理

化学

天文

数学
地学

80%
90%

资源共享23000种外文期刊，保障率98%
7,200种外文电子期刊 ，11,000种中文电子期刊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使用量（万篇）0%
3,600万篇使用量/年

开放资源 全文量 159万

集成化信息检索

数字知识资源基础设施数字知识资源基础设施

开放资源 全文量 159万

期刊论文：60万

开放资源类型及数量

期刊论文：60万

个性化知识组织

机构知识库（IR） 20112009 2013

知识资产保护和数字资源长期保存

我国首个科技文献保存中心

会议论文 专利等 其中期

（ ）

商业
期刊

商业期刊
商业图书
开放期刊
预印本

网络资源
科学数据

我国首个科技文献保存中心

会议论文、专利等，其中期
刊论文占72.55%

预印本

1.6万种刊,2.5万种电子书,80万篇预印本

战略情报研究服务

Strategic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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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业务工作
Advancements

3.1 文献资源保障

2013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进一步拓展资源建设模式与内涵，继续夯实商业引进资源保

障基础，持续推进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和知识组织体系建设，全面启动开放资源建设与服务，积极推

动国际开放获取项目，为全面构建数字知识资源基础设施奠定了基础。

3.1.1  2013年文献资源保障情况
商业电子资源集团引进模式、集团内部费用分担方案继续向合理、公平转变，精心设计和优化

研究所资源保障模式，在有限的文献资源经费下加大资源引进和保障力度。

截至2013年底，集团引进网络数据库155个，参加集团采购的研究所达到1,440所次，借助国家

平台开通数据库44个，国家图书馆的全国授

权协议开通数据库2个。保障院内科研用户

即查即得外文全文科技期刊17,997种（含开

放获取期刊），外文博硕士学位论文41.5万

篇，外文会议录3.6万卷/册，外文图书、工具

书5.2万卷/册，外文行业报告183.3万篇，中

文电子期刊14,168种，中文博硕士学位论文

215.1万篇。中科院用户全文数据库全文使用

量为4,032.41万篇次，二次文献、工具型资源

使用量为1,374.32万次。

4月22-25日在兰州组织召开第四届电子

资源培训周，来自中科院64个研究院所、学

科馆员与资源建设人员以及甘肃省高等学校

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兰州大学等甘肃地区

图书馆工作人员共141人参加了培训，推进了

研究所图书馆向知识服务模式转型，提升了

研究所在新科研环境下发现、获取和利用文

献资源的水平；邀请典型研究所与参会代表

分享了电子资源获取与利用中的最佳实践，

促进了中科院文献情报系统一线知识服务能

力的提升。

3.1.2  积极组织开放资源建设
推进资源建设模式转型，积极组织和集成开放

信息资源。全面启动“开放获取期刊采集服务体

系”、“开放课件采集与服务系统”、“开放社会

经济信息采集与服务系统”建设，持续建设“综合

科技信息集成登记系统”、“重要会议开放资源采

集与服务系统”，共登记10800条综合资源，采集

组织31000篇会议论文、10000条社会经济信息资

源、49000个国内外高质量课件，以及超过2000种

OA期刊，并逐步开始在中科院多个研究所、各类

信息平台得到利用。初步提出开放资源建设规范指

南，为中科院和全国的开放资源建设提供支持。

第四届电子资源培训周

开放知识资源登记系统

表1 开通网络数据库

表2. 全院文献资源保障能力

表3. 网络数据库使用量 开放科技课件采集和服务系统 开放社会经济信息集成揭示与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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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积极推动国际开放获取SCOAP3项目，促进我国科研成果的开放共享
作为国际高能物理开放出版资助联盟（SCOAP3

）的国家联络点，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一方

面派代表参加SCOAP3的国际管理体系，通过参与SCOAP3的管理和运行，维护和争取我国在国际开

放获取合作项目中的话语权和相应地位；另一方面，成立工作执行组，按照SCOAP3项目推进安排和

要求，组织、协调国内各方力量，协同高校

图书馆联盟、公共图书馆以及其他高能物理

研究机构图书馆共同制定和实施SCOAP3中国

推进方案，包括与出版社谈判，确定费用扣

减测算方案，确保了SCOAP3在中国的有力推

进。

经科技部批准，我国的SCOAP3开放出版

费由国家科技文献共享平台经费全额承担，

以有力支持世界高能物理学术论文的开放获

取，促进我国科研成果的开放共享，提高我

国在国际科技界的影响力。

3.1.4  持续推进数字资源长期保
存，为科技创新提供文献战略保障

新增长期保存3种科技文献资源。与美国

国家科学院签署了电子期刊长期保存协议，

与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签署了电子图书长期保

存协议，与Springer出版集团签署了Springer 

Protocols长期保存协议。其中，Springer 

Protocols长期保存协议，是中国图书馆界与

重要国际学术出版机构签署的第一个事实型

数据库的长期保存协议，是对事实型数字资源本地化长期保存的开创性探索和实践。

截至2013年年底，共完成了对7家出版社（Springer、IOPP、BMC、RSC、NPG、NAS和维

普）的16,105种重要科技期刊文献、2家出版社（Springer和RSC）的26,493种电子图书、1家出版社

（Springer）的3万种实验室指南的长期保存，为中科院和国家科技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战略保障。

3.1.5  稳步推进面向外文科技文献信息的知识组织体系和应用示范系统建设
开展本体平台和科研本体知识库的建设。截至2013年底，本体知识库集成科研人员14,378人，

机构5,292个，项目及资助10,932个，会议2,740个，论文、会议录、专利、专著等12,408条。通过研

究所群组知识平台建设一期、二期项目共为32个研究所搭建知识平台118个，通过下所、视频语音、

QQ群、电话、邮件等多种方式提供技术支持服务，对用户手册等资料进行修改完善，使系统建设更

加规范化。针对平台建设的不同阶段，为参与专业领域知识环境（SKE）项目建设的研究所组织4场

集中培训；根据个性化需求，提供下所和个性化服务14次；根据SKE平台用户使用需求，启动了平

台三期项目。

3.1.6  iAuthor中国科学家在线系统
iAuthor中国科学家在线为科研工作者提供展示科研成就的专享页面，解决学术交流中同名作者

识别的困扰，帮助科研工作者准确获取和管理论文列表、学术成果的被引情况，并以可视化方式展

示科研工作者的合作网络和引文分布。iAuthor已包括中科院100多个研究所和20个重点高校的科研人

员信息。iAuthor中国科学家在线还与国际知名的人名识别系统ORCID（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

进行融汇，将中国的科研工作者

融入国际科研工作者识别体系。

可以帮助科研工作者获得永久的

数字身份标识符ORCID号，与

国际知名的人名识别系统接轨，

提高科研工作者在国内和国际的

学术知名度。当发表论文或申请

资助时，可将 ORCID 标识包括

在内，以确保科研工作者的研究

工作获得更多的信任。

主要业务工作
Advancements

“开放资源建设”指南网站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开放获取项目SCOAP3

iAuthor中国科学家在线
与Springer签署Protocols长期保存签约仪式

重要会议开放资源采集和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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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全馆学科馆员团队坚持深入研究所科研一线，持续夯实普遍服务，积极拓展知识化服

务，不断提升知识服务创新能力，服务成效得到研究所领导及科研用户的广泛认可，支撑了研究所

“一三五”战略规划的创新发展。

3.2.1  夯实基础服务
继续夯实到所、到课题组、到用户个人的科研信息支持服务，学科馆员到所培训656场次，培

训22602人次，走访课题组1322个，提供各类咨

询服务6.6万人次，为研究所“一三五”规划、

先导专项、重大科研项目等提供学科情报250多

份。建立了50个研究所资源保障分析与规划建设

团队，开展所级科技文献资源保障分析与规划，

重点保障研究所“一三五”战略规划需求，形成

了所级科技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持续优化机制。组

织“我心中的知识服务”、“科研教育开放信息

创新应用大赛”等主题宣传推广活动。

3.2 知识服务拓展

主要业务工作
Advancements

学科馆员到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进行服务培训 学科馆员为研究人员介绍文献管理工具使用

科研教育开放信息创新应用大赛宣传活动开展“我心中的知识服务竞赛”

3.1.7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稳步发展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平稳运行，社会认知度日渐提高。自主开发网络投票系统，面向全国各学

科领域的专家征求意见，完成来源期刊遴选工作。增加多语言支持，以多种语言为用户提供信息服

务；完善OAI、Web Service标准接口，提供面向第三方数据链接的标准化服务，为集成服务平台、

创新大赛等服务调用。实现与ResearcherID系统之间的统一用户认证，支持将检索结果直接输出

到ResearcherID。截至2013年底，拥

有机构用户176家（中科院及其合作

用户126家，其他销售用户 50 家），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ISI WOK

平台数据库平台)平台用户52 家（大

陆用户45家、海外用户7家）。数据

库访问量平稳上升，年访问人次为72

余万人次。为院士、国家科技进步

奖、国家自然科学奖、杰青基金等申

请、申报提供检索服务321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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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学科或情报学博士作为所文献情报人员，推动全院研究所图书馆转型发展，为普遍开展所级情报

