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馆资源与服务”
系列讲座

时间：2006年4月20日—— 6月6日

每周二和周四下午3：30



第一讲：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导览 4月20日

第二讲：电子资源检索入门 4月25日

第三讲： IEEE/IEE、ACM数据库检索与利用 4月27日

第四讲：OCLC FirstSearch数据库检索与利用 5月9日

第五讲：Ei Compendex检索与利用 5月11日

第六讲：中文电子期刊介绍 5月16日

培训安排



培训安排

第七讲：WSN和SIAM全文库使用概述 5月18日

第八讲：国内外会议文献检索 5月23日

第九讲：中外经济类文献的检索与获取 5月25日

第十讲：国内外学位论文的检索与获取 5月30日

第十一讲：中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检索与利用 6月1日

第十二讲：标准和专利文献的获取 6月6日



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导览

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信息咨询部



主要内容

图书馆资源介绍

资源获取方式与途径

图书馆服务概览

推荐与咨询



一 图书馆资源介绍

按照出版类型分为：图书、期刊、报纸、会议文献、科技报

告、标准、学位论文等。

图书馆的资源主要包括：
1.传统资源

图书馆收藏的传统资源主要是指纸制文献（其他还有缩微型

文献和声像型文献），



一 图书馆资源介绍

2.电子资源（数字资源）

主要是图书馆采购的各种数据库（文摘类和

全文类）。

服务方式：主要采取校园网IP控制方式通过

网络访问



一 图书馆资源介绍

3.虚拟资源

即Internet网上的资源。人们需要的许多信

息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特别是一些重要的

学术信息。如专利、科技报告等。是图书馆

资源的重要补充。



二 资源获取方式与途径

图书馆主页（http//www.lib.bupt.edu.cn）是获取

图书馆资源信息的窗口

从主页上可以检索图书馆的各种资源，了解图书馆

的各项服务、规章制度等



二 资源获取方式与途径

1. 馆藏印刷型资源查找——书刊

通过图书馆主页通过图书馆主页““书刊检索书刊检索””栏目可检索图书馆的图

书、期刊、会议、标准等文献。（以一个完整的出

版物为单位）

根据所知道的信息点（书名、作者、出版社等）在

相关字段检索。





选择检索字段

输入检索词

选择资
料类型



查看索书号了解
文献的简单信息

和流通情况

根据检索结果选
择进行二次检索

或重新检索

索结果显示：题名、责任者（作者）、
版社、标准号（ISBN、ISSN）、出版年

检索结果
排序



藏书地点 流通状态（在架
可借、续借、预
约、库本等）

根据索书号在
架上查找文献



二 资源获取方式与途径

1. 馆藏印刷型资源查找——学位论文



输入所知道的
信息进行检索

学位论文的
收藏地点在图书馆
二层工具书阅览室



二 资源获取方式与途径

2. 馆藏电子资源查找



二 资源获取方式与途径

2. 馆藏电子资源查找
图书馆目前共引进22个数据库：包括图书、期刊、学位论文、

会议等全文和文摘数据库

中文数据库：11个

外文数据库：11个

自建数据库:目前图书馆从各个渠道搜集资源自建了北

邮博导信息数据库、邮电通信专题文献数据库和高等教

育教学成果库



二 资源获取方式与途径

2. 馆藏电子资源查找
试用数据库：图书馆每个月都有若干个数据库在我校试

用，在一定程度上对我校的资源形成了补充，同时也提

供给大家考察、对比进而向图书馆推荐电子资源的机会



二 资源获取方式与途径

3.开放存取学术资源（Open 

Acess):是在网络环境下发

展起来的一种新的重要学术

交流模式。使研究者可以更

快更廉价地拥有更多的学术

信息

点击主页“网上免费学术资源”



