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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目前科技查新中面临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问题，结合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系统服务机构分布的复杂特点以及“十二五”服务发展目标，探索了
科技查新院所协同服务模式和机制建设。提出科技查新四种院所合作模式：能力
协同、任务协同、专业协同以及区域协同，并结合具体案例总结了院所协同查新
的实践模式，探索了质量控制、人才队伍以及管理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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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promoting the servic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Sic-tech Novelty Retrieval of
NSLC，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llaborative service pattern and mechanism of sic-tech novelty
retrieval according to the regionally distributed complexity of the branches in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System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he service objective of the 12th five
year plan. Based on the service experiments, the article proposes the four collaborative service
patterns of sic-tech novelty retrieval, that is competence collaboration, task collaboration,
specialty collaboration and region collaboration, designed related service process and studied
building sustainable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used for collaborative
service of sic-tech novelty retri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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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科技查新服务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总馆（以下简称“国科图总馆”）作为原国家科委
批准的一级科技查新咨询单位，多年来面向院内外在自然科学基础学科以及工程
技术领域查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迄今已完成查新报告6000余项。既包括“863”、
“973”等国家级项目申请和成果鉴定的查新项目，也包括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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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青 1107）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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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院内用户以及企业用户中均获得了

良好口碑。
随着查新服务的深入开展以及用户需求的不断增长，科技查新质量和服务效
率的提高逐渐成为服务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和困难。首先，短时间大量需求与保障
不足的矛盾仍比较突出【2】。面对查新高峰期“井喷式”的需求，用户保障范围和
数量有限。笔者对 2011 年查新委托平台受理与拒绝数量进行了统计，全年有 60
项查新委托因为“时间不允许”被拒绝，不包括用户电话咨询即被拒绝的情况。
其次，查新员的专业局限性成为科技查新质量提升和效率提高的主要“瓶颈”。
统计表明，总馆作为综合性查新机构，查新委托课题涉及自然科学各个学科，而
目前查新员专业仅涉及生物、材料、农业、地学、环境，对于委托量比较靠前的
计算机、自动化、化学化工、物理等专业缺少相应专业背景的查新员。处理非本
专业委托，查新员不仅难以全面深入理解课题，且需耗费大量精力学习和了解基
础知识，服务质量和效率必然受到影响。最后，用户对查新的重视不够，认知不
足。用户大多是迫于申报项目或成果鉴定中评审机构的要求来查新，认为查新是
一种“走过场”、
“形式要求”，；还有一些用户将查新等同文献检索，对查新的概
念以及服务周期理解不够。这些因素也影响服务的顺利开展以及效率提高。
为解决以上服务中的矛盾，国科图总馆在服务实践的基础上, 以中国科学院
文献情报服务系统为建设对象, 探索建立科技查新院所协同服务模式和运行机
制。一方面提高面向中国科学院用户科技查新服务的保障率和服务质量; 另一方
面通过协同服务的开展, 带动全院图书馆员服务能力与服务水平的提升。

2.查新机构联合服务模式现状分析

目前，业内也有一些科技查新协同服务的探索，但较少形成深入的、规模化
的联合服务体系。主要原因在于查新服务不是简单的流水作业, 不能简单通过规
范化操作流程保证服务质量。总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1）机构联合体：主要存在于同类机构或图书馆系统。例如福建省科技情报
所，与所辖十几个地市级查新服务站建立了科技查新机构联合体，采用省所——
地市两级管理模式，省所主要负责质量控制、业务协调和指导，地市站负责查新
委托受理、沟通、报告完成。通过共享资质、共享信息资源和优化人力资源，从
而提高用户满意度和覆盖率【3】。也有学者探讨了北京市建立高校图书馆查新检索
联合体的构想【4】。
2）机构间资质共享：暂时没有查新资质的图书馆，为解决本地用户查新需
求，或为申请资质积累查新数量，接受用户委托后，完成查新报告，再由具备查
新资质机构的审核人员进行审核，盖章，出具查新报告。机构间制定服务协议，

