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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致辞

2018年，面对全球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大趋势，面对文献情报向智能化发展的大趋

势，面对全球开放获取推进及开放出版转换的大趋势，文献中心全体员工同心同德、拼搏进取、

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各项工作持续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2018年，我们认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

神，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断

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中央和院党组的要求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

2018年，立足于 “一三五” 规划重点项目，我们成功构建了基于科技大数据计算基础支撑

平台的“慧”系列智能文献知识服务平台，为研究所提供基于知识计算的新一代科研知识支撑服

务。我们继续推进情报从服务到产品的转型，发布了《G20国家科技竞争格局之辩》《生物制

药领域趋势报告》等系列研究报告。 全院资源建设保障工作与所级文献情报机构深度协同，为

全院提供稳定全面的文献资源保障，开展深度知识管理服务，打造的“特色资源库”“科技政策

汇”等特色资源受到院内科研人员欢迎。我们的期刊总体学术质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获得了

“2016-2017年度中国科学院科技出版先进单位”。

2018年，我们作为中国首家机构签署了大规模实现期刊论文开放获取的OA2020倡议意向

书，着力解决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创新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知识获取之间的突出矛盾。

2018年，“‘率先行动’创新成果展”得到了包括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

正恩以及第72、73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米罗斯拉夫·莱恰克和玛丽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等来

宾的高度赞赏。我们还完成了包括“伟大的变革——改革开放40年”国家大型成就展中的“大国

气象——科技创新支撑强国梦” 在内的一系列专题展，为宣传和展示我院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中的骨干带头和示范引领作用做出了积极贡献。

展望2019年，我们踌躇满志、豪情万丈！我们将继续在院党组的领导下，紧紧围绕“率先行

动”计划和“三重大”成果产出对文献情报服务的需求，构筑全院文献情报系统协同发展的业务

组织机制，着力推动全院文献情报服务向智能化、精准化科技知识服务升级转型，为全院科技创

新提供更加高效、更加完善的文献情报基础保障与知识服务，以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70周年、中国科学院建院70周年！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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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刘会洲  党委书记、副主任：何林

副主任：张志强

副主任：张智雄

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李春旺

副主任：潘亚男

副主任：刘细文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理事会成员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领导班子组成：

1.1  领导机制 1.2  组织结构

理  事  长：张    涛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副理事长：汪克强  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           谢鹏云  发展规划局局长

理      事：黄晨光  发展规划局副局长     王    颖  科学前沿与教育局副局长

  黄铁青  重大任务局副局长  陈文开  科技促进发展局副局长

 李猛力  人事局副局长  高    军  条财局副局长

 石    兵  学部工作局副局长  刘会洲  文献情报中心主任

 何    林  文献情报中心党委书记  郭正堂  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

 葛全胜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  张先恩  生物物理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简称文献中心）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中心主任负责制。文献中心为

中国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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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和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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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院中心设有资源建设部、信息系统部、情报研究部、咨询服务部、文献服务部、院史

馆、编辑出版中心、知识服务创业中心、知识技术研发中心、综合办公室、业务管理处、人力资源

处、研究生教育处（科教融合办公室）、财务资产处14个部门。成都中心设有战略情报部、学科

咨询服务部、区域发展咨询部、信息服务部、网络与信息系统部、期刊出版部、科技处、综合办公

室、财务资产处9个部门。武汉中心设有战略情报中心、学科情报中心、区域及产业情报中心、数据

平台中心、学习传播中心、业务处、综合办公室、财务资产处8个部门。

组织结构图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院中心 成都中心 武汉中心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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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文献情报系统业务协调组组成情况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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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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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一三五”规划持续推动文

献情报服务。

1.3  业务管理协调

一、资源建设协调组

主管领导：赵    艳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组       长：黄金霞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副 组 长：刘    峥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沈东婧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成       员：刘静羽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兼协调组秘书 王    超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兼协调组秘书

               盛春蕾  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阎    军  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

               高柳滨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薛兆弘  中科院化学研究所

     朱    怡  中国科学院大学  马建玲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朱    江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汤怡洁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郑文莉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  卫垌炘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