研究服务提供激励和示范。

◆ 机构知识库建设进展

中科院机构知识库体系继续高速发展，覆盖103家研究所，实现全院基本覆盖，达到到普惠全院

的基本目标。存储科技成果52万余份，累计下载超过1411万篇次，其中，含全文的数据量为415,678

篇，占比79.42%。2013年，已累积浏览5200余万次，下载797万篇次，同比增加51%，全院共有17家

研究所进入全球机构知识库网络排名（Ranking Web of Repositories），2013年首次发布热门下载

论文排名，已成为全球科研机构中最大的、使用最为活跃的科研成果共享系统。

3.2.2  知识服务能力建设

◆ 研究所群组集成知识平台可持续服务能力建设进展

全院已有60个研究所的350多个课题组/实验室

参与群组平台建设，建立了以研究所为主的院-所-

课题组协同群组平台建设与服务团队，完成了嵌

入课题组知识平台240余个，同时建设了近80个嵌

入科研提供服务的知识环境，如先导专项B类“超

导电子器件应用基础研究”的微系统与信息技术

知识环境等，上海辰山植物园群组平台首次建设

的视频知识库。群组平台资源总量已超过10万，

访问IP数近8万，访问总量超过400万人次，总结

形成了140余份参建所群组集成知识平台建设设

计、实施和服务规范模板、流程和服务机制。

热电转换材料与器件研究课题组平台

中科院机构知识库通讯 中科院机构知识库培训与沙龙

与研究所协同编制学科领域监测快报一期项目总结汇编

植物科学领域科学家网络课题组平台

二期项目中期进展汇编

研究所情报研究服务成果丰硕

动力及储能锂电池技术研究团队课题组平台

Advancements

◆ 研究所情报分析可持续服务能力建设

持续推进“研究所情报分析可持续服务能力建设”一期、二期、三期项目，共有47个研究所参

与子项目建设，重点培育支撑研究所及其重大领域战略决策的所级学科情报服务能力，建立可靠和

可持续的“小核心，大网络”情报分析团队，形成研究所认可的情报分析产品体系。截止2013年，

共产出学科领域态势发展分析、专利技术趋势分析、竞争与合作分析等专项情报分析报告141份，领

域动态信息监测快报等21个主题共计308期，形成指南、规范、模板和流程65个，建立情报成果服务

平台23个，开展的情报分析服务得到所领导和科研团队的高度评价和广泛认可。

所级情报服务能力的建设和宣传推广成效显著，上海光机所、大连化物所、成都光电所、广州

健康院、上海高研院等11个研究所情报服务团队与研究所及课题组签订服务协议或作为项目成员，

专业的情报服务得到经费支持；心理所、植物所、沈阳生态应用所、沈阳自动化所等10个研究所引

主要业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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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信息素质教育
把支持中科院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与国科大密切协作，持续在七

个学院开设学科领域专业信息素养选修课程，继续完善“科技态势分析素质”课程，新开设“科研

数据管理信息素质教育”课程，致力于打造适应数字科研时代的新型信息素质。全年教学工作累计

达502课时，选课人数1115人次。在国内首次组织“科研教育开放信息创新应用大赛”，培养广大研

究生利用开放数据和开放工具进行创新的能力，收到76个比赛作品，评出优秀作品27项。针对雁栖

湖新校区教职员工和研究生信息需求，协同国科大和资源部举办学术图书展览活动；开展密集型的

学科化服务“走进专业学院”的新生入学主题培训活动，支持国科大教研与学习取得良好效果。

专业信息素质教育课程（化学学院）

开放创新大赛网站

专业信息素质教育课程（物理学院）

为开放创新大赛特等奖团队颁奖 变革性纳米产业
制造技术聚焦先

导专项成果

低阶煤清洁高效
梯级利用关键技
术与示范先导专

项成果

国家载人航天重
大专项成果

空间科学卫星先
导专项成果

面向感知中国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研究
专项成果 知识产权

态势分析

主要业务工作
Advancements

关于数字内容仓储中德合作项目 开放获取推介周机构知识库日

3.3 战略情报研究服务

2013年，情报研究工作认真学习思考“四个率先”和院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对战略情报研究与服

务提出的新要求，建立“世界科技领域发展态势战略分析框架”，拓展服务先导专项和重大科技任

务的战略情报研究，积极提供具有决策咨询价值的战略分析报告，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和人才能力建

设，工作取得重要成效和广泛影响。

3.3.1  为国家和中科院宏观决策提供战略咨询建议
2013年，情报研究团队积极向《中国科学院专报信息》提交咨询建议类稿件，共有7篇稿件被中

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采用，上报国家领导。其中，“俄罗斯国家级科学院系统重组改革正

式启动”获刘延东副总理批示。情报团队还为院党组和决策部门提交了大量战略与政策研究报告，

如全球化条件下科技资源配置与流动机制研究、重要国际组织与国家关注的科技发展问题研究、中

国科学院科学思想库建设规划前期战略研究、国外科研机构管理业务模式研究、科技规划制订及其

有效组织实施研究、中国科学院国际化指标设计及本底调研、中科院学部咨询情报研究中心项目、

国际科技竞争力研究、技术结构及其时序分析、国家创新体系各单元发展态势分析、基础前沿创新

规律及其创新模式研究、中科院全球科技创新能力监测与评价创新团队、高技术研发管理与创新模

式发展研究、中国科学院标准化工作战略分析、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信息化研究与应用

情报服务、中科院研究所国际同行评估等工作等。

3.3.2  为国家和我院重大科技任务提供战略情报研究服务
服务于院先导专项、国家专项、载人航天专项、国家重大仪器专项等重大任务的战略情报研

究。如服务国家载人航天重大专项的“国外载人航天应用发展分析研究”、服务空间科学卫星先导

专项的“面向空间科学发展战略与组织管理的情报研究”、服务作物分子育种先导专项的“主要农

作物分子育种技术知识产权态势分析”、服务变革性纳米产业制造技术聚焦先导专项的情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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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国家数学交叉中心先导专项的情报研究、服务国家重大科研仪器开发专项的“深紫外固态激

光源前沿装置研究II期项目知识产权评议”和“深部资源探测核心装备研发项目知识产权分析评

议”、服务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及相关问题专项的“区域碳排放与减排配额”和“国别排

放监测与政策分析数据库”、服务面向感知中国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研究专项的 “新一代信息技术

研究战略情报知识环境与服务”等。

3.3.3  承担国家科技经济其他重要决策机构的重要项目
服务于自然科学基金委、社会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发改委等机构。完成了国外重大国际科研

合作计划组织与运行机制、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研制专项管理问题研究、科学结构特征及其演化

动力学分析方法与应用研究、十年决策——主要国家（地区）宏观科技政策研究、重大科学仪器研

制专项发展战略研究、决策参考、学科政策动态研究、云计算知识产权问题研究、流域文化变迁与

生态演化相互作用对流域水生态政策影响的机理研究——黑河与墨累-达令河对比研究、关键带研

究发展战略分析等国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金委项目。参加了科技部《二氧化碳利用技术评估报

告》、《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写和科技部组织的生物和医药技术领域技术预测工作。

承担了“863”计划子课题“基于科学文献的微生物领域知识挖掘与情报研究”、国家发改委“全

球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展望研究”、总装备部课题“国外空间站应用趋势与管理特点研究”、“国

际空间站科研与应用概况及其启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回国来华专家政策课题研究”，

参与了国家能源局“能源科技创新总体战略研究”课题和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制定等工

作。

3.3.4  开展学科领域科技发展态势分析服务
围绕国际科技发展的发展趋势和前沿热点，开展学科领域科技发展态势战略分析研究。代表性

工作包括科学发展年度报告、国际科学技术前沿研究年度报告、“高技术研发管理与创新模式发展

研究”、“光电与空间科技领域战略情报研究”、“现代农业科技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支持

面向感知中国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研究专项

成果_海云安防

面向感知中国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研究专项

成果-动态月刊

中国工业生物技术
白皮书2013

作物分子育种先
导专项成果

研究”、“基础科学领域发展战略情报研究”、“中国生命组学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X射线

自由电子激光学科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空间科学发展战略研究”、“我国医学学科发展态势评

估”、“我国化学学科发展态势研究”等工作。

3.3.5  开展情报分析工具平台开发
开展情报理论、方法、工具和系统平台的研究开发服务工作。承担了中科院研究所“一三五”

规划监测方法研究、科学结构地图应用研究、未来科技竞争力分析方法与工具研究、科技投入结构

分析方法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分析（语料库）建设研究、影响经济社会重大体系的战略性科技问

题分析——以先进材料与绿色智能制造体系为例、世界科技发展态势基础监测平台指标体系建设、

世界科技发展态势监测系统二期、生物经济未来引擎技术挖掘等。

3.3.6  情报队伍能力建设
重视提升情报队伍的战略情报研究与服务能力。鼓励员工参加国内外进修培训和学术交流，连

续第八次举办战略情报研究培训研讨班，积极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等。

2013年战略情报研究培训研讨班召开

刘桂菊副局长在情报研讨培训班上做报告

严庆局长在情报研讨培训班上做报告

于英杰副局长在情报研讨培训班上做报告

主要业务工作
Adva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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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Organization Structure

3.4.1  智慧中心建设
2013年，智慧中心服务区域创新为目标，依托图书馆丰富的科技信息资源，面向创业者、投资

者、科研人员，以科技、创业和文化服务为三条主线，通过组织、策划不同形式的活动，丰富阵地

服务，拓展合作渠道，提升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在业界的影响。陆续与创业影院、优投网、创投圈

等企业合作举办25场与创业有关的活动，参加人数总计2230人次，初步形成创新创业交流、学习和

研讨的环境和氛围。围绕科研需求，组织科研工具体验与培训等活动，支持科研人员科学研究。立

足现有的物理空间资源，举办展览、文化沙龙等活动，支持区域文化建设。

2013年公开出版的情报研究成果 3.4 文献信息服务

主要业务工作
AdvancementsAdvancements

举办科技论文配图方法讲座 双方合作签约仪式

合作举办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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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Organization Structure

3.4.2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2013年，优化文献传递系统用户使用体验、提高文献传递时效性、提高文献传递服务覆盖率、

文献传递系统开放等。2013年，全院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共传递文献12.43万篇。截止2013年底，成