在费用上切分，实现资质共享。
3）机构任务外包：这种联合的方式刚好和资质共享的方式相反，查新机构
在任务重、人员少的情况下，将部分任务“外包”给其他任务不饱满的查新机构
或者没有资质的图书馆，审核、盖章仍由任务分配机构承担。也是通过签订服务
协议，切分费用开展联合服务。
4）机构内部联合：学科馆员或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如北京大学、南京大
学等以查新服务为契机，深入课题组开展学科化服务【5】，也有的学者提出学科馆
员制度应与科技查新工作相结合，专职学科馆员与查新员相统一的想法【6】。
与单纯的资质共享、任务外包等比较，机构联合体模式涉及较复杂的系统建
设、管理和运行机制，可以说是一种较深入的联合。国科图科技查新联合服务系
统与机构联合体类似，同时兼具上述各种模式的特征，但又有根本区别，这是由
中科院文献情报系统的整体要求和复杂结构所决定的。

3.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查新检索院所协同服务背景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由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总馆、兰州分馆、武
汉分馆、成都分馆以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一百余个研究所图书馆组成。从联合服
务层面上，院所协同既包括机构间联合（总分馆之间，总分馆与研究所之间），
也有机构内部协同（总分馆内部部门间）；既涉及一定意义上的资质共享（分馆
可以共享总馆的一级查新资质），也涉及部分任务外包；从协同服务内容上看，
既包括引证检索、科技查新，也涉及专题检索、专题分析等延伸服务，是一种多
模式的、多层次和多角度的复合联合服务体系。
近两年国科图总馆连续举办了三期面向研究所图书馆的查新培训，目前已有
70余名所图书馆员参与，有近30名取得了认证查新员资格证书。另外，很多研究
所图书馆引进了有该所学科背景的硕士、博士等高端人才，这不仅为院所协同查
新奠定了能力基础，同时也使组建全院查新专业人才队伍成为可能。

4. 院所协同科技查新服务模式构建

4.1 研究所协同查新服务目标调研
为充分了解研究所图书馆参与协同查新的想法和目标，笔者对部分有意愿开
展联合服务的研究所进行了调研，由于研究所图书馆的所情、人力、理念的差异，
从参与目的和目标上看，主要有三种：1）协助委托型：解答用户咨询，帮助用

户完成查新委托；2）接受任务型：接受院图发来的任务，愿意尽力保障本所查
新需求，提高所图书馆的服务能力，提高本所用户满意度；3）主动服务型：愿
意主动在所内开展宣传，完成本所任务，并在有余力的情况下参与其他院所协同
的任务。基于这种研究所参与目标多样化的现状，院所协同查新服务较长一段时
间将是依据研究所特点的、个性化的多模式并存的合作机制。
4.2 院所协同科技查新服务模式
基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服务系统复杂的体系构成以及研究所差异化的服务
目标，院所协同科技查新可有如下几种模式：
1）总分馆之间的协同——区域协同，资质共享：由于中国科学院用户的分散
特点，单靠总馆辐射全国的联合服务是不现实的，总分馆必须联动起来，发挥各
自的资源和地理优势，提高社会覆盖率。总分馆的协同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开展：
一个是区域协同。总分馆按地理位置划分覆盖区域，分别负责本地区的研究所联
合服务建设以及用户服务；另一个是资质共享，由于目前只有总馆是一级查新资
质，分馆可以通过总馆审核课题的方式共享一级查新资质。
2）总（分）馆与研究所的协同，可依据研究所的能力和意愿采取多种模式：


经验、能力协同，优势互补。主要针对“协助委托型”研究所。研究所图书

馆利用自己的“地利人和”优势，在围绕科技查新服务涉及的用户咨询、委托、
宣传以及培训等方面发挥作用，帮助提升用户对科技查新的认同感和认知度，提
高服务效率，总馆专职查新人员则需面向研究所图书馆工作人员做好相关培训。
例如，在项目评审或申报之前，研究所图书馆向总馆发出查新预警，同时协助做
好用户的查新委托，总馆则及时作出应急部署，双方在查新工作的不同环节各自
发挥作用。


任务协同，提升保障力。针对“接受任务型”研究所，认证查新员接受总分

馆分配的本所查新任务，充分发挥所图书馆熟悉委托人、熟悉课题背景的优势，
完成用户沟通、文献检索和报告撰写。总馆专职查新员则需做好查新项目的预审、
技术指导和报告审核，保证查新质量。


