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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 NSTL 服务武汉光谷地区企业的分析，并针对武汉光谷园区里部分企业的文献信息服务与保
障的现状进行研究，提出 NSTL 针对科技产业园区企业开展信息服务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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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ased on the NSTL service of analyses to enterprise Optics Valley of China,
And by analyses Wuhan a few company of science-based industrial park, study to their
document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supporting measures. The thesis will bring some
new thought about NSTL service to science-based industrial park of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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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STL 的服务与中国武汉光谷科技产业园区企业的信息需求
1.1 NSTL 的简介
NSTL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 即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成立于
2000 年 6 月 12 日，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一个虚拟的科技信息服务机构。中心由中国科学院文
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所、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所、中国化工信息中心等文献情报单位组成。
中心的宗旨是为全国的科学技术教育与研究机构提供全方位的文献信息服务。NSTL 网络服
务系统提供的文献信息资源均来自其成员单位。每个成员单位将所订购的中外文期刊、图书、
会议、学位论文等原始文献加工成文摘等二次文献，集中到 NSTL 网络服务系统提供检索服
务。NSTL 服务是一种全新的服务模式，并具有服务高效、简洁实用、信息齐全等特点，深
受用户欢迎，也需要更多的人使用并完善。
1.2 中国武汉光谷科技产业园区的概要
中国武汉光谷现在已经初步成型光科技产业园区，冠“中国光谷 ” 之美名，是活力无
限的科技创新之地。武汉东湖国家新技术开发区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家国家
级的光电子产业基地，让 “中国光谷”更具吸引力。“中国光谷 ”位于武汉东湖之滨英才
汇聚、人杰地灵的武汉东湖国家新技术开发区，这里有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 48 所高
等院校、 56 个中央及省部属科研院所、 11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10 个国家工程技术中心
和 700 多个技术研发机构；这里有 49 位两院院士、 20 多万名专业技术人员和 40 万名
在校大学生；这里还有旨在培育光谷持续创新能力而建造的光电国家实验室、国家植物基因
工程中心和 P4 实验室。作为全国三大智力密集区之一的东湖高新区拥有着强劲而持续的创

新激情与创新活力，每年申请的知识产权专利在 1000 件以上，能较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目前蓬勃的发展态势喜人，社会关注度不断提高。
1.3 NSTL 服务武汉光谷的必要性
目前，武汉光谷的大型企业大多数是具有产品研发背景的公司，有不少国际大公司也被
武汉光谷独特的环境和条件吸引到此办厂，他们自身也具有获取信息的途径和方法并研发能
力强，这就为 NSTL 服务提供了服务对象。其次，武汉光谷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很有活力，他
们有创新型人才和营销手段，对信息服务较重视，也具备一定的文献信息获取的能力，所以，
这又为 NSTL 服务提供了一个发展空间。武汉光谷所在地区有许多具有实力的文献信息服务
机构，他们具备专业服务技能，精通文献信息服务方法并拥有一定文献资源保障，这就为
NSTL 服务提升服务竞争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NSTL 用新的服务模式走进武汉光谷将必
然促进武汉光谷科技创新和企业发展，推动武汉地区文献信息服务水平。

2 武汉光谷的企业文献需求及现状的调查
我们在 2008 年就 NSTL 服务武汉光谷企业进行了一系列调研活动，选择了 10 家（武汉
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化学研究所、武汉神农高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进
行了问卷调查，并对其中 5 家企业进行了 NSTL 使用的培训。通过调研我们对武汉光谷企业
利用文献信息的手段、方法和需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 NSTL 更好开展服务提供了依据。
2.1 NSTL 服务企业调查表格数据总汇
本次调查活动采用介绍 NSTL 服务与现场填表方式进行，我们根据调查的内容设计一套
共 8 个表单的问卷供调查者填写，针对每个企业的研发人员进行单独的随机发放 10 张，共
发放调查表： 100 张，回收： 100 张，回收率：100%，具体汇总如下：

（注：表 2，5，6，7 中的选项可以多选）

其中对于表 8，只有有一位热心调查者提出以下意见：图书情报工作代表一个国家科技创新
的基础实力，希望未来的文献检索愈来愈便捷，当然必要的费用我们也乐意付出。
2.2 NSTL 服务企业调查分析
我们对这 10 个企业收回的问卷中表单数据的分析可以初步得到一下结论：
（1）被调查者都对科技文献信息表示有需求，但对文献类型的需求差异性大有， NSTL 服
务在技术创新单位中有广阔的需求。同时提出需要专门的服务窗口，如查新服务的支持、前
沿的期刊、数据库支持等。
（2）对提升文献信息查找能力的办法，调查者选择通过讲座获取的人数仅占 50%，选择现
场演示的也是 20%，这表示面对面的资料获取方式是不受欢迎的；而选择通过宣传材料的也
仅仅占 20%而已，可见当前科研人员的文献获取方式有着多样化的特点，结合第 6 表单可以
估计出他们应该是通过图书馆及网络获得居多。
（3）数据显示了解 NSTL 的科研人员竟然占到了 40%的水平，分析原因应该有：NSTL 在高校
和科研系统中较为普及，科研人员与高校、科研系统的交流中了解到 NSTL；另外不了解的
科研人员采用的文献获取方式可能还停留在固有的图书馆获取方式上。
（4）有 40%的被调查者知道 NSTL，而且又有着长期受益于图书馆情报工作，因此对于 NSTL
诸如文献传递等优质服务肯定有涉及，所以出现高达 20%的被调查者接触甚至直接利用过
NSTL，这就说明 NSTL 还有广阔的利用空间。
（5）对 NSTL 服务展示出现了需求有一定的分布集中的特征， 希望通过宣传材料和其他方
式了解 NSTL 的被调查者都占 20%，而希望通过现场演示和讲座这种面对面方式的分别占了
30%和 80%，其原因应该还是归结于科研人员对文献情报工作表现出浓厚兴趣，并希望通过
更直接的方式接触和深入了解 NSTL 的服务。以此，今后 NSTL 在该单位的推广方式最好以开
办讲座培训等面对面的方式为主，发放宣传资料的书面方式为辅。
（6）科技研究人员追求前沿、创新的新技术需要图书馆的帮助，而通过网络和他人代查方
式的占了 55%和 10-20%之多，所以可以预见 NSTL 这种基于网络环境的情报服务在研发科技
人员的工作中应该是受到欢迎的。
（7）被调查者对于今后文献获得方式的选择的结果呈现分散与多样性。首先被调查者选择
自查的占了多数 42%，而选择图书馆代查的也占多数高达 50%，这可以推测出被调查者对于
个性化和对于提高自身信息检索素养的追求，同时也不可否认其中带有关于个人研究保密的
考虑；而对于图书馆代查这种被调查者而言比较熟悉并长期受益的方式也是受到欢迎的，从
中可以看出被调查者对图书馆存在着较高的认同感和信赖感。