员馆152个（包括第三方合作馆），系统开户18909个，新增注册用户3014个。

3.4.3  科技查新与检索
2013年，全馆全年完成查新检索报告

7000余项，其中服务院内用户3000余项，院

外科研院所及企业用户4000余项，有效保障

了国家级重点项目、技术研发项目立项、评

审、评估等的需求。其中完成了100余项院士

申报、200项杰出青年基金申请的检索报告，

加急保障了“国家发明奖”、“科技进步

奖”及“重大专项评审验收”等数十项查新

需求服务，受到用户的好评。

持续推动院所协同查新检索服务，继续扩大研究所参与联合服务的规模，提升服务高峰期的协

同保障能力。全年查新检索联合服务达530余项，较去年增加60余项。同时，持续开展认证检索员、

认证查新员培训，举办1期认证检索员培训班，共有11人获得认证证书，联合查新参与单位有6个。

全院累计获得认证检索资质的人数达到132名，获得认证查新资质培训 91人。

主要业务工作
AdvancementsAdvancements

继续组织全院引证检索培训
举办换书大集

深入企业开展调研

组织投融资对接会 组织创业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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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区域信息服务

2013年，进一步建立健全区域信息服务机制，努力拓展面向省科学院的文献情报共享服务，探

索支持省科学院战略决策的情报服务和产业技术分析服务，推广面向区域经济建设的决策咨询服

务，研制产业技术服务产品。

3.5.1  完善区域服务机制
3月28-29日，召开首次“区域服务战略研讨会”，总结近年来在区域信息服务、区域战略研

究、产业（行业）技术咨询、企业技术信息服务、院地合作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并结合新挑战、新

要求，讨论总分馆区域信息服务的发展策略、重点任务，正式成立区域信息服务协调小组，加强区

域服务组织协调。11月5日，正式成立有17家省科院参加的“全国科学院联盟文献情报分会”，并从

区域服务总体框架、常用信息分析工具平台使用和区域服务实战经验等方面对全馆从事区域信息服

务人员进行培训交流，各省科院责任馆员、产业技术服务人员及相关工作负责人近40人参加。

3.5.2  服务省科学院

全国科学院联盟文献情报分会成立 区域信息服务培训交流活动现场

主要业务工作
Advancements

山东省科院共享文献情报服务签约仪式

武汉工程技术研究院文献情报服务站揭牌 重庆科学技术研究院服务站揭牌

黑龙江省科院文献情报服务站
签约揭牌

到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调研

文献系统、文献传递服务系统、科技查新服务系统、战略情报服务系统、中科院专利在线分析服务

平台等特色资源，协调开通NSTL的数据库资源，覆盖国外科技期刊和科技会议录达23000种，开通

文献传递账号近1000个，至2013年12月底提供文献1800余篇。目前已与部分省科院联合开展行业发

展态势、区域科技与经济发展战略等分析，开始与省科院协同建立科技战略研究中心。为促进省科

院文献情报服务能力提升，将省级科学院人员培训纳入中科院文献情报系统培训体系，组织骨干人

员2次/年赴每个省科院进行资源利用与服务培训，同时接收省科院人员来馆进行文献检索利用和分析

工具使用等专题培训。

与上海科学院签订合作协议 到广西科学院调研

截至2013年12月底，

已完成17家省科院的走访

调研，与14家省科院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并挂牌成立

文献情报共享服务站，基

础服务全面覆盖，实现开

通集成快速检索系统、开

放获取文献数据库、联合

目录及Science Chin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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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院合作信息服务平台

主要业务工作
Advancements

责任馆员赴省级科学院进行培训

3.5.3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 院中心

积极面向地方经济建设开展信息服

务。开展企业信息服务宣传培训。2013

年8月，与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工会工

作委员会签订了联合开展文献信息服务

合作协议，并与30多家企业进行了信息

需求调研座谈，并开展企业预约到馆培

训与重点企业的上门培训， 2013年11月

到汉王进行了科技信息获取与专利分析

的培训。针对企业提供专题文献检索与

科技查新服务。

与区域信息服务机构保持联系，并针对区域经济建设信息服务需求，延伸产业信息服务，促成

与“中国科学院唐山高新技术研究与转化中心”，与“天津北方技术交易市场”合作协议签署，探

索周边市场的产业技术服务需求。

拓展产业技术服务用户，丰富服务产品。2013年共完成专题信息服务200多项，涉及专题文献

服务、产品技术分析报告、产业技术报告、产业技术情报、中关村高端人才信息快报、主题态势分

析报告、专利分析报告和文献调研报告等类型。产业技术服务用户除了包括省科学院科研和管理用

户、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科委、中科院研究所、科技部农村工作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太阳能

光热技术产业联盟、国家“十三五”规划“食品绿色制造与加工”工作组等单位，为下一步持续拓

展市场做了有益尝试。服务产品的分析深度和广度得到了用户的一致认可，反响良好。

开展区域信息服务中产业技术情报基础服务研究。组织开展产业技术情报基础服务研究，编写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产业技术情报》，以《战略新兴产业》和省科院相关产业领域为主题，为省

科院科研人员、决策者提供服务，为中关村海淀园企业提供服务，2013年完成《页岩气产业关键技

术分析》、《云计算产业关键技术》等8期。

2013年组织完成了《中关村高端人才基础情况评估研究》课题研究工作。配合管委会开展园区

高端人才企业的走访调研与座谈，共计调研50家企业。开展规范化的人才数据库建设，完成了27800

余名高端人才信息和6900多家机构信息的建库。研制11期的高端人才快报，完成第7-9批千人计划的

统计分析材料和相关的报送信息，12月通过了专家的验收。在此基础上，为海淀区科委《海淀区科

技资源报告》编写提供信息支持。
协同完成的省科院科技竞争力分析报告 与省科院合作完成的产业技术分析报告

编辑《产业技术情报》

与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工会签订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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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业务工作
Advancements

深入企业进行调研 中关村高端人才数据库

中关村高端人才信息快报 中关村战略性新兴产业情报 

◆ 兰州中心
兰州中心保证传统优势业务上台阶、新型服

务有亮点，争取面上有拓展、点上有深化，围绕

区域发展的重大需求，形成一批有效支撑区域发

展的集成知识服务案例。

积极组织策划跨部门、跨单位的联合与合

作，推进与甘、青、宁、新等省区的地方政府、

科研机构、高校、创新型企业等重点服务对象建

立长期的建制化的合作关系。与甘肃省科技情报

研究所、甘肃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等签订了

战略合作和信息服务协议，与兰州新区管委会、科教园和软件园建立了服务联系。积极开拓面向新

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面向青海省盐湖资源企业、宁夏科技型企业的知识服务。

提供知识服务产品。围绕“金川镍钴新材料产业发展路线图及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研究”项目，

为金川公司提供决策参考。面向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管委会及区内相关科技型企

业的个性化知识服务，完成《国内外高端服务业发展现状与趋势》、《中国高端服务业的内涵、

特征及发展思路与对策》、《国内外汽车用钢市场调研报告》、《汽车用钢生产专利技术分析》等

兰州分馆深化与西北师范大学合作关系

报告。针对青海省科技厅产业科技战略决策需求，组织完成了《盐湖镁锂提取技术国际发展态势

分析》报告，并完成《盐湖锂镁分离提取技术中微观分析》、《食品级氯化镁市场及产品升级概

述》、《盐湖专用设备调研报告》、《盐湖钾锂镁产业主要竞争对手扫描》等产业发展咨询报告。

联合宁夏农林科学院图书馆，为“枸杞种质创新与遗传改良研究”团队提供嵌入重大研究项目的情

报分析服务。

◆ 成都中心
成都中心坚持立足四川，面向西南，利用自身优势，结合地方需求，以科研项目为载体，以信

息平台为基础，推动科技信息、科技网络、科技情报及知识产权与技术转移信息服务的开展。

与四川省科技厅、经信委、知识产权局，绵阳市政府、成都市科技局、德阳科知局等开展项目

合作。除与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外，还与东方汽轮机厂、四川宏华石油、万方软件、

百分点公司等企业开展合作。大力推进和深化面向技术转移与区域创新的信息平台建设，承担了

“中国科学院（四川）科技成果转化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四川省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成果信息平

台”等项目；成功申报“面向区域产业创新发展的知识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开展面向区域发展的

深度信息分析与研究工作，完成“专利信息传播利用（四川）基地服务四川经济科技发展的前瞻性研

究”、“轨道交通专利导航研究”、“德阳市新材料产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研究”等。加强区域发展

服务体系的布局，将服务嵌入研发与高新产业园区。与成都高投置业有限公司共建中科天府生命科技

园信息中心，与成都天河中西医科技保育有限公司在天河孵化园共建了天河孵化器查新服务站，与成

兰州分馆与甘肃省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
签署科技合作协议

兰州分馆与宁夏石嘴山市科技局签订科技合作协议

2013年9月协办中科院四川省
装备制造科技成果对接会

2013年10月重点企业调研走访 2013年12月天府生命科技园
信息服务中心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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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高新区科技局共建科技信息服务中心，与中国（绵阳）科技城管委会共建中国科技城技术转移

信息中心。

◆ 武汉中心
武汉中心与湖北育成中心共建产业技术分析中心、生物城信息中心取得新进展。2013年，产业

中心与武汉高科医疗器械园、中国光谷激光产业基地等产业园达成情报咨询服务合作协议，完成了

湖北省科技厅《湖北省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模式和运行机制研究》、《湖北省基础研究调研报

告》等多份高水平分析报告。服务高新区产业规划，为东湖高新区光谷激光产业基地及多家激光企

业提供《湖北省激光产业发展规划》；与武昌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合作开展了“舰船曲面分段柔性生