专业协同，提升质量。针对“主动服务型”研究所，利用不同研究所图书馆

员学科专业优势，建立一支专业互补的查新人才队伍，由总（分）馆查新中心统
一管理，查新分配采取专业对口负责制，在全院范围为用户提供高质量和高效率
的查新服务。
以上各种服务模式并非单独发挥作用，一个查新课题的完成，可能同时涉及
了多种模式。能力协同主要基于总分馆和研究所各自的服务优势，是最基本的，
也是常态化并贯穿查新协同服务始终。发挥研究所图书馆的地理、沟通等方面的
优势，不仅方便用户，也拉近了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距离，便于挖掘和获取用户

的潜在真实需求，为用户提供更有针对性和深层次的知识服务。而任务协同和专
业协同主要基于接受任务的来源，即只完成本所任务还是愿意接受非本所的本专
业查新任务，研究所图书馆大多倾向于解决本所用户需求，预计任务协同将是院
所协同查新的主流模式。而对于中国科学院不同学科和专业的研究所来说，任务
协同也意味着专业协同。

5. 院所协同科技查新实践协同模式构建

5.1 院所协同查新服务典型案例分析
目前总馆分别与兰州分馆、高能物理所、生物物理所、植物所等开展了协同
查新工作，积累了 70 余项协同查新的案例，探索了不同协同工作流程的服务效
果，有成功的，也有个别失败案例，分析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原因对进一步深
度和广度推广联合服务实践具有重要作用。从查新的整个流程上来分析，可有四
种类型（详见表 1）。查新的基本工作程序可包括：受理、检索、撰写与审核【7】；
从质量控制的角度，查新的流程可分为：用户委托——查新员预检——查新点修
改与确认——检索策略制定——检索结果筛选与分析——调整检索与用户沟通
——结论撰写——专职查新员初审报告——审核员审核，最后交付用户。
工作程序
受理程序

检索程序

撰写程序
审核程序
（初审+复
审）

表 1. 基于查新工作流程的案例协同模式
质量控制流程
类型一
类型二
类型三
用户委托（认证 否
否
是
查新员是否参
与）
查新员预检
专职
专职
专职+认证
查 新 点 修 改 确 专职
专职
专职+认证
认
检索策略制定
专职+认证 认证
认证
检 索 结 果 筛 选 专职+认证 认证
认证
与分析
调 整 检 索 与 用 专职+认证 认 证 + 专 认证
户沟通
职
结论撰写
专职+认证 认证
认证
专 职 查 新 员 初 基 本 没 有 结 论 撰 写 文献补充、
审报告
问题
思路调整 结论修改
审核员审核

交付用户

类型四
是

认证
认证
认证
认证
认证

认证
文 献 补
充、结论
修改
审核员
审核员
审核员
审核员
效果好、效 效 果 好 、 效果较好、 效率高、
率一般
效率较高 效率高
但效果一

般
注：专职：专职查新员；认证：认证查新员，指的是经过总馆查新培训并考
核合格的研究所图书馆员。
5.2 院所协同科技查新实践协同模式
上述参与协同查新的认证查新员均为培训后、参与完成查新任务不超过 10
项者。各类型流程上的主要区别在于专职查新员和认证查新员参与的环节不同。
从上述表格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类型一、二和三的效果均不错，其共同的特点在于“查新员预检” 、
“查
新点修改确认”两个环节或由经验丰富的专职查新员把关，避免了查新初
始阶段的方向性错误，也为后面的检索策略制定和结果分析提供正确的分
析思路。因此在协同服务中，该过程是需要专职查新员重点掌控的部分。
但类型一中专职查新员在各个环节参与把关，效果虽好，但投入精力过多，
影响服务效率，不可作为长期持续的协同查新流程，适合短期培养新人。
 类型二和三中专职查新员只在初始阶段重点把关，类型二中专职查新员参
与了“检索调整与用户沟通”，其他检索与分析过程的几个环节则都由认
证检索员完成，可以充分发挥所图书馆专业优势，提高了服务效率，他们
可作为协同查新重点推出的工作流程。
 类型四中认证查新员从受理到报告撰写独自一人负责，事实证明，在认证
查新员对所接受的课题游刃有余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协同效率最高，用户
满意度最高。但如果认证查新员经验不足，或时间仓促，可能效果会打折
扣。
 另外，在用户首次委托环节，如果有认证检索员协助的话，用户的满意度
会比较高，效果比较好。
以上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协同查新并非简单的流水作业，要实现提升效
率、提高质量的效果，需要协同服务双方（专职查新员和认证查新员）有机
合作，流程中必须严把质量关，在协同查新服务的不同时期，根据认证查新
员能力和背景、课题难度以及时间要求，随时调整协同服务流程。实践表明，
这种基于认证查新员能力和查新课题特点的多协作方式，是院所协同查新可
持续和可操作的模式。此外，类型一到四的流程由繁到简，认证查新员参与
的环节和程度逐步提升，因此这一过程也代表认证查新员协同服务能力的逐
步进阶类型。

