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图书馆 2013 年度发展状况与展望
2013 年，专业图书馆继续围绕“十二五”发展规划及创新驱动的行业发展目标，面向
用户、面向科技决策、面向科研一线、面向国家科技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拓展知识服务内
涵、强化知识服务能力建设，深入推进实施文献情报服务创新发展战略。一年来，专业图
书馆在数字资源保障体系优化、学科化服务创新发展、新型文献服务拓展、决策情报研究
与服务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积极跟踪开放研究、开放出版、开放创新新趋势，适应新
型数字信息环境、开放创新模式、新型学术交流环境变化等特点，深入推进开放知识资源
组织，带头示范开放与集成服务的新理念、新实践，积极探索文献情报服务转型发展的新模
式。
1. 2013 年主要工作及其进展
1.1 强化数字化特色资源建设，不断完善开放数字资源体系和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体系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在持续优化数字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建设的同时，全面推进开
放学术资源建设，不断完善知识资源保障体系，促进提升综合知识资源保障能力。201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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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完善“综合科技资源集成登记系统”、“重要会
议开放资源采集与服务系统”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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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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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组织完成了开放资源建设
规范指南，为中科院和全国的开放资源建设提供指导和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逐步调整资源建设政策，加大数字资源采购力度，2012 和 2013
年连续两年每年追加经费 500 万元，分别引进数据库 75 种和 86 种。初步完成哲学社会科学
海量数据库规划和架构设计方案，一些重要数据库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
院古籍整理保护暨数字化工程”被列为创新工程项目，截止 2013 年底，全社科院 14 家古籍
收藏单位的古籍普查登记任务全部完成。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在资源体系完善和特色资源建设方面也
取得良好进展。在不断优化资源采集、强化资源揭示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国家工程
技术图书馆资源整合平台的建设，完成了从数据加工到数据仓储再到数据发布之间的流程
细化工作。2013 年，集成整合全国科技查新事实型数据资源，研究并开发了全国科技查新
事实型数据库系统。
2013 年，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续订全国开通的网络版外文期刊 655 种，外文事实型
数据库 3 个。新增外文期刊回溯数据库 3 个，总量已达 16 个，含 1,683 种过刊。继续支持
成员单位和联合采购单位续订网络版外文电子期刊 15,276 种。支持成员单位续订事实型和
文摘型数据库 85 个。订购中文期刊 9,200 种。订购 Apabi 电子图书 4,432 种，中文电子图

书总量达 25 万余种。同时，正式启动并积极推进国家数字科技文献资源长期保存体系建
设，将其作为战略发展的重要任务，按照科技部领导的有关指示，组织研究拟定了建设原
则，提出了年度工作任务和示范系统建设方案。
军事科学院军事资料馆不断加大军事专业数字资源建设力度，通过采取自建、合作共建
等方式，扩大军事图书、军事期刊、军事专题全文等数据库建设规模。其中，军事专题全文
数据库建成了涉及军事思想、军队建设、军事历史、军事装备等 60 多个子库，共有专题全
文数据 8 万余条，提升了科研信息服务保障的专业性和有效性。
国家标准馆文献馆 2013 年执行采集经费 700 万元，全年共采集标准 3 万余件，涉及 400
多个品种，国内外标准化文献 502 册，国内外标准化期刊 1630 册；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标