二 资源获取方式与途径
4. 资源获取途径综述

资源

图书 期刊 学位论文 会议 标准
科技
报告

主页--
书刊检索

主页--
书刊检索

主页--
学位论文

主页--
书刊检索

主页--
书刊检索

主页--
书刊检索

Safari
超星、书生

IEEE、ACM、
WSN、SIAM

CNKI、维普、
万方

PQDD
万方学位

ISTP
万方会议

ITU
通信标准与
质量信息网

万方科技
成果数据库

国研网

馆际互借 文献传递 文献传递 文献传递 文献传递 文献传递

报纸

报刊
阅览室

参考
消息

本馆印刷
型资源

本馆电子资源

无

无

其他文献机构

馆际互借：拿本人借书证到图书馆二层中心书库换取馆际互借证

文献传递：在图书馆一层咨询台提交文献传递申请（付费）



三 图书馆服务概览

1. 外借服务：
地点：一层新书借阅室和二层中心书库



三 图书馆服务概览

2.阅览服务：

三层中外文报刊和1988年以后出版的英文图书和
其他语种外文图书

报刊阅览室

二层南侧收藏中外文的工具书、检索期刊、标准、数
据手册、专利文献；北邮公开的博硕士学位
论文；北邮教师、校友著作；近几年北邮出
版社出版的图书等

工具书阅览室

二层北侧近5年出版的中文图书库存本（除小说以外）
和最新的考研参考书

样本书阅览室

地点馆藏阅览室



三 图书馆服务概览

3. 参考咨询
3.1 开展基础参考咨询服务：2001年起开设咨询台
3.2 深入开展以网络为基础的参考咨询服务

1998年开始公共检索读者留言咨询
1999年开始电子邮件咨询
2003年推出《图书馆常见问题》网络版，即FAQ
2003年年底，虚拟咨询系统正式投入运行



三 图书馆服务概览

•实时咨询：
服务时间9：00－11：00；

14：00－16：00
服务对象：校内外读者
•表单咨询
解答方式：

Email发送
读者重新登陆系统，在

“我的问题”中查看答案。
•FAQ浏览与检索：127个
问题



三 图书馆服务概览
3.3 建设“重点学科导航数据库”、开展学科咨询服务

24会议

205产品市场

10519机构学会

357教育研究机构

3210公司及产品

343相关组织

13162918综合站点

121138专利标准

20151516电子文献

8999数据库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信号与信息处理电路与系统通信与信息系统



三 图书馆服务概览

4 信息服务
4.1 课题检索

对用户所委托的课题进行检索、以书目、索引、文摘、

全文/汇编等形式提供给用户



三 图书馆服务概览
4.2 科技查新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情报资料的系
统检索、收集、分析，考察科研
项目的新颖性、先进性和实用
性，为科研课题的立项和鉴定提
供科学的评价依据。科技部为了
避免科研课题重复立项和客观正
确地判别科技成果而设立的一项
工作。图书馆从1998年提供科技
查新服务。
一项科技查新一般应在10个工作
日内完成。
用户需要提交研究课题的相关资
料、中英文检索词、课题的科学
技术要点、查新点等信息。



三 图书馆服务概览

4.3 查收查引
为教师及科研人员申报科研项目、评定职称
和研究生毕业时，提供论文被国际三大检索
刊物SCI、EI、ISTP以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数据库（CSSCI）等收录及引用情况，并出
具检索证明，收录和被引用数量是对著者学
术水平客观评价的一项重要标志。



三 图书馆服务概览
SCI是美国《科学引文索引》的简称，收录全世界出版的数、

理、化、农、林、医、生命科学、天文、地理、环境、材料、

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核心期刊约3500种。美国科学情

报研究所采用严格的选刊标准和评估程序挑选刊源，而且每年

略有增减，从而做到SCI收录的文献能全面覆盖全世界最重要

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个人的论文被SCI收录的数量及被

引用次数，反映他的研究能力与学术水平。
由于我校未购买该库，所以SCI检索是通过清华代检的



三 图书馆服务概览

EI 是工程技术领域的综合性检索工具，它把工程

索引(Engineering Index)和工程会议

（Engineering Meetings）综合在一起。

如何检索Ei网络版收录的国内期刊？
网址： http://www.ei.org.cn



收录期
刊目录

光盘收录 Page one

对收录文献的文
摘要求进行说明



每期收录篇数



三 图书馆服务概览

ISTP 是《科技会议录索引》的简称，主要收集
世界上各种重要的会议文献，包括国际上著名的
学会会议、一流的公司会议以及重要的科学杂志
等所举办的会议等。

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南京大学编辑
的，是国内社会科学方面文献评估的重要指标之
一。