6. 院所协同科技查新服务运行机制分析

院所协同的查新服务是一个复杂环境下多机构和多层次、多角度联合的系统，
运行中涉及人力资源、技术、管理、服务环境等多种因素。系统外部要有一个良
好的环境支撑，内部必须建立一个高效可行的运行机制，才能保证系统的持续稳
定运行。
第一，严格和规范的质量控制是用户满意的前提
中国科学院院内查新课题普遍复杂，体现在查新点多，查新范围广（一般为
国内外查新），对认证查新员能力是一个较大的挑战，因此，必须制定严格、规
范的质量控制办法，避免不规范操作带来麻烦。首先，坚持认证查新员先培训再
上岗，查新是一项规范性较强的业务，实践过程中必须坚持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
其次，上岗后应由资深查新员进行实践指导，帮助他们透彻理解查新规范、流程以
及用户沟通方面的技巧，他们完成理论学习到实践应用；最后，服务中应由经验丰

富的专职查新员根据查新课题类型与认证查新员经验、能力综合考虑和确定在哪
个环节进行重点质量控制，采取不同的协同工作流程。
第二，建立持续的人才队伍建设机制
由以上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在协同查新过程中，人的因素非常关键。因此，
协同服务必须坚持对认证查新员持续的培训与指导。针对不同背景和能力的认证
查新员可建立灵活多样的培训机制：入门培训与提高研讨相结合、集中培训与零
散实习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等。此外，专职查新员与认证查新员应加
强沟通和交流，不断提升双方的业务水平。
第三，建立面向机构和人员的分级分类管理机制。
中国科学院文献传递系统采取了“集中+分散”结合的院所两级管理机制【8】，
这种模式有助于明确责任，减轻总馆管理压力，加强研究所图书馆的服务意识和
能力。网络参考咨询系统则采取了“集中式”的管理【9】，即由管理员统一派发任
务。科技查新服务需要对人的要求比较高，院所协同查新需要探索基于研究所特
点的个性化、动态管理机制，尝试一般合作与深度合作相结合，长期合作与短期
合作相结合，建立日常的沟通和联络机制，便于及时调整服务策略。针对认证查
新员，需要明确他们的责任、义务，并根据能力和经验，分级管理，设定相应的
考核办法、培训目标与激励机制，不断提升认证查新员的服务能力，提升参与积
极性。

6. 结论与展望

1）院所协同的科技查新服务的推动将是较长一段时间内的任务，涉及人员培训、
规范的建立以及运行机制的摸索，因此，需先行示范工程，再逐步推广；
2）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所对查新持畏难、逃避或拒绝的态度，因此，帮助
研究所进行服务理念的转变是未来一段时间的首要任务。深化需求驱动、全院协
同、联合保障的服务理念，研究所图书馆应以千方百计满足用户需求为目的。参
与服务不应成为所图书馆的负担，而是提升服务能力、提升图书馆在用户心中位
置的契机；
3）科技查新虽目前以指令性主导，但用户基于查新的延伸性需求并未被真正挖
掘出来，例如课题文献跟踪、学科态势分析以及面向产学研的技术预测、技术评
估等。研究所图书馆员可以科技查新服务为契机，协同学科馆员，探索面向科研
人员的深层次学科化服务开展，建立查新——学科咨询——情报咨询服务链，帮
助用户解决实际问题。逐步实现查新新颖性评价提升到为科研人员提供学科发展
动态、课题跟踪以及趋势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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