准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满足标准文献战略资源保障功能和服务的需求。
1.2 面向决策需求，持续强化专题情报与战略情报服务
2013 年，各专业图书馆围绕“十二五”期间文献情报服务转型的战略规划，积极开展
面向科研一线、科技决策的战略情报研究与服务。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继续深化面向科技决策的战略情报服务，在继续做好《国际重
要科技信息专报》及其特刊和 13 个专辑的《科学研究动态监测快报》工作的同时，高水平
地完成了来自中科院职能局、专业局以及国家相关部门的专题情报调研任务，承担了中科院
碳排放、纳米、低阶煤、空间科学卫星、页岩气、海洋和信息科技等先导专项战略情报服
务；与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发改委能源局、总装载人航天办公室等合作开
展战略情报服务。加强重大战略情报研究与服务的产品设计和建设,正式出版了《国际科技
竞争力分析报告—聚焦金砖四国》、《2012 科学发展报告》、《2013 科学发展报告》《创
新集群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国际科技前沿分析报告 2012》、《科学结构地图 2011》、
《科学结构地图 2012》、《德国科技创新态势分析报告》、《日本科技创新态势分析报告》
《科技全球：资源配置与流动》、《十年决策-主要国家（地区）宏观科技政策研究》、《国
立科研机构管理模式研究》、、《材料发展报告》、《工业生物技术白皮书》、《国际科学
技术前沿报告 2013》、《气候变化再审视》（编译）等学术报告。
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情报研究所深入开展面向医药卫生领域的决策咨询服务。2013
年，组织实施了“医学科技发展十三五战略/规划研究”等课题，完成多份医学情报调研咨
询报告，编写出版《中国医学科技发展报告 2013》。围绕卫生中心工作，深入开展卫生政
策领域研究和决策咨询，完成了“我国卫生资源配置与规划研究”、“人口健康绩效评估
试点研究”、“国家新农合信息平台联通技术方案及相关政策研究”等一批课题。组织完
成面向“重大新药创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的专
业化信息服务。
中国林业科学院图书馆组织开展了基于行业的决策咨询服务，承担了国家林业局的《知

识产权战略实施与管理--信息平台与预警机制研究》项目，组织开展林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
与政策研究，为林业主管部门和国际履约提供决策支持。开展林业重点领域专利预警分析
研究，主持编写并出版了《世界林业行业专利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和《木地板锁扣技术专
利分析报告（2010）》。跟踪国内外林业知识产权动态，实时监测和分析林业相关领域的专
利动态变化，加强专利数据统计和分析，建立林业知识产权预警指标体系和应急机制，为
破解林产品出口的技术贸易壁垒提供支撑。
冶金信息标准研究院面向企业技术创新群体积极开展专题情报服务。2013 年，承担冶
金行业企业《带钢连续电镀镍技术专利跟踪分析》等多项知识产权咨询课题。为中冶设备、
沙钢、攀钢等企业做了如《带钢连续电镀镍技术专利跟踪分析》、《具有优异耐海水腐蚀性
能的高强螺纹钢筋》、《健康、环保的钒钛铸铁烹饪器具开发应用》、《高炉煤气综合利用
专利技术国际研发态势分析》、《高强度中厚板领域竞争对手分析》等咨询报告。
中国地质图书馆 2013 年启动“大研究计划”，持续增强地学情报研究服务。公开出版
《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译著 1 部，完成“铀矿”、“三稀”等 12 份情报专辑。2013 年共承
担纵向项目 15 项，经费总额 3236.21 万元，其中年度新增经费 3090 万元；其中在研横向
课题 27 项，经费总额 827.31 万。
1.3 继续探索学科化服务的新模式，推进构建和完善融入科研一线的文献情报服务能
力体系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面向研究所一线的知识服务转型取得实质进展。2013 年，继
续夯实到所到课题组到用户个人的科研信息支持服务，同时以院所协同提升研究所知识服
务能力为抓手，大力推进全院研究所文献情报工作向知识服务的转型发展。深入推进实施
“研究所情报分析可持续服务能力建设”和“研究所群组集成知识平台可持续服务能力建
设”项目，逐步组建起了以研究所文献情报人员为“小核心”，以研究所领导、领域科研
专家、项目成员、学术秘书、实验室联络员以及硕博生多层面 “大网络”协助参与的联合
项目服务团队。一期项目全部结题、二期项目进展顺利、三期建设全面启动，共协助 47 个
研究所建立了学科情报服务机制和团队，产出学科领域发展态势分析、专利技术趋势分