三 图书馆服务概览

5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为了弥补图书馆自
身馆藏的不足，促进文献资源共享。获取我校
图书馆没有的资源的有效途径

馆际互借(针对图书)：与文献信息机构建立广泛
合作，不断拓展文献源

2002年年底，由我馆牵头，联合人大、北师大
等10所著名高校的图书馆共同发起成立了北京市北三
环——学院路地区高校图书馆联合体。联合体经过2
年多的运转，目前已发展到30家



三 图书馆服务概览
馆际互借方法：通过网络检索其他图书馆的书目信息

在图书馆二层中
心书库换取馆际
互借证（可借3本
中文图书，或到
其电子阅览室检

索电子资源



三 图书馆服务概览

文献传递（针对学术论文）：需要用户提
供待查文献的题名、作者、刊名、年卷期、
页码，会议论文的会议名、会议地点、会
议时间等相关信息以及文献载体形式、传
递方式等要求。



三 图书馆服务概览

6 读者教育与培训
针对不同用户群，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
针对刚入校的新生，进行图书馆基本知识及情况

的入馆教育
针对二、三年级大学生，开设文献检索课，使其

掌握一定的查找文献和获取信息的能力
针对高年级学生及研究生，开设高层次的专题讲

座，培养其专题信息检索和分析能力
针对老师，主动下院系，根据院系专业进行相应

的培训
其他方式：通过宣传栏、图书馆主页和馆报等各

种渠道



三 图书馆服务概览

7 电子资源建设与服务
加强电子资源的试用和使用的宣传与评估
试用时充分收集读者意见的基础上，做出对试用数据库

的测试评估和比较分析，为是否购买提供依据

引进数据库后，确定责任馆员，编写使用指南，解答读
者咨询

随时检查电子资源情况，及时进行故障分析和处理

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讲座，帮助读者高效地使用电子资
源

多渠道宣传推广电子资源，提高电子资源的认知度和使
用率

加强对电子资源利用率和使用成本的统计分析，为续订
等工作提供依据



三 图书馆服务概览

8 学科馆员
2001年起，我馆建立学科馆员制度，目前由5名咨

询部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员担任各院系的学科馆员。重
点开展以下工作：

不定期地为对口院系的师生进行培训，并发放相应参考
资料，帮助他们更充分地利用图书馆的资源，掌握一定信
息检索方法与技巧
经常性地征求对口院系师生对图书馆资源建设(图书、期
刊、光盘、电子资源等)、服务内容的意见和要求
跟踪对口学科学术研究动态，追踪学术前沿，充分搜集、
整理该学科的热点问题、代表论著、新观点等，在分析、
研究、整理后，以书目索引、文摘、全文、学科专题报道
等多种形式提供给对口院系师生，特别需要对对口院系的
重点学科、重点科研项目，实行全方位的重点服务
开展“走进院系”系列活动



四 推荐与咨询

资源推荐方式：
主页“购书推荐”
主页“公告与留言”下的“我要留言”
给采访馆员发邮件
（Email:libcata@bupt.edu.cn）



咨询方式
面对面咨询：图书馆一层咨询台

电话咨询：62281933
虚拟咨询：

公共检索读者留言咨询

电子邮件咨询
（Email:libinfo@bupt.edu.cnserlib@bupt.edu.cn ）
虚拟咨询台咨询

四 推荐与咨询



图书馆热忱欢迎各位老师和同学图书馆热忱欢迎各位老师和同学
利用我们的资源和服务！利用我们的资源和服务！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