产线关键技术研究”和“浮式生气储

卸油装置关键技术研究”项目，服务

中国船舶制造技术的研发与创新；为

华大基因、嘉吉烯王、中科光谷等企

业提供多份产业技术分析报告。

持续走进东湖高新区企业及园区

企业开展各项信息服务，高质高效支

撑区域科技创新和企业发展。同时作

为湖北省图书馆学会科研图书馆工作

委员会（简称“图工委”）主任单

位，积极推动湖北省科研图书馆开展交流与合作。

与武汉市工程科学技术研究院签订合作协议 赴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调研

为地方政府或企业提供情报服务

2013年，面向用户需求和实际应用环境，积极推动业务创新，组织实施多项重大建设和服务任

务，取得显著成果。

3.6.1  形成规模化、战略性的网络科技监测服务群
网络科技信息自动监测服务平台已支撑了19个面

向战略情报研究团队、研究所和课题组的战略情报监

测服务，形成了规模化的科技信息监测服务群。同

时，平台对相关情报产品的支撑服务能力进一步提

高，开始为国家科技文献服务平台中科技重大专项和

重点领域提供科技信息跟踪保障服务，开发并推出了

网络科技信息自动监测二期服务平台，形成了按需申

请的监测服务“云”模式。

3.6.2  持续建设可视化分面集成检索系统
截止2013年年底，可视化分面集成检索平台已经完成了全中心可服务资源的汇集和索引，总数

据体量达到6330万，清理并重建了新知识库，开发了较为完善的分面集成检索功能及相关开放接

口，为其他系统提供有效数据支撑。目前新版可视化分面集成检索已嵌入8家省科院信息服务平台，

为各省科学院提供信息检索和文献传递的无缝对接服务，建立了研究所数据库订购管理平台，与学

科馆员合作，辅助研究所解决自主订购数据库的问题。

3.6 服务系统建设

科技信息监测平台

输入检索词后的可视化展示可视化检索系统首页

主要业务工作
Adva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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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全院统一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开通到12家
目前共有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大学、化学所、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所、微生物所、

青藏高原所、过程所、理论物理所、新疆生地所等12个单位开通了全院统一图书馆自动化系统，集约

化的图书馆工作和服务联盟初具规模。目前这一系统汇集的书目数据量已达80多万条、馆藏数据180

多万条、读者数据达93000多人。

3.6.4  科学文化传播平台全面应用
科学文化传播平台于2013年6月10号正式上线服

务，实现公告发布、科普在线展览与科学人讲坛在

线播放等功能，系统平台累计资源条数3799条，自

2013年7月至12月，用户浏览次数32848次，视频资

源播放次数3284次。

3.6.5  新随易通系统提前试运行
新版随易通系统于2013年12月开始试运行。新版随易通系统解决了应用的可靠性问题，整合了院

统一认证系统，兼容性高，安全性更好，得到学科馆员、研究所人员的认可。

3.6.6  新版参考咨询开始提供服务
新版参考咨询系统集成了QQ、微信、语音咨

询、文件传递等交互方式，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咨询业

务和服务重组，实现了更加有效的咨询业务管理，同

时提供实时咨询开放接口，应用IP与Email情景敏感

机制实现了参考咨询表单问题的全自动分配功能，并

新增了清晰直观的参考咨询统计分析服务。新版参考

咨询系统丰富了实时咨询场景，拉近了学科馆员与用

户之间的距离，节省咨询馆员的服务时间，有助于改

进参考咨询工作的服务效果。

3.6.7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网服务日臻完善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网系统各模块功能更加完善，数据规模稳步增长，用户利用量较上年同期

显著增长。截至2013年12月30日，网站及主要模块的用户访问指标统计见表1和表2。优秀专利相关

网址被访问量显著上升。

表1.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网用户访问总体情况

年 总访问量（人次） 网页访问 访问流量
页面被非浏览器

访问次数
平均在线时长

2011 452589 154万次 151G 989万余次 590秒

2012 613038 686万次 226G 1100万余次 800秒

2013 870968 1403万次 426G 1200万余次 900秒

表2.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网部分模块用户访问统计（2013）

模块 注册用户 访问人次 院内访问人次 院外访问人次

知识产权网 —— 427,418 206,015 221,403

院知识产权数据库 —— 443,550 169570 273980

专利在线分析系统 1537 6490 6388 102

知识产权培训系统 1038 33621 33621 ——

3.6.8  科技战略研究服务平台支撑情报研究
“战略研究信息集成服务平台”成为战略情报研究对外服务总门户，集成了从科技投入、产出

等维度指标监测科技态势的“基础科技态势监测平台”以及“集成订阅”两个平台，为用户提供统

一认证。该平台综合社会、经济与技术等因素，集成科技战略、技术产业、社会经济和科技文献等

信息资源。建立了科技动态、科技战略、战略研究报告、科研机构、科技资助项目等数据库，推出

动态交互“科学结构地图”展示科学前沿布局。发布动态信息2万多条，采集和保存全球重要科技机

构战略报告超过9000份和美、英、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科技项目数据400多万条。

自动化系统首页 自动化系统呈现检索结果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网
科技战略研究服务平台汇聚大量情报资源 科技战略研究服务平台展示形式丰富

科学文化传播平台已汇聚丰富的视频图片资料

主要业务工作
Adva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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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科学文化传播工作围绕宣传科技创新进展/成果、弘扬科学精神和传播科学文化的主旨，

重点提升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年度系列巡展活动效果，继续发挥北京分院创新文化广场综合性科学

文化传播基地的示范效应，努力打造科学文化传播服务平台，积极推进“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资

源采集工作。全年共组织和承接各类科学文化传播活动260余场，到馆直接受众超过6万人次，各类

专题巡展观众超过35万余人次，产生了良好的科学文化传播效果和影响。

组织落实院科学传播重大专项任务“创新驱动发展 科技引领未来——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年

度系列巡展”工作，巡展以最新科技创新成果为基础，以全院各研究机构的科普团队为依托、一线

科技人员作后盾，为整体发挥中科院优势科普资源的效益，提供了特色平台，如期完成京内外的巡

展，向社会公众汇报展示了中国科学院近期科技创新的阶段性成果，取得了良好社会反响。

白春礼院长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观众参观展览白春礼院长在中国科技馆参观展览

观众体验互动展品

3.7 科学文化传播与出版

陕西科技馆巡展 观众在陕西科技馆参观

作为综合性科学文化传播基地，继2012年荣获“中央国家机关基层党组织十大学习品牌”和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后，不断深化创新文化广场工作,主动策划和组织系列活动，并与中关村管委

会、中关村街道等多个机构组织推出“科学人讲坛”、“求是论坛”、“公众科学日”、“全国科

普日”、“中关村创业讲坛”、“中关村科技艺术节”等系列活动，形成互补互动、合作共赢的工

作格局，极大地提升了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整体科学传播能力，扩大了传播服务范围和影响。

主要业务工作
Advancements

“求是论坛”举办中国经济形势
报告会

公众科学日活动现场

创新文化广场举办中关村协作
二片老干部文艺汇演

中关村创业讲坛活动

创新文化广场举办大象保护
大型公益活动

中关村科技艺术节开幕式在
创新文化广场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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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林主任主持科学--开放的事
业专题报告,并与嘉宾互动

同时，依托地区中心协同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科学文化传播活动，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良好

的受众反馈，充分发挥创新文化广场和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的辐射效应。

努力打造科学文化传播平台（http://whcb.

las.ac.cn），扩大传播服务覆盖面。建立了科

学文化传播平台专栏，内容覆盖包括科技创新

年度巡展、科学讲坛、科普展览、网上报告

厅、优秀科普作品、档案揭密、网络科普专题

等，并且可以通过网络直接报名参加活动，发

表自己的意见建议等，能够将科学文化传播服

务全方位地呈现给受众，传播工作的影响日益

扩大。 

承担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建设工作，努力推进院士资源的采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奠定初

步资源格局，截至年底，已经与225位院士正式建立联系，112位院士资源到馆，数字资源总量达到

3.3T，进一步扩大了院士综合文化资源规模。

兰州中心举办健康讲座,惠及民生 武汉中心举办“请给它们一个
家”环保专题报告

成都中心推出中国水资源
微观察专题展览

在此基础上,不断发挥科学文化传播的辐射效应，扩大社会服务的范围和影响力。依托院馆的资

源优势，积极实施优质科普资源走出去的战略，深入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清华

附中、北京理工大学附中、中关村中学、中国地质大学附中、十九中、清华育才学校、温泉二中等

10余所中学进行专题科普巡展，还配合学校的教学活动，创意策划组织科技节、名家讲座进校园等

活动，以生动有趣的方式激发了青少年对相关领域的学习兴趣。

展览及讲座活动吸引了众多公众举办转基因作物研发进展专题讲座

主要业务工作
Advancements

在温泉二中巡展 在清华附中巡展

在中国地质大学附中巡展 在十九中巡展

在中关村中学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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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
主任的江泽民支持王选研
发激光照排系统的亲笔信

陈可冀院士评论手稿《美
国医生论述中西医结合》

涂光炽院士家属捐赠的院士科考
和科研笔记

韩济生院士捐赠科研代表成果著作 

期刊工作协调组注重对科技期刊编辑出版及重大问题的研究，加强与科技期刊出版行业、有关

主管部门特别是中国科协的联系，推动全馆期刊的交流与协同发展。2013年，主办的17种期刊运营

平稳，期刊质量不断提高。2种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种获“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

期刊”，2种获武汉大学“RCCSE中国权威学术期刊”, 3种获“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在国

家层面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牵头完成中国科协委托的《中国科协科技期刊发展报告（2014）》，出

持续开展科技期刊研究

多种刊获奖

版《中国科协优秀国际期刊案例》和《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案例》。《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由双

月刊转变为月刊。《图书情报工作》、《中国文献情报》等期刊率先施行“开放获取政策”。院期

刊研究会顺利完成换届。资源环境科技期刊集群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主要业务工作
Adva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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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进一步深化全院档案工作一盘棋机制，进一步创新管理方式，加强队