               谌    悦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二、知识服务平台建设协调组

主管领导：张智雄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协管领导：张冬荣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组       长：钱    力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副 组 长：祝忠明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谢    靖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文    奕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杨    锐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成       员：李涵昱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兼协调组秘书 侯丰尧  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牛振恒  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黎建辉  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马俊才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向桂林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胡正银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何    涛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陈    涛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三、用户服务协调组

主管领导：刘细文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协管领导：杨志萍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龚惠玲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组       长：吴    昊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副 组 长：欧阳峥峥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肖国华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马延灿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马建霞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成       员：吴    鸣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贾    苹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彭    皓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李    玲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陈    春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陈漪红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周成效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张小云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薛慧彬  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陈    晶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

               胡志斌  中科院沈阳生态研究所 胡建红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赵晏强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陈    伟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周伯柱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叶    茂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王    辉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朱    怡  中国科学院大学

               李    斌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韩    红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白光祖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四、战略情报服务协调组

主管领导：张志强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协管领导：刘细文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组       长：赵亚娟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副 组 长：王学昭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陈    方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安培浚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徐    萍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成       员：董    瑜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房俊民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马廷灿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陈    伟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郑军卫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王小理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王海名  中科院战略咨询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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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科情报服务协调组

主管领导：刘细文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协管领导：赵亚娟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组       长：王学昭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副 组 长：韩    涛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张    娴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赵晏强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熊永兰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陈大明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成       员：董    瑜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王    丽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李泽霞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陆    颖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陈云伟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周伯柱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叶    茂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王    辉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陈    春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白光祖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王    玥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杜    伟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李小娟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韩晓娜  中科院化学研究所

               王    勃  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张    军  广东省科技图书馆

               祝    林  广东省科技图书馆 张小云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姜晓虹  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六、查新检索服务协调组

主管领导：刘细文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协管领导：赵亚娟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组       长：刘艳丽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副 组 长：孙玉玲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郑    菲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李    珑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任    波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任    珩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江洪波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成       员：董    璐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王君兰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刘    剑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张    曙  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

                王海燕  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于    健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高    屹  广东省科技图书馆  耿笑颖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七、阵地服务协调组

主管领导：何    林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协管领导：江    洪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组       长：徐慧芳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副 组 长：冷    泠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鄢小燕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朱    怡  中国科学院大学 刘    毅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田晓阳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江晓波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成       员：邓    兵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袁永照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陈    力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王玉菊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张杰龙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万    锋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巴敬莉  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赵春梅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向桂林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刘    颖  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牛振恒  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研究所 杜    宁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八、科学文化传播协调组

主管领导：何    林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协管领导：潘亚男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组       长：徐慧芳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副 组 长：刘雅静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刘    毅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鄢小燕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田晓阳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成       员：陈朝晖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郑康妮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赵玉龙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许文娟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易盼盼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徐基勍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叶啟智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Organization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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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期刊出版协调组

主管领导：潘亚男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组       长：吕    青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副 组 长：李    苑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田    丁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成       员：翁彦琴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杜杏叶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刘凤红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彭希珺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吕新华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十、院史工作协调组

主管领导：潘亚男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协管领导：龚惠玲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组       长：杨    琳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成       员：江    洪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张邓锁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安培浚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刘    晓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方黑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王晓虹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彭    芳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赵    岩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夏云龙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Strategic Planning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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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五”规划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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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五”规划推进

2018年，文献情报中心大力推进“一三五”规划的落实，建立了稳健规范的任务推动机制和

以服务领域用户为目标的整体服务保障机制，加强了文献情报体系的整体组织及项目的管理和考

核，促使“一三五”规划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

重大突破一：分布式大数据知识资源体系。实现资源获取认证从IP到ID的转变；在数据库

移动服务、元数据获取、长期保存上取得突破；院所协同共建26个专业领域知识资源中心；形成

院士文库等特色资源库；开发汇聚平台，汇集30种资源，约3亿条；建成OAinOne，汇集9类开

放资源， 211万篇全文；持续完善我院115个IR，数据量达84万余篇；集成国内254家IR 530万

条数据；推出预印本平台ChinaXiv。

建立起数据交换、语义标引、质量控制标准；研发了大数据治理、计算、分析和服务平台；

构建了包括3亿资源和20亿关系的学术知识图谱；开发了基于知识计算的知识发现服务新平台；持

续建设“中国科讯”，创新移动服务；升级科技监测服务云；研发了学科领域情报网、研究所竞

争力评估与人才遴选工具平台，支撑科技监测和评价。

重大突破二：覆盖创新价值链的科技情报研究与服务体系。战略研究与高端咨询服务效

果显著，编辑出版《科技强国建设之路：中国与世界》，为我国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参考