析、竞争与合作分析等研究报告 141 份，编辑种专题动态监测快报 21 种、308 期，得到研
究所领导和科研团队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协助 60 个研究所在课题组、实验室建立了个
性化群组知识平台 350 多个，并开始服务于院科技先导专项、国家 973 项目和 863 项目等重
要项目。协助多个研究所开展“一三五”规划评估中的学科发展态势分析和研究所竞争力
比较分析。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学科馆员团队积极探索构建网络化科研信息环境，完成
和在建“植物领域科学家网络知识平台”、“神经所机构知识库”、“昆虫博物馆集成知
识平台”，其中，植物领域科学家网络知识平台创新性地将实验视频融入科研知识环境建

设中，在知识存储和共享方面尝试了一条新的途径。学科馆员服务还嵌入课题组，做科学
家的“信息官”，为“空间生物学”、“细胞库”等多个课题组个性定制、持续提供信息
支撑，两年内累计提供定制数据近 2,000 条。同时还面向上海市重点领域的研发企业，跨
学科、跨领域整合各类资源和服务，有效满足上海市重点领域的个性化学科知识服务需
求。
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面向转基因重大专项深入开展学科化服务。2013 年，新增有关
转基因科研机构信息、人员和项目信息近 200 条，采集科技动态数据 2000 余条。完成了对
中国农科院、水科院、热作院、中国农大、华中农业等单位转基因相关课题组的信息需求
和满意度调研。编制印发了 2 期《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资讯》（印刷版和网络电子
版），发放对象包括农业部重点支持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的 19 家研
究单位及其课题组。为探索现代信息环境下的知识化学科化服务工作，在中国农科院科技
局支持下，开展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学科评价研究”。通过对项目、论文、专利、新
品种及推广面积、成果、人才和平台等方面的信息采集和计量分析，初步建立了作物学科
竞争力评价体系，研究提出了作物学科竞争力评价的方法。
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开展了面向“重大新药创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
染病防治”等科技重大专项的专业化信息服务，全年共编写 6 期《新药研发动态》（10 万
字），为科研人员定期推送《新药研发动态》纸质和电子版，共计 600 份。接受中国科学技
术交流中心、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等机构重大科技专项委托，提供《科
学技术在应对全球性重大传染病中的作用》、《国内外慢性病健康教育适宜技术研究进展》、
《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策略、措施及其效果》等 12 份咨询报告（共
计 15 万字）和《H7N9 专题跟踪》简报 24 期（共计 15 万字）和《水痘/带状疱疹科技文献》
专题数据库服务。继续开展面向“院士团队”的学科化服务，为王陇德、邱贵兴、洪涛、
胡亚美等院士提供著作收集与整理、文献检索与获取等的文献信息服务。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在做好图书馆全文传递、代查代借、知识服
务等传统服务的基础上，以科研院所和两院院士为主体，进一步开拓和发展图书馆的重点
用户，大力开展专业化和知识化的文献信息服务。在做好重点项目跟踪服务和院士服务的
基础上，大力开展全国范围的资源与服务宣传推广和用户培训工作，在长春、南京、合
肥、郑州、武汉、广州、上海、成都等地开展用户培训 25 场。
解放军医学图书馆继续夯实学科化信息服务,不断深化面向重点实验室和一线专家的重
点服务，动态嵌入课题立项、在研和结题等科研过程，为 31 个研究室、43 项国家和军队重
大、重点或专项课题提供研究进展和热点问题等信息跟踪服务。利用情报分析工具，完成
“军队医院 2012 年度科研产出分析报告”、“军事医学科学院 2012 年度 SCI 论文统计分析
研究报告”等研究报告。面向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三军医大学等单位提供专题信息服务，并
坚持“常下所”机制，积极面向医教研人员开展专题资源推广、文献保障、咨询培训等服

务。
中 国 核 科 技 信 息 与 经 济研 究 院 图 书 馆 是 国 家 核行 业 信 息 资 源 收 藏 与 服务 中 心 ，
2012-2013 年完成了“国外核事故应急中的放射性废液处理调研”、“核燃料后处理事故安
全分析专题调研”、“国内核电厂废物处理技术调研”等 20 多个核技术情报研究工作。其
中“大型核燃料后处理厂建设情报研究”项目获得中核集团科技进步三等奖。