伍建设，在围绕重点任务开展工作的同时，继续夯实日常业务，推动各项工作取得了新发展。

3.8.1  调整运行机制
为加强和改进全院档案工作，经2013

年第10次院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档案馆

为院设管理型非法人单元，整合档案管

理、业务建设、业务指导等职能，主管部

门为办公厅，依托单位为文献中心。《中

国科学院关于调整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职能

定位和运行机制的通知》（科发人字〔

2013〕178号）提出档案馆工作是办公厅档

案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办公厅全院档案管理职能的延伸。档案馆受办公厅委托，履行全院档案

工作行政管理和业务建设的职能。

3.8.2  推进重点任务

◆ 馆藏档案数字化项目

（1）第一包任务提前完成。经过档案馆

人员的共同努力，截止2013年12月

底，馆藏档案数字化加工项目第一

包任务（500万页档案）顺利完成，

距合同期限提前了3.5个月。

（2）第二包任务完成招标工作。2013年8月完成项目第二包任务（任务量约400万页档案）的公

开招标工作。

（3）档案涉密清点工作全部完成。截止2013年12月，10万余卷馆藏档案的涉密清点工作提前完

成，包括项目第二包所用的档案。

（4）加工数据安全存储。采用异地、异质的存储备份方式，对已加工的档案数据（100余TB）进

行存储备份，确保数据安全。

（5）制度规范进一步完善。完善了《项目工作流程及实施要求》、《加工数据验收规范》、

《档案数字化技术要求》等业务规范，以及《加工人员管理规定》、《加工现场管理规

定》、《档案实体安全管理规定》、《加工数据安全管理规定》等项目管理规定。

3.8 档案建设与服务 ◆ 全院档案业务培训会

为提高全院档案人员的业务能力，提升院属单位档案工作水平，结合二期进馆档案数字化试点

工作需求，组织召开了档案数字化工作业务培训会。来自全院二期进馆档案数字化试点单位、二期

档案进馆单位（2012-2014年）、2000年之后成立的研究所共82个单位的85位档案人员参会。会议

培训了《中国科学院进馆档案数字化工作流程及要求》、《中国科学院进馆档案案卷整理规则》和

《中国科学院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等业务内容，并由昆明植物所就本单位档案数字化试点工

作情况作经验交流。会议为今后各单位开展档案数字化工作提供了指导和帮助。

3.8.3  档案资源建设
进馆实体档案

接收原合肥等离子体所、地理所等全宗单位及成都唯实仪器有限公司等单位缓进档案，共6个全

宗，3576卷档案。截止2013年底，馆藏档案数量增至：

年度 馆藏档案全宗（个） 纸质档案（卷） 照片档案（张） 音视频档案（盘） 名人档案（件）

2013 168 96908 13811 1698 1331

数字档案资源

全年共完成了上海、南京、武汉、成都等11个分院地区及部分撤销单位档案的数字化加工任

务，共计460余万页档案，截止2013年底，馆藏数字资源数量增至：

年度 目录核对（条） 档案图像加工（画幅）

2013 490704 5007490

主要业务工作
Adva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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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档案利用服务
通过多种利用方式积极开展档案服务，满足全院各项工作的档案利用需求。2013年档案服务基

本情况统计如下：

利用目的 到馆人次 其中：代查人次 查阅卷数 其中：代查卷数 复制页数

编史修志 91 15 712 19 1580

管理工作 99 58 505 116 1900

科学研究 23 5 109 18 467

其他 59 16 543 61 763

合计 272 94 1869 214 4710

3.8.5  档案信息化建设

由院办公厅牵头，多次组织召开全院档案信息化交流会，明确提出将档案馆系统平台建设工作

纳入全院ARP平台建设工作之中。截止2013年底，档案馆ARP系统已投入试运行；全院档案信息服

务平台也在积极推进。

3.8.6  课题研究工作

档案知识组织方法与技术研究

开展国内外项目、文献调研，并撰写了《档案知识组织方法与技术调研报告》；结合中国科学

院馆藏档案特点，形成了《数字化档案资源知识组织方案》，调研提出了合适的档案知识组织方法

及实施路线。

馆藏档案中的院史资料编研

完成了36个获奖科研项目的档案材料编研工作，形成了《获奖科研课题（项目）档案资源汇

编》；梳理了馆藏照片资源目录，形成了《馆藏照片档案目录资源汇编》，为进一步挖掘科研档案

信息奠定基础。

Team Construc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04
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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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坚持引进与培养并重的人才队伍发展策略，加强高水平新鲜力量的引进，不断提升人才队

伍整体能力，支持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一三五”重大突破和重点方向的发展；加大现有人才培养

力度，继续实施“群星计划”、“青年前沿基金”等人才项目，各业务团队创新能力、竞争发展能

力、国际合作能力等有较大提升。

2013年，人才队伍规模有适当增加，队伍结构进一步得到优化。截止2013年底，共有在职职工

617人，其中，院中心324人、兰州中心115人、成都中心87人、武汉中心91人。2013年全年招聘新

员工68名，比上年末净增31人。现有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总计488人，占87.5%，其中，正高级49

人、副高级115、中初级324人，分别占10%、24%、66%。学历结构进一步优化，在岗职工具有博士

学位93人、硕士学位238人、大学本科149人、其他人员78人，具有博硕士学历人员达到59%。人才

队伍进一步年轻化，35岁以下青年人员占47%，36-45岁人员占22%，46-55岁人员占26%，56岁以上

人员5%。

在继续推行“优秀人才计划”、“群星计划”、“指向性人才计划”等基础上，2013年新设立

“访问学者计划”、“海外专家计划”等人才项目，并完善了相关管理办法，人才引进与培养工作

又上新台阶。目前，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已凝聚一批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领域专家与学科带

头人，其中，有优秀百人学者1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7人，

王宽诚人才奖1人，王宽诚西部学者突出贡献奖3人，“西部之光”人才计划入选者7人，二级研究

（馆）员7名，院文献情报领域优秀人才计划择

优支持3人，中国图书馆学会人才奖3人，院青年

创新促进会会员13人。其中2013年，新增中国科

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5人、中国科学院文献

情报领域优秀人才计划择优支持者2人、王宽诚

西部学者突出贡献奖1人、中国图书馆学会人才

奖1人。

4.1 人才队伍情况

人才队伍学历结构 人才队伍年龄结构

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Team Construc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承办2013年京区课题组长培训班会场

学科馆员技能培训会

新职工入职培训

举行交换馆员培训

2013年，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继续教育与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和《中国科学院全

员能力提升计划》，紧密围绕“一三五”战略目标，积极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继续教

育与培训工作，重点增强员工创新能力，提升整体素质，促进人才队伍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2013年共组织完成了26个培训项目，其中，上岗培训项目4个，参训94人次；在岗培训项目22

个，参训975人次。有2个培训项目获得院经费支持：一是课题组长培训班，京区研究所新任课题组

长39人参加，人均受训16学时；二是战略情报研究培训班，已经连续举办多年，2013年有104位情报

研究岗位人员参训，人均32学时。有2个特色培训项目被收录为《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继续教育与培

训评估报告》典型案例，其中，历时3周的新职工入职培训共有文献中心51人参加，逐渐形成了“三

段式”入职培训模式，取得了非常好的培训效果；而面向骨干人才的境外培训项目“群星计划”在

2013年度新批准资助境外专题进修5人、参加境外国际学术会议5人，该项目自2009年实施以来，已

经连续资助几十名业务骨干到国外著名大学、研究机构进行专题进修学习，人均培训超过1000学

时。同时，积极组织面向全院文献情报系统人员的在岗培训，牵头组织了系列培训班，包括信息资

源获取与利用培训周、全院统一自动化系统培训班、认证检索员培训、科技期刊质量与学术影响力

研修班等，在提升全院文献情报人员整体业务水平与创新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2 继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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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研究生教育

自1979年开始研究生培养工作，先后获得图书馆学、情报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

权，现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与一级学科博士培养点。2012年设立图书情

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3年首次招收博士后，现有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3

名。

截止2013年底，在岗研究生指导教师58名，其中，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10名（院中心8名、兰

州中心1名、成都中心1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48名（院中心24名、兰州中心9名、成都中心馆9

名、武汉中心6名）。在学研究生共计158人，其中，硕士生97人，博士生61人；2013年新招收硕士

研究生32名、博士研究生17名，新毕业硕士32名、博士14名，就业率100%。

为强化招生宣传力度，吸引优秀生源，2013年举办了首届“全国优秀大学生图书情报与档案管

理夏令营”，共有来自全国50余所高校的60名优秀大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通过夏令营的宣传、遴

选，最终有23名营员申报免推研究生并被正式录取。

组织首届全国优秀大学生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夏令营活动

研究生答辩活动

05
Academic Research and Communication

学术研究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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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国内首届机构知识库学术研讨会
9月26日-29日，作为中国机构知识库推进

工作组牵头单位组织策划召开首届中国机构知

识库建设与服务学术研讨会，来自台湾大学图

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内地高校图书馆以及

科研院所图书馆等单位的海内外专家200余人

参加会议。会议以机构知识库的积极实践为主

题，围绕中文机构知识库建设与服务的发展战

略、具体实践、政策机制与未来挑战等内容进

行交流，共组织34个专题报告，展出18个单位的

优秀实践案例。中国机构知识库推进工作组在会上首次发布了全国范围机构知识库建设情况的调查

和机构知识库用户的态度与需求的调查。会议表明我国机构知识库正在快速发展，机构知识库作为

教育科研的重要支持力量已经进入大规模建设与不断深化服务的时期，随着科研教育活动和知识管

理需求的不断增加，机构知识库作为机构知识战略的支撑之一，必将有效促进知识存储、管理、传

播、生产等的创新发展。

举办第二届中国开放获取推介周
10月21-23日，举办第二届“中国开放获

取推介周（China Open Access Week）”，

吸引了国内图书馆界、学术界、期刊界、出版

界360多位参会者。研讨会分设“机构知识库

日”、“开放获取出版日”、“开放资源日”