依据和战略选择。持续跟踪科技领域前沿，《国际科学技术前沿报告》指出和提出我国开展相关

领域研究的国际借鉴和对策建议，“8+2”领域监测支撑院中长期战略规划，对科技领域前瞻布局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拓宽区域发展与产业情报服务网络，覆盖25个省市，形成面向地方科学院、

地方政府、专业园区、产业企业等区域创新体系的服务机制，在生物质产业、有色金属、节能环

保、稀土材料等产业领域形成特色服务能力。

重大突破三：集约化数字出版与知识服务云平台建设与示范。 以 我 院 科 技 期 刊

“十三五”发展规划和“率先行动”科技期刊提升计划为指导思想,以多模式集中办刊项目为抓

手，研制符合国际标准、且能满足中文学术期刊的“中文学术期刊全文XML文件标准”，并在此

基础上，研究中文学术期刊XML标准验证平台的建设方案；同时根据我院期刊现状，探讨数据标

准在移动媒体应用端（微信）的应用，开展微信期刊集群平台的建设研究。

重点培育方向一：语义知识组织和服务。形成了基于知识图谱计算对学术大数据进行语

义丰富的技术方案，促进学术知识图谱技术的实际应用；整理出百万级的科技文献语义识别语料

库；探索基于深度学习的科技文献语义标注方法，实现方法突破。以湿地领域为试点，探索专业

领域知识组织体系构建方法，实现领域知识的语义关联组织；探索科研要素和领域要素的实体识

别、关系构建关键技术，支持语义知识组织加工云平台和知识库建设；形成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

的知识组织服务产品，为华为公司提供了咨询服务。研发出全自动科技查新平台innoFinder,实现

科技查新全流程自动化处理；面向情报内容深度分析，研发领域研究主题发展脉络挖掘、数值指

标抽取、研究进展线索发现工具；面向科技评价，研发引文内容识别技术，评估论文的实际影响

力和贡献点。

重点培育方向二：情报分析方法体系建设。在科技文献内容识别与挖掘方面，基于“依存

句法分析+连续词袋模型+PageRank算法”实现技术要素的自动识别，基于“以词找句+切句取

词”思路实现功效要素的自动提取，走通了技术功效矩阵自动构建方法，形成了空间领域科技战

略文献数值型、图片型、文字型文献主干的抽取方法。在科技前沿预见方面，形成了基于引文知

识图谱的科学前沿演进分析方法，基于监督分类的颠覆性技术识别方法，新兴技术出现模式挖掘

方法。在科技领域发展模式研究方面，形成了加权引文网络社团结构和主路径分析方法，基于创

新价值链的学科融合分析方法，专利-标准关联挖掘分析方法。

重点培育方向三：精准信息服务。本方向基于专家数据库，重点围绕用户、学科需求，提

供精准服务。完成了海量数据的积累（900万人次），构建了专家遴选模型，应急院领导需求；利

用用户日志行为构建了多维度立体标签的学术画像模型，对科研学术的整体特征描述实现了全覆

盖；基于Pathfinder算法建立了科研群组用户兴趣模型，将NSTL资源以RSS形式，推荐到所知

识服务集成平台中；建立了科研人员研究方向和重点的分析方法和流程，规范了2.2万中科院科研

人员数据，开发了数据接口；采集西北地区创新平台有关信息，明晰了创新主体用户身份和信息

需求特点，挖掘出创新主体的精准需求与未来潜在需求；筛选生物多样性文献资源数据，利用自

然语言处理、词向量、相似度计算等实现关联文献资源展示并提供服务。

重点培育方向四：新型出版。《数据智能（DI）》成功申请到由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

教育部等六个国家部委联合组织的中国英文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D类）。项目建立了用于指