冶金信息标准研究院为矿业、冶金和工程材料领域的院士及其团队开展了一对一重大
课题的专题情报服务，获得了院士专家们的认可。“钢筋行业月度分析报告钢筋信息频
道”、“钢管行业月度分析报告钢管信息频道”、“金属制品行业月度分析报告金属制品
信息频道”成功上线，为我国钢筋、钢管和金属制品企业开展个性化一站式服务。
国家标准馆近年面向用户的综合性标准化信息服务需求，针对行业产业特点，积极为
用户提供“数据-专题-情报-解决方案”式的服务产品。2013 年，国家标准馆与航空、航
天、电力、中石油、中石化、水力、海洋等各个领域的单位签定个性化标准信息服务解决
方案类技术服务合同 10 余项。
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资料馆紧贴科研课题需求，并突出院内、军队和国家重大重
点科研项目，提供从课题开题—立项—研究报告撰写—结题等全过程的嵌入式信息服务，
完成包括中华大典·军事典共计 50 余项重大重点科研项目的专题信息提供服务。
1.4 发挥科技信息优势，推动文献情报服务融入经济建设和区域发展
近两年来，专业图书馆不断开拓科技信息的新服务领域，有力地支持区域科技发展。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2013 年正式成立了有 17 家省科院参加的“全国科学院联盟文献情报分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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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部分省科院联合开展行业发展态势分析、区域科技与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等项目，
开始与省科院协同建立科技战略研究中心，积极布局与区域创新体系的建制性合作。院文
献情报中心深入推进与中关村管委会的合作，与海淀园、天津、唐山签订合作协议。兰州
中心重点推进与甘、青、宁、新等省区的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建制化合作。成都中心
深化面向技术转移与区域创新的信息平台建设。武汉中心继续推动对高新技术园区企业的
产业技术分析服务，通过联合、协作，完成或启动多项高层次战略研究，以及产业技术情报
研究与服务。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认真落实中央援疆援藏工作精神，继续推进“NSTL 科技文献信
息西部阳光服务行动”，支持成员单位发挥资源和专业优势，持续深化“两区”的科技信息
援助工作，组织成员单位协同合作，深入新疆、西藏两地的农科、质监、标准和医药系
统，协助近 20 个单位建设网络化的数字信息利用环境，建立各种专业数据库、特色图书馆
等。2013 年为“两区”提供定题服务 19 项、全文文献 1.9 万篇，为 13 个科研教育机构开
通了中文电子图书免费服务，为 21 个单位开通了 NSTL 网络版外文现刊和回溯期刊全文数据

库。为新疆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部分创新型企业提供了 10 多份专题技术发展态势分析
报告。以举办专题培训班和交换馆员等方式为两地培养专业人才，促进新疆和西藏地区文
献信息专业人才素质的提升。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继续开展重点用户服务的服务工作，给长江
科学院、中船重工 725 所、水科院、西北核技术研究院、中国兵器工业 205 所等十几家重点
用户提供全文传递等服务。不断完善专题镜像平台，及时更新数据。2013 年新发展了江苏
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陕西凌云电器总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第
十九研究所图书馆等 5 家机构成为专题镜像平台的用户，平台用户总数达到 33 家。组织召
开了航天领域专题镜像平台用户交流会，邀请航天科技集团下属机构人员参加，宣传推专
题镜像平台。
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面向西部地区积极开展跨平台联合专题服务。2013 年，国家农
业图书馆联合国家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心、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平台和家养动物种质资源
平台等，在宁夏启动了“面向西部地区农业科技信息机构的联合专题服务”活动。针对西
部区域性特色产业和社会热点问题的专项需求，搜集建设了 24 大类、近百个数据集共 2GB
的农业科学数据、科技文献及种质资源，涵盖了西部地区作物、动物、渔业、区划与草业
等学科领域。联合专题服务极大地提升了西部地区农业科研与信息服务能力，为当地的农