3 NSTL 服务武汉光谷地区企业的对策
3.1 中国武汉光谷的文献保障布局有待完善
我们从中国武汉光谷建设的步伐可以看到其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光谷开发区很重视产业
布局，工业园区的规划与配套设施的建设，也就是我们讲的硬件工程的投入很大，而相应的
软件措施也能满足中国武汉光谷的发展这是我们在调研中感到欣慰的。武汉光谷的建设有效
拉动武汉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在武汉光谷园区的企业发展动力。我们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
高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武汉东湖开发区及光谷开发区还没有为光谷高新技术企业营造一
个有利于企业创新的文献信息服务保障平台，这就是一个遗憾！开发区中没有一家专为服务

光谷企业的图书馆和文献服务机构，文献信息的需求也能让企业自身去解决。所以，我们可
以建议武汉东湖开发区与某些文献服务机构合作，设立一个专门服务中国武汉光谷企业的文
献服务平台提供文献查询知识培训与相关服务，解决企业的文献使用的难题，让企业的创新
能力增强。
3.2 正确理解武汉光谷企业创新的文献需求
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企业对文献的需求形式多样，每个企业对文献信息需求的理解和态
度也大不相同，所以我们需要正确了解企业的需求，帮助企业正确的使用文献信息，推动他
们的创新能力。同时根据企业发展规划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一些探索性的服务创新。还要
扩大开展免费的培训和服务的范围，加大政府的经费投入，创建和谐发展的环境。
3.3 企业服务方式的创新
我们要利用 NSTL 这个先进的服务平台让更多的企业受益可以采用一下方式实现：采用
邮件、电话与面谈了解企业文献信息需求，针对需求设计服务；建立文献信息服务机制，为
多家企业开通服务建立示范窗口，并提供文献信息专题跟踪服务；完善联合服务机制：国家
科学图书馆总馆和武汉分馆与多家文献服务机构联合树立文献信息服务品牌、规范服务程序
对企业开展文献信息服务，并与企业专门负责人建立常规联系与反馈机制；采取灵活多样的
服务方式：如大规模宣传、培训讲座、嵌入网页服务、定题跟踪等。

4 NSTL 服务武汉光谷的思考
4.1 对今后 NSTL 服务研发企业和科技人员的建议
根据我们对武汉光谷企业的抽样调查问卷的分析，分析结果可以为我们将来开展文献信
息服务工作提供几点参考建议：要坚持以用户为中心，提供符合用户个性需求的文献信息服
务；不断寻找机会对用户进行文献信息检索知识方面的培训，提高用户信息查找能力与检索
效率；要严格控制用户信息（包括个人信息、查找信息）的使用，尊重用户隐私权，维护知
识版权，提升用户对图书馆的信心。注意在宣传推广文献信息服务的活动中的事先进行沟通
信息，了解他们使用文献信息服务的方式和效果，再进一步了解他们其他方面的信息需求和
建议。
4.2 NSTL 服务武汉光谷的几点思考
通过这次调研把 NSTL 的服务介绍给中国武汉光谷的部分企业，让他们了解 NSTL 的服务
并能去正确使用，这是 NSTL 最大的收获之一。为了能使 NSTL 服务更好的为服务武汉光谷的
企业，让更多的企业受惠，我们想要推动 NSTL 更好服务企业应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1） 建立一套良好的宣传机制，让武汉光谷的企业能够多了解和使用 NSTL 的资源与服务。
（2）有效组织文献信息服务管理人员对企业进行 NSTL 资源与使用方法的培训活动。
（3）建立服务企业的服务信息档案，及时准确提供文献与信息服务。
（4）要设立专门的服务基金以便长期规划连续推动使用，企业需求的多样性使我们正常开
展服务企业的工作难度加大，由于企业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在开展为企业服务
时一定要强调免费服务合理使用文献信息资源，这样我们从侧面支持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建
设，也服务了社会经济建设。
NSTL 的服务要真正走进中国武汉光谷企业还需要我们文献信息工作者的努力工作与企
业科研人员对 NSTL 的资源和服务充分了解，相信通过我们长期的努力会使企业接收 NSTL
的服务方式和文献信息资源的保障。我们让从理论上看 NSTL 的服务是最合理、最先进、最
节约的服务模式得以普及，就需要我们不断思考推动 NSTL 服务的简捷化，经过有识之士的
一起努力 NSTL 服务一定能达到我们的普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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