导语义数据期刊（Data Intelligence）创建的文章类型划分以及DI目标作者库与专家库。制定中

文开放获取期刊出版政策，《知识管理论坛》顺利通过DOAJ的审核，被其正式收录，扩大了期刊

的传播范围、提升了期刊的国际显示度。数据出版真正进入科技期刊出版流程。制订《数据分析

与知识发现》(原《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及《中国生物工程杂志》两刊数据出版政策；以《数据分

析与知识发现》为技术试点，将数据出版功能嵌入期刊网站，进入期刊实际出版流程。

重点培育方向五：科学文献与科学数据关联融汇。本方向聚焦于文献与数据之间的关联融

汇，从大科学装置、高能物理、种质资源、微生物、中药等不同领域开展了研究。研发出科学大

装置学术论文产出挖掘工具, 实现了从科技文献中挖掘科学数据实例、科学大装置数据利用实例以

及关联信息汇聚，先后为国家天文台、中国气象局、青能所提供服务；建成高能物理粒子领域文

献（32万）与数据基础库（8万），建成关联探针，实现文献数据双向互联，采用多种可视化方式

进行计量分析和动态展示；建立种质资源名称词典及相关语料库，设计了种质资源的实体抽取算

法，解决新种质资源名称抽取、种质资源中文名称识别等问题；设计并开发基于语义识别的科学

数据自动获取、关联、分析工具，在青能所、纳米所开展应用。

2Strategic Planning and Progress
“一三五”规划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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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文献资源保障

面向科技决策一线、科技创新一线与国家和区域发展需求，与各研究所文献情报机构深度协

同，持续夯实优化综合知识资源基础设施建设，拓展资源权益获取渠道，拓宽知识组织服务业务领

域，积极推进开放获取行动，提高创新型资源需求保障能力，打造资源保障与服务创新模式。

3.1.1 综合知识资源体系建设

在文献经费投入无大幅增长的情况下，2018年

全院商业电子资源各项保障指标均涨7%。全年共

引进数据库176个（包括集团引进数据库112个，

借助国家平台开通数据库64个），保障外文电子期

刊1.9万余种，较2017年提升9.3%；外文图书工具

书18.4万卷/册，较2017年提高1.3%；外文会议录

5.4万卷/册，较2017年提高7.03%；外文学位论文

76万篇，较2017年提高17.7%，中外文行业报告

172.3万篇，与2017年持平；中文图书37万余种（套）+39万册，较2017年提高25.37%；中文期

刊1.77万种，较2017年提高2.32%；中文学位论文390万余篇，较2017年提高21.33%。全院全文

数据库使用量达6100余万篇，较2017年增加10.9%。

3.1.2 新模式探索

积极推进国家数字科技文献资源长期保存体系示范系统建设，实现首个第三方资源委托保存以

及新型资源和大型学协会数据库的长期保存突破。现已实现对14000种中文期刊量，3641种外文电

子期刊数量，74622种外文电子图书，以及事实性数据、预印本论文的本地长期保存。

持续推进突破由IP向ID的权限管理模式，新增完成与17家资源供应商的对接，支持我院科研用

分布式大数据知识资源中心体系

2014-2018年集团引进数据库保障能力概况

2014-2018年集团引进电子资源保障量 2014-2018年集团引进电子资源使用量

2018年完成引进国外出版印本期刊3732种（国家平台经费支持2902种）；中文印本图书6867

种14550册（其中IC室印本图书2527种/10108册，国科大印本图书102种204册，大库印本图书

4238种4238册）；西文印本图书/会议录6790种7070册（国家平台经费支持2457种2729册）；光

盘数据库7种（国家平台经费支持6种）。另外，通过国际交换、书评书展、赠送/呈缴等非订购方式

获取机制继续执行，共获取印本文献1995种。

同时，面向资源供应市场上的新资源以及全院研究所资源的新需求，2018年建设了资源供给侧

模式下的“科技资源服务万花筒”平台，探索新型资源的保障方式与方法，快速直观获取科研人员

对新型资源的偏好和需求程度，为进一步实现全院多样化新型商业资源配给奠定基础。

2018年，分布式大数据知识资源体系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院所协同共建共享了26个专业领域

知识资源中心，汇聚30类资源的3亿余条数据，是科技大数据计算基础支撑平台的主要数据来源，

形成了自主服务+科技监测与科技评价服务+联合汇聚服务的多层次服务体系。

开放资源保障总量增长情况

3Advancements
主要业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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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通过“中国科讯”APP 100%获取中文期刊、实验室指南，并获得80%以上的外文期刊、外文图