三个主题日。主要内容包括机构知识库的建设

模式与角色定位、机构知识库用户的使用与期

待、学术期刊对机构知识库存储论文的意见，

以及机构知识库的未来可持续发展方向、机构知

识库的激励措施与评价方式、开放获取期刊的运营模式与创新发展、开放获取的支撑服务、新兴的

开放获取资源等。会议组织了22个专题报告与3场互动交流，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开放获取在我国当前

的发展现状、实践案例、以及支持政策和服务机制。会议进一步加深国内受众对开放获取的了解，

推进国内的开放出版和机构知识库建设，交流经验，共同解决面临的挑战。

5.1 学术交流活动

2013年，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持续深入开展与国内外同行机构交流合作，围绕国际前沿热点问

题，组织策划系列高端学术交流活动，引领我国文献情报事业发展。

2013年中国机构知识库研讨会

第二届中国开放获取推介周

举办第八届科学计量学与大学评价国际研讨会

由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和浙江大学宁波

理工学院共同承办的“第八届科学计量学与

大学评价国际研讨会”于11月7日-10日在浙江

宁波召开。来自英国、比利时、瑞典、西班

牙、匈牙利、荷兰等6个国家与地区的国际及

国内科学计量学（及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

学、网络计量学等）专家代表97人参加。会

议分“国际科学计量学研究”、“科学计量

学在中国”、“大学评估与科研量化评价”

三个主题。会议旨在进一步促进中国科学计

量学的深入研究及其在大学评估和科研量化

评价中的应用。

专业图书馆分会2013年学术年会

7月22-26日，挂靠于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中国图

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举办主题

为“知识服务2013——开放创新环境下专业图书馆的新

角色”年会，来自国内专业文献情报机构的170 多名代

表参加。会议围绕科研数据管理平台、服务模式、用户

数据素养培养、科研数据权益研究等热点问题进行交流

讨论，还分专题交流了学科馆员在科研信息环境建设与

服务、开放信息资源与服务方面的最新进展。

持续打造国际出版社与国内图书馆高层对话论坛
第五届中国图书馆馆长与国际出版社高层对话论坛

于8月29日在京举办，主题为“电子图书与图书馆”，

来自国内100多家专业、公共与大学图书馆的馆长、负

责人和出版集团高层共计180多人出席。与会专家就当

前数字出版和网络出版的趋势与战略、电子图书的技

术发展趋势、内容组织、服务模式、销售模式、功能扩

展、服务实践、知识产权管理等热点话题进行对话。

论坛的专业化特色进一步突出，与行业发展结合日益紧

密，对推动我国出版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

用。

第八届科学计量学与大学评价国际研讨会

第五届中国图书馆馆长与
国际出版社高层对话论坛

以知识服务为主题的学术年会

学术研究与交流
Academic Research and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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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数字信息提供研讨会

中德数字信息提供研讨会于3月25日-27日、10月17日-19日分别在德国汉诺威和中国北京举行，

重点交流了双方数字文献国家许可采购机制、数字内容仓储合作体系标准规范、非文本数字内容的

处理与利用、合作型数字内容资源长期保存等内容。中德双方通过报告展示、分组讨论、单独讨论

等多种方式，提出了针对性的技术线路和应用实施方法，同时双方将共同针对系统、服务和任务进

行应用研究，提出有关指南、规范与最佳实践范例。

2013年全馆出国（境）76人次61批次，其中参加国际会议51人次41批次(“群星计划”资助4人

次4批次)；公派留学4人次4批次（“群星计划”资助2人次2批次，院公派留学资助2人次2批次）。

全馆来访41人次26批次。

2013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

中心员工与研究生全部学术产出

共计359篇，其中发表期刊论文

251篇，其中70篇关于情报研究

理论与分析方法，41篇是面向不

同学科领域的情报研究成果，其

他论文研究领域主要分布在图书

馆服务、信息技术应用研究、信

息资源建设等方向。

5.2 国际交流合作情况

5.3 学术研究与产出

2013中德数字信息研讨会代表合影(北京) 2013中德数字信息研讨会代表合影(汉诺威) 

情报理论与分

析方法

图书馆服务学科情报研究

信息技术应

用研究

科学文化

传播

资源建设 编辑出

版
档案服务

2013年已发表期刊论文领域分布

情报理论与分析方法

图书馆服务

学科情报研究

信息技术应用研究

科学文化传播

资源建设

编辑出版

档案服务

学术研究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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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与创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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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党委坚持党群共建，扎实推进创新文化建设，认真开展反腐倡廉

工作，积极营造可持续发展和谐文化氛围。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牢记宗旨、强化责任，转变作

风、创新为民”为目标，以中心班子领导干部为重点，聚焦“四风”，认真落实“照镜子、正衣

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切实加强作风建设，取得了实效。

6  党建与创新文化 

围绕提升党员政治理论素养，开展系

列主题教育活动，先后举办“关于民主的

认识”、“‘两会’专题报告”、“无限

风光在险峰—《王选文集》阅读笔记”、

“中国出了毛泽东”等专题报告。组织

干部和职工观看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

夜》、《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总结大会

党委、纪委换届大会

成都中心举行全体党员大会

参加京区“学习十八大  建功‘一三五’知识竞赛”

武汉中心与武汉植物园开展支部工作交流

兰州中心举办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主题活动

兰州中心举办职工乒
乓球比赛

张薇副主任作两会专题报告
何林书记作“《王选文集》

阅读笔记”专题报告

特邀中国科学院大学
马石庄副校长作报告
“中国出了毛泽东”

院中心青年职工、研究生参观双清别墅

特邀中科院网络信
息中心陈浩书记作
党内民主专题报告

成都中心举行“三八”
节户外庆祝活动

院中心春节联欢会

党建与创新文化
Party Building and Culture of Innovation

武汉中心参加离退休
职工“八段锦”展示

关心职工身心健康，组织各类健身活动、春节联欢会、参观学习等文娱活动。积极争取条件解

决职工子女入托入学。认真落实职工提案，优化工作环境。完成送温暖及困难补助工作。



Service Statistics

07
服务数据统计



62 6362 2013  年报

7.1  文献服务 

阅览、外借及咨询服务量

项目 院中心 兰州中心 成都中心 武汉中心 合计

到馆读者数量（人次） 103867 5379 29815  23270 162331

书刊流通量
借阅人次 11759 1209 22187 20785 55940

借阅册次 67633 2223 6398 43856 120110

到馆咨询量（次） 13503 1621 6089  2857 24070

网上咨询量（次）

（包含电子邮件、在线咨询）
1929 1032 未统计  1252 4213

电话咨询量（次） 3858 696 未统计 1813 6367

文献传递量

       途径 

 馆别

CSDL NSTL 其他途径 总计 满足率%

接受请求
（篇）

满足
（篇）

接受请求
（篇）

满足
（篇）

接受请求
（篇）

满足
（篇）

接受请求
（篇）

满足

院中心 34656 31467 40954 38780 4892 3847 80502 74094 92%

兰州 6343 6024 4497 4491 759 693 11599 11208 97%

成都 10503 10372 3125 3125 2320 2213 15948 15710 98.5%

武汉 6793 6702 1236 987 3865 3786 11894 11475 96%

合计  58295 54565 49812  47383 11836 10539 119943 112487 93.8%

     国内馆藏外文科技期刊中通过共享渠道保障获得的期刊数的比例（%） 10%

     参加院文献共享体系建设的研究所图书馆数量（个） 133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馆际互借的比例（馆际互借满足率） 98%

馆际互借服务统计数据

服务馆 返还型借书数量（册）

院中心 1935

兰州中心 95

成都中心 133

武汉中心 38

合计 2201

研究生IC室文献服务总量

项目 阅览人次 上机人次 书刊流通量（册） 培训讲座数量(场次/人次)

院中心 16655 20672 19179 211/7492

兰州中心 22157 15360 7475 16/267

成都中心 13048 9800 7386 14场

武汉中心 20075 2566
图书：13005

期刊：26475
5 /100

合计 71935 48398 73520 246

查新、引证检索、专题服务量

项目 院中心 兰州中心 成都中心 武汉中心

收录引证检索（项） 1649 776 535 2211

专题及其它（项） 80 48 19 27

合计（项） 1949 961 1174 2994

服务数据统计
Service Statistics

服务统计指标 院中心 兰州 成都 武汉 2013

本地下所次数 1050 316 154 167 1687

外地下所次数 254 222 99 34 609

服务课题组（试验室或野外台站）数目 580 226 345 171 1322

服务科研人员数目（累计） 5170 11633 2568 2775 11271

服务学生数目（人） 13745 4666 3302 2382 24095

到所服务培训场次 343 88 133 97 661

到所培训人次 15720 1958 3244 1680 22602

7.2 学科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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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统计指标 院中心 兰州 成都 武汉 2013