业科研及生产经营等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资源及技术支撑。
冶金信息标准研究院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苏州独墅湖图书
馆等一起合作，依托行业优势、地方优势，为当地企业科技创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信息服
务。与 NSTL 苏州服务站合作，为苏州工业园区纳米材料企业提供专题培训；与 NSTL 杭州服
务站合作，走访遂昌金属制品企业，为金属制品企业的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和产业规划助力；
与 NSTL 兰州服务站合作，为甘肃金川公司等企业提供标准信息、情报咨询等服务。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通过集成专业化数据库的信息资源，搭建支撑企业竞争的信息服务
平台。相继建成塑料、涂料、农药、有机硅、节能减排等五个专业化资源平台，将主题信
息整合建库，提供集中一站式服务；为徐工集团、氟塑科技、中海油集团等 18 家企业建立
了个性化的企业竞争信息平台，并能实现资源共享和信息分析等。
广东科技图书馆继续拓展和深化信息咨询服务取得成效，科技查新委托内容由原先单
一的立项查新扩大到成果鉴定、成果报奖、高新技术开发等多种服务，用户范围由中科院
广州分院、广东省科学院科研院所扩大到珠三角地区高校、医院及企业等机构，并在这些
机构中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通过参与区域性文献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为本地区的科研
事业与科技创新提供支撑。2012 年，创办了《研发型企业创新态势监测快报快报》（半月
刊），主要面向科技部、中科院及广东省等所属部门、科研院所及企业的领导、专家提供国
内外研发型企业创新态势的相关信息。《科技信息快报》主要围绕广东地区科技创新发展信

息需求汇编相关资料并定期寄发给相关领导参阅。
1.5 组织推进开放获取运动，带动专业图书馆服务转型升级
在新的学术交流模式的驱动下，科研成果的开放获取受到全球学术界、出版界、图书
馆界的重视。近两年一些专业图书馆为推动国内的开放获取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在持续推进科技信息开放获取方面发挥了引领和示范作用，其研究提出
的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目论文开放获取的政策建议得到国务院领导批示，建制化地参加了
中科院、基金委的相关政策研究；参与了中科院推进全球研究理事会开放获取行动计划，牵
头承担了该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的全球评估工作；长期牵头推进中国参与国际高能物理开放出
版资助联盟（SCOAP3），作为 SCOAP3 国际指导组和技术工作组的中国代表及中国国家联络
点，协调组织国内图书馆参与 SCOAP3；组织建设的中科院机构知识库体系继续高速发展，
覆盖了全院 103 家研究所，存储科技成果 52 万余份，累计下载超过 1411 万篇次，其中 2013
年下载 797 万篇次，同比增加 51%，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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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图书馆作为中国机构
知识库推进专家组成员，持续推进机构知识库建设工作，收集、存储研究所产出的数字文
献资源，并提供一站式检索，目前其机构知识库存储的数据条目数近 5 万条，被访问量超
过 100 万次，全文下载量近 10 万篇；访问者遍布 90 个国家和地区，有力地宣传了高能所的
科研产出及知名度。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在推进中国开放获取运动中也作用显著，积极倡导并资
助支持了国际高能物理开放获取出版计划。经科技部批准，NSTL 代表国家参加欧洲粒子中
心组织的高能物理开放出版资助联盟（SCOAP3），并出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该领域科研成
果的开放交流，提高了我国在国际科技界的影响力。此外，鉴于我国尚未建立国家层面的学
术论文呈缴共享制度，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将其作为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专题，组织了
国家财政经费资助论文呈缴开放共享的专题调研，向科技部提交了“关于推动国家财政经
费资助的学术论文呈缴共享工作开展的建议”，得到了科技部领导的肯定，并已着手推进
落实。