检索查找的文献数 4068 6317 3579 5589 19553

查新收引检索数 241 13 65 　 319

专题信息提供（份数） 909 493 393 329 2124

单点开通资源 22 14 4 　 40

课题跟踪（份数） 91 28 16 18 153

发放培训及宣传材料（份数） 21700 1266 4467 2819 30252

为VIP服务的人数 618 451 589 449 2107

（学科情报）咨询报告（份数） 114 31 50 59 254

学科咨询 14051 8537 6592 4171 33183

一般咨询 7704 9786 3021 4600 25111

所级信息门户（个） 24 82 69 76 251

所图业务指导与咨询次数 2677 14 617 2154 5462

本年度服务的用户数 12373 1947 6059 5606 25985

本年度新增的用户数 6536 5573 1325 1546 14980

收到的表扬信、感谢信、表扬次数 2836 1027 134 3039 7036

7.3 情报服务 

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提供的战略情报数：20份

代表性产品举例

俄罗斯酝酿重组俄罗斯科学院、国家级科学院系统

国际社会关注我国未来粮食安全问题

自然杂志评论称中国页岩气开发潜力巨大但应谨慎推进

国外媒体高度关注中国芦山地震应急救援工作

美国智库发布《隐蔽竞争场所：印太亚洲的网络竞争与冲突》报告

澳大利亚研究机构对我国情报机构网络能力的分析及其启示

德国科技管理的借鉴意义

加强流域水资源管理严控河流污染

国内外新能源发展趋势及我国主要发展思路

服务数据统计
Service Statistics

为中央有关部委及其它省部级单位或领导提供的战略情报数：19份

代表性产品举例

国际科学仪器发展的现状和态势

十年决策——主要国家（地区）宏观科技政策研究

国际空间站科研与应用概况及其启示

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与启示

世界学科前沿和热点分析研究报告

科技众包——科研合作的新模式

兰州市近30年空气质量变化趋势及进一步防治对策建议

为院宏观决策提供的战略情报数（政策类）:32份

代表性产品举例

全球化条件下科技资源流动与配置机制研究

中国科学院专利分析报告2013

欧盟Horizon 2020中的数字科学报告及对我院的启示

日本科技创新态势分析报告

德国科技创新态势分析报告

为学科(专业局)提供的战略情报数：91份

代表性产品举例

2025年的数学科学

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国内外发展态势分析

深紫外全固态激光知识产权评议报告

深部资源探测核心装备研发知识产权评议报告

空间科学领域态势分析评估报告2011

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近期研究进展

中国工业生物技术白皮书

关键带研究发展战略分析报告

常规（滚动）的情报研究服务：492份

代表性产品举例

国际重要科技信息专报

国际重要科技信息专报特刊

空间科学发展战略与学科前沿动态

基础前沿科学监测动态快报

知识产权动态

资源环境科学动态监测快报

地球科学动态监测快报

国际重要能源研究专报

气候变化科学动态监测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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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资源建设 

数据库开通量统计（包括全文、二次文献、事实型/工具型数据库）

集团采购数据库 借助国家平台为全院开通的数据库

2011 2012 2013 2011 2012 2013

全文文献库 69 69 73 44 44 44

二次文献库 13 13 12 0 0 0

事实型、工具型数据库及其他 24 24 26 0 0 0

合计 106 106 111 44 44 44

电子资源数量（种）（包括外文期刊、外文图书和工具书、外文会议录）

2011 2012 2013

外文期刊（种） 15190 16259 17997

外文图书、工具书（卷/册） 37976 44850 51974

外文会议录（卷/册） 29385 31841 35718

印本图书统计（图书、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入藏数量）

馆藏类别 合计 院中心 兰州中心 成都中心 武汉中心

中文图书（种） 33,608 7,864 7,982 9,290 8,472 

中文图书（册） 33,985 8,022 7,987 9,436 8,540 

西文图书（种） 11,532 8,217 1,255 1,557 503 

西文图书（册） 11,740 8,217 1,371 1,619 533 

中文会议录（种） 32 0 23 9 0 

中文会议录（册） 32 0 23 9 0 

西文会议录（种） 3,761 3,211 50 500 0 

西文会议录（册） 3,761 3,211 50 500 0 

标准文献（种） 8 0 8 0 0 

标准文献（册） 8 0 8 0 0 

学位论文（种） 11,347 11,295 0 0 52 

学位论文（册） 11,347 11,295 0 0 52 

服务数据统计
Service Statistics

印本期刊入藏量 

　馆藏类别 合计 院中心 兰州中心 成都中心 武汉中心

中文期刊（种） 1559 178 250 588 543

中文期刊（册） 34385 1243 6253 16792 10097

西文期刊（种） 3675 3193 201 269 12

西文期刊（册） 55475 43579 3608 6214 2074

日文期刊（种） 211 185 5 21 0

日文期刊（册） 2821 2558 51 212 0

俄文期刊（种） 185 134 32 19 0

俄文期刊（册） 2711 1762 771 178 0

NSTL文摘/索引数据加工量

统计项 2013年数据量（条）

西文期刊、   论文 308635

日文期刊、论文 5202

俄文期刊、论文 11017

外文会议、论文 73648

中文学位、论文 0

文集汇编单篇 19107

科技丛书单篇 18890

引文 9241339

合　　计 9677838

Science China数据加工量

统计项 来源期刊品种数（种） 来源期刊论文文摘量（篇） 引文量（条）

加工量 1141 277543 4762848

ScienceChina数据库数据累计量 1141 3780893 40146361

联合目录各类型资源新增数据总量

资源类型 书目新增（种） 馆藏新增（种）

中文图书 21,365 26,478

西文图书 9,210 10,715

日文图书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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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类型 书目新增（种） 馆藏新增（种）

俄文图书 5,399 5,402

中文期刊 33 277

西文期刊 353 284

日文期刊 1 47

俄文期刊 10 31

中文电子图书 9,895 9,895

西文电子图书 41,566 41,566

中文电子期刊 2,514 316,004

西文电子期刊 591 582,543

数据库 9

学位论文 11,334 11,378

合计 102,280 1,004,620

2013年跨库检索访问前10位数据库

序号 数据库名称

1 维普

2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3 Elsevier

4 Springer

5 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6 CellPress

7 Nature

8 ACM

9 ACS

10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7.5 服务系统使用 

7.6 重点项目 

课题名称 立项时间

  国家任务

国外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组织与运行机制研究 2013.12

我国化学学科发展态势研究 2013.10

决策参考 2013.6

医学学科发展态势分析 2013.1

政策动态研究 2013.7

国家数字科技文献资源长期保存体系建设 2013.9

我国区域基础研究特点与竞争力对比分析研究 2013.7

标准信息计量方法与数据挖掘研究 2012.1

四川省专利信息转播利用研究 2013.8.

  院任务

研究所群组集成知识平台可持续服务能力建设 2013.1

研究所情报分析可持续服务能力建设（三期） 2013.1

开放获取期刊采集服务体系 2013.5

参考咨询平台升级改造 2013.5

国际重要科技机构网络信息存档建设 2013.5

中科院研究所“一三五”规划监测方法研究 2013.4

中科院国际化指标体系设计及本底情况调查 2013.4

开放科技课件采集服务系统 2013.1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三期 2013.1

随易通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2013.1

网络科技信息自动监测系统二期 2013.1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2013 2013.1

科研信息服务开放创新竞赛 2013.4

世界科技发展态势监测系统二期 2013.1

可视化分面集成开放检索平台 2013.1

科学结构地图应用研究 2013.1

科学文献信息开放关联服务引擎 2013.1

省级科学院文献服务共享平台建设 2013.1

科技投入结构与演化分析 2013.1

低阶煤清洁高效梯级利用关键技术知识产权问题研究 2013.1

服务数据统计
Service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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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社会经济资源信息集成揭示与服务系统 2013.1

未来储能技术发展模式识别与技术经济环境区域综合评价方法研究 2013.6

高新产业技术动态监测及分析 2013.1

中国科学院研究所评估数据支撑研究 2013.4

四川省新材料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模式研究 2013.3

基于本体的专利文献技术挖掘系统研究与实践 2013.7

绿色生物工艺战略情报研究 2013.12

生物经济未来引擎技术挖掘研究 2013.7

西北地区中藏药产业发展信息服务体系构建   2013.1

资源环境科技期刊集面向科研创新服务的地球科学领域信息资源发现与组织研究

——以全球变化群建设试点研究方向为例
2013.1

区域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和方法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2013.1

中国与发达国家家庭碳排放来源差异及其关联因素比较研究 2013.7

深海海洋系统采样技术及装备知识产权态势分析研究 2013.4

颗粒污染物静电清除技术知识产权态势分析 2013.4

气候变化科技政策与谈判立场格局研究 2013.1

资源环境科技期刊集群建设试点 2013.1

其他项目

中国科学院（四川）科技成果信息服务平台 2013.6

四川省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2013.6

德阳市高端装备制造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2013.11

成都市轨道交通导航 2013.11

四川省工业企业信息化服务平台 2013.11

湖北省公共技术平台建设模式及运行机制研究 2013.9

湖北省激光产业发展调研及规划 2013.4

循环流化床燃烧关键技术专利分析 2013.5

压缩空气储能专利分析 2013.6

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FPSO）关键技术研究 2013.8

舰船曲面分段柔性生产线关键技术研究 2013.8

能源科技创新总体战略研究 2013.5

全球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展望研究 2013.6

中外生物安全实验室标准化技术研究 2013.4

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知识产权、技术转移转化与共享机制 2013.12

淮南聚光光伏太阳能技术产业化的调研 2013.7

服务数据统计
Service statisticsAcademic research and Communication

08
Memorabilia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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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决定：张

薇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2月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张薇为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3月28-29日，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区域信息服务战略研讨与工作会议在武汉召开，总结文献中心

近年来在区域信息服务、区域战略研究、产业（行业）技术咨询、企业技术信息服务、院地合作等

方面的实践经验，结合“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区域信息服务的新挑战、新要求，讨论了文献中心区

域信息服务的发展策略、重点任务。成立区域信息服务协调小组，负责省科学院文献情报服务、产业

技术信息服务、阵地服务转型等区域信息服务的组织、策划、协调、管理等工作，持续、深入地推动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面向地方科技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等区域信息服务的“区域一线”服务工作的发

展。院中心和地区中心领导、区域信息服务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共计30余人参加大会。

4月20日，为迎接第十八届“世界读书日”，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举办了题为“樱桃树上的梦

想——十位杰出人物成长探索的启示”专题讲座活动。著名科普作家尹传红与大家一起畅叙读书、

治学、人生的激情、感受、理念和经验。

4月22日-25日，“中国科学院信息资源获取与利用研讨暨第四届电子资源系列培训”在兰州举

行，此次培训旨在有效提升全院文献情报系统一线知识服务能力，加快推进研究所图书馆向知识服

务模式转型，进一步提高研究所在新科研环境下发现、获取和利用文献资源的水平。来自中科院文

献情报中心和院属64个研究院所的图书馆负责人、学科馆员与资源建设人员，以及甘肃省高等学校

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兰州大学等甘肃地区图书馆工作人员共141人参加了培训。

4月，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参与编写的《科技发展新态势与面向2020年的战略选择》正式发布。

报告是继中国科学院发布面向长周期的《创新2050：科学技术与中国的未来》路线图系列研究报告

之后，对近中期的科技发展态势的思考，重点关注未来10年三个方面的问题：从世界科技发展态势

看可能产生的重大突破；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急需解决的重要科技问题思考可能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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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破；以及面向新趋势新需求条件下，中国应加强前瞻布局的领域。

5月31日下午，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与中创春雨（北京）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签订科技创新与创

业信息服务合作协议，将通过国家级文献服务平台的支撑作用与科技孵化公司孵化、投资、运营服

务能力相结合，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双方优势互补，引导和帮助广大青年掌握创业知识，树立创业

精神，帮扶科技创新团队开创企业发展道路。

7月12日，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刘细文副主任与黑龙江省科学院郭春景副院长共同签署中科院文

献情报中心-黑龙江省科学院文献情报合作协议并为共享服务站揭牌。

7月，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入选2013年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示范创建机构。经过自主申报、初

评和专家集中评审等多轮评选，全国共有26家单位入选，图书馆行业单位仅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

心1家。

7月15日至7月19日，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第一届全国优秀大学生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夏令营在

京举行，来自全国50余所高校的60名优秀大学生在这里度过难忘的夏令营生活。

7月16日，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召开党员大会，选举新一届党委和纪委委员。本届党委委员、纪

委委员和正式党员共212人出席会议，北京分院党组常务副书记、副院长、京区党委常务副书记马

扬、京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杨旭到会指导。根据党员大会无记名投票结果，张晓林、何林、孙坦、刘

细文、冷伏海、初景利、张智雄7名同志当选为新一届党委委员；何林、李春旺、李士卿、王春勇、

王海霞5名同志当选为新一届纪委委员。

8月9日，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与山东省科学院在济南签订了共享文献情报工作服务合作协议，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张晓林、副主任刘细文、山东省科学院院长王英龙、副院长刘孟德等出席

了签约仪式。张晓林主任与王英龙院长共同为服务站揭牌。

8月23日下午，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与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工会工作委员会联合开展文献信息

服务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海淀区区长助理张淑婷、海淀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冀国瑞等，中科院

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张晓林、副主任刘细文等相关人员参加签约仪式。

9月26日至29日，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在昆明组织召开国内首次机构知识库学术研讨会，吸引了

来自台湾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内地高校图书馆以及科研院所图书馆等单位的海内外专家

5月

7月

8月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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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余人。会议以机构知识库的积极实践为主题，围绕中文机构知识库建设与服务的发展战略、具体

实践、政策机制与未来挑战等内容进行交流，组织了34个专题报告，展出了18个单位的优秀实践案

例。中国机构知识库推进工作组在会上首次发布了全国范围机构知识库建设情况的调查和机构知识

库用户的态度与需求的调查。

10月21日至23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组织第二届全国开放获取推介周，来自国内图书馆

界、学术界、期刊界、出版界的专家近400人参加。活动包括“开放获取知识库日”、“开放获取出

版日”、“开放获取资源日”三个主题，主要内容包括机构知识库的建设模式与角色定位、机构知

识库用户的使用与期待、学术期刊对机构知识库存储论文的意见，以及机构知识库的未来可持续发

展方向、机构知识库的激励措施与评价方式、开放获取期刊的运营模式与创新发展、开放获取的支

撑服务、新兴的开放获取资源等。会议组织了22个专题报告与3场互动交流，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开放

获取在我国当前的发展现状、实践案例以及支持政策和服务机制。

10月24至26日，中国科学院2013年档案业务培训会在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召开。会议由办公厅

主办、档案馆承办，旨在提高全院档案人员的业务能力，提升院属单位档案工作水平。来自全院二

期进馆档案数字化试点单位、二期档案进馆单位（2012-2014年）、2000年之后成立的研究所共82个

单位的85位档案人员参会。

10月31日至11月1日，由中国科学院人事局主办、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承办的“2013年京区课

题组长培训班”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国际会议中心顺利举行，来自京区研究所的课题组长共计40人参

加。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党委书记何林、人事局继续教育与培训处业务主管张萌出席开班式，培训

会议由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助理李春旺主持。

11月5日，“全国科学院联盟文献情报分会”在京成立。它将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交流

合作、共同发展”原则，依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联合省科学院开展文献情报服务共享，提

高文献信息保障效率，促进成员单位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这是落实中科院与各省科学院协同创新、

服务区域发展的重大创新举措之一。分会成立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将继续探索巩固全国科

学院协同共享的服务机制，把省级科学院文献情报能力纳入自身发展力量的一部分，将已有的资

源、能力转移转化到省级科学院，与各个省级科学院协力打造一流的文献情报服务共享体系，建设

一流的共享文献情报服务合作机制，建成一流的省级科技战略、产业战略支撑平台。

11月5日至9日，区域信息服务协调组召开交流培训会，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的各省科院责任馆

员、产业技术服务人员及相关部门主任、业务处长等38人参加了本次培训交流活动，活动将有助于

提升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区域信息服务能力并深入推进区域信息服务的发展。

10月

11月

11月11日-14日，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在北京举办了2013年战略情报研究培训研讨班。来自中科

院文献情报中心，以及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广东省科技图书馆、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青岛

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的100多位情报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培训研讨。

11月21-22日，“全院统一自动化系统培训”在京举行，主要从全院统一自动化系统实施、系统

整体介绍及系统的业务功能三方面进行培训。来自51家研究所的66位信息系统方面业务骨干参加了

本次培训。

11月20-22日，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2013年度“学科馆员能力提升”培训会在北京召开。培训会

由钟永恒副主任主持，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党委书记何林、院评估中心周建中研究员、发展规划局

智库建设处处长刘清及全体学科馆员共70人参加了本次培训。

11月25日，由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中科院大学联合主办的中科院大学首届学术图书展览在雁

栖湖校区开幕。书展主题为“观书展、荐馆藏、乐阅读、享书香”，共展出由中国图书进出口（集

团）总公司提供的英文图书10000余种、中文图书5000余种。

11月29日，成都中心举办的“你读书我买单”活动落幕，参与人员达500多人次。活动不仅拉近

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加强服务的互动性，同时也加强服务部门之间的协同性机制建设，在馆内外

均取得较好的影响力。

11月至 12月，施普林格科技图书巡回展览依次在北京、成都、昆明三个城市举行，本次展览的

图书是施普林格出版社2012-2013最新出版的精装版科技图书，共约500种，内容涉及数学、物理、

化学、地球/环境科学、生物医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展览完毕后将进入中科

院文献情报中心馆藏。  

11月22日，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会

议以“聚焦‘四风’问题、加强作风建设、促进事业发展”为主题，落实“照镜子、正衣冠、洗洗

澡、治治病”总要求，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院党组“12项要求”切入，查摆领导班子和

个人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深刻剖析“四风”问题存

在的原因，分析研究今后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领导班子成员张晓林、何林、孙坦、刘细文、张薇

参加会议，中科院京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协作二片督导组陈树堂同志、王秀琴同志到会指导。

12月4日，来自15个国际高能物理开放出版资助联盟（SCOAP3
）参与国和欧洲粒子研究中心

（CERN）的32位代表齐聚CERN，召开SCOAP3管理理事会首次会议，签署《SCOAP3备忘录》，

宣布SCOAP3计划将于2014年正式实施：自2014年1月起，50%以上的高能物理领域期刊论文在发表

伊始即向全世界免费开放获取。我国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作为SCOAP3中国集团牵头机

构参加了此次会议，代表中国签署了《SCOAP3备忘录》。NSTL副主任吴波尔、中科院文献情报中

心主任张晓林当选为SCOAP3管理理事会成员。 

大事记
Memorabilia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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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党委邀请国科大副校长马石庄作

“中国出了毛泽东”专题报告，全体党员、协作片研究所党员近300人参加了报告会。马石庄以风

云变幻的中国近代历史开篇，分别从“民族的毛泽东”、“时代的毛泽东”、“实践的毛泽东”、

“世界的毛泽东”四个方面展开，结合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资料，深情地讲述了毛泽东及包括共

产党人在内的一代先进分子为民族独立解放、民族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探索、艰苦奋斗的光辉历

程。 　

2013年9月9日至2014年1月20日，由中国科学院大学和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联合举办的“科研教

育开放信息创新应用大赛”，共有211支队伍报名参赛，共收到参赛作品76个，评出优秀作品27项。

参赛作品多以满足科研学习、公共服务等需求为主题，主要有学术研究类、教育学习类、公共生活

娱乐类、科普类、学术社交类、个人知识管理或科研管理类、信息检索与分析类等。结合比赛开

展，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把持续跟踪发现的700多个知识服务工具和10万余条开放数据全面开放，并

先后组织开展多期先进知识工具体验和开放数据使用培训。这既是面向研究生开展的一次开放科研

资源普及，也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教学的新型人才培养机制的积极尝试，是积极支持中科院“率先建

成国家创新人才基地”的创新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