国家农业图书馆也积极参与和推动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与实践活动，构建中国农科院
院所两级机构知识库系统，在开源软件 DSpace 二次开发基础上，采用“院-所”两级 IR 建
设模式，通过 OAI 收割程序，实现资源的“分散部署、集中揭示”。现已建成一个院级 IR
平台与 3 个所级 IR 平台，存储本机构知识产出近 3 万 5 千余条。其中 2013 年完成 6000 余
种开放获取期刊和近 1200 个开放获取会议信息的更新维护。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在科技部领导和支持下，组织实施了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建
设，搭建了“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在国家科技计划中开展科技报告试点工作。初步
建立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我国科技报告报送、管理、共享服务制度体系，推动了部分主

要国家级研究机构科技报告体系的管理制度建设，实现了主要科研体系的科技报告呈交与
共享。
解放军医学图书馆也推进建设了军事医学科学院机构知识库，已完成该院人员产出的近
4 万条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专利等各类知识资产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入库。
2. 未来展望
面向未来，专业图书馆的发展将会呈现以下趋势：
（一）开放信息资源将会成为数字化资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科学研究模态和
学术交流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专业图书馆开始关注并重视开放化数字文献信息资源，积极
组织开展开放获取政策研究、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系统试验探索、开放资源的集成和服务工
具的开发、开放数据仓储系统建设等，大力推进构建新型数字化综合文献信息保障能力。
而随着数字化开放出版模式的迅速推广，有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开始实施开放图书项目，
也有许多专业图书馆已经将电子图书、MOOC 课程、开放课件等纳入资源建设体系中。
（二）嵌入用户环境深入开展知识服务是专业图书馆服务转型的突破口。用户信息获取
途径与其工作环境日益融合，深度和专业信息的获取和使用已经成为用户的普遍需求。为了
提高专业图书馆的服务效率，更好地满足用户个性化的知识服务需求，需要充分利用知识
组织和信息分析工具、知识服务技术等，将文献信息资源进行知识化加工，建立嵌入用户
创新流程的知识化服务平台，并充分发挥学科情报人员的专业化优势，大力开展面向专业
领域的深层次知识服务和针对性咨询服务。
（三）用户信息素养和信息分析能力培训将成为专业图书馆服务的重要内容。原生数字
化信息和开放信息环境，将使得未来信息的分散程度急剧增加；面对信息技术和信息计算
工具的普遍使用，深度信息分析和情报与知识挖掘必将成为用户的普遍需求。专业图书馆
为了更好地回应这种发展要求，有效地提高用户的信息获取水平与信息处理能力，应该更加
重视对用户信息能力的培训，尤其要加强用户使用专业知识分析工具、个人知识管理工具等
的使用培训，促进提升用户自身的信息素养和信息处理能力。
（四）科研数据管理与服务将成为专业图书馆服务拓展的重要方向。随着科学研究范式
变革，数据密集型的科学研究将成为未来学术研究的重要形式之一，科研数据的管理与服务
必将成为未来学术信息服务的重要内容。然而，随着科学数据数量的急剧增长，类型日益复
杂多样，这将给科研数据的组织、管理和有效利用提出巨大的挑战。作为本领域科学研究
重要支撑的专业图书馆，为了更好地服务科研，需要继续加强针对科学数据发布、利用、权
益管理等方面问题的专题研究和实践探索。
（五）信息集成工具、专业化知识服务平台、信息分析与知识挖掘工具等先进工具体系
建设成为影响专业图书馆未来业务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关键。针对这种形势，在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的支持下，一些专业图书馆密切合作，继续全力推进“面向外文科技文献信息的
知识组织体系建设与应用示范”（STKOS）建设工作，组织开展科技领域的知识组织体系建
设，探索知识链接、词表系统等知识组织工具建设。还有些专业图书馆结合文献情报服务
实践，开发专利分析工具、开放信息组织挖掘工具、科技文献计量分析工具、学科领域与
态势分析工具等，探索建立基于大数据的信息挖掘与情报分析系统，尝试利用工程化思想开
展决策情报服务。

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秘书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