书、外文工具书和超过一半的外文会议录。

持续推进科技领域12类优质的开放科技资源建设，2018年累计集成资源总量270.6万条，较

上一年增长40%，浏览量99.1万余次，全文下载数量54.4万篇。特色资源库“科技政策汇”，

受到院、中心领导一致好评。开放资源遴选与评价工作影响力日增，GoOA、期刊排行榜以及

OAinONE平台工作得到《中国青年报》报道（12月24日12版）。成功申报2018年度社科基金项

目“全球OA科技期刊出版大数据监测模型研究”。

ChinaXiv预印本服务初见成效，年度新增预印本论文1万余篇、合作研究所新增1家、合作期刊

新增5家，与中科院心理所、北大语音实验室和生物工程学会共建3个学科预印本子平台。

3.1.3 数字知识组织与工具建设

随着华为终端智能应答服务咨询等项目的成功接洽与顺利开展，不断拓展面向应用需求的知识

组织服务领域，巩固知识组织服务机构的工作流程与关键技术，推动知识组织服务应用领域向纵深

方向发展，不断提高知识组织服务机构的业务能力。同时积极拓展服务机构的范围，为上海市研

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提供知识组织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经验积淀，将科研知识服务经验

转化为机构知识服务方法，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工作开展方式、信息资源类型提供相应的服务流

程，持续积累为不同领域机构服务的经验。

3.1.4 OA2020的开放获取转换政策研究与实践探索

率先开展面向OA2020的开放获取转换政策研究与实践探索。面向开放获取转换的国际趋势，

主动担当，率先完成我院、我国实施期刊订购费向开放出版费转换的成本效益分析，向科技部、我

院和基金委提出多份政策建议报告。以“开放科学的实践与政策”为主题策划并成功举办基金委第

215期双清论坛会议，推进我国科学研究、科研管理、文献情报等各类机构达成积极参与国际开放

出版转换的共识，为我国明确国际立场提供了重要参考。

11月24-25日策划并成功举办基金委
第215期双清论坛会议

12月3-4日文献中心代表参加
第14届柏林开放获取会议

4月4日文献中心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图书馆
签署Primal Pictures数据库委托长期保存协议

7月13日文献中心与IEEE出版社
确定长期保存合作关系

3Adva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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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知识服务开展

3.2.1 知识服务开展

2018年，在夯实基础服务、保障好研究所文献情报需求的基础上，在实践中不断整合全中心、

全系统及全院相关资源，探索并完善知识服务网络与模式，努力为院内外用户提供更加精准的知识

服务。

1. 夯实基础服务

（1）院内用户基础服务

2018年面向责任研究所，本地下所167次，外地下所49次，服务院内120个课题组，服务科研

人员725人次， 服务研究生2383人次，建立微信群24个，发放培训及宣传材料1550份，为院内81

名VIP用户提供个性化咨询服务。

（2）省科院服务

利用中科院资源优势，开展与省科院的文献情报共享服务，支持省科院创新发展。2018年组织

了新一轮省科院文献情报服务需求调查和全国科学院联盟成员单位战略情报研究工作情况调研。问

卷调查覆盖16个省科院研究所436位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深入了解不同层面需求，及时发现

需求变化。到省科院调研9次，完成合作项目15个，提交报告30份，全年文献提供4763篇，科技查

新147项。

2. 工作亮点与探索

（1）服务中科院重要部署

完成7份国际国民营养与粮食安全研究报告，构建《粮食安全》和《膳食营养》2个专题文献数

据库，提供了2个领域专题文献关联分析和全文保障（1.05万余篇）；构建粮食安全和膳食营养2个

动态监测服务平台，持续动态提供重要情报信息，编制和推送粮食安全分析快报3期、营养与膳食快

报5期；构建粮食安全战略情报数据服务平台，实现了对粮食安全领域宏观数据和指标及时监测、指

标的单维和多维交叉对比，揭示和反映了国际粮食安全全貌；制作成了“国民营养与粮食安全战略

报告图集2018”，使决策者和领域专家快速、直观、高效地把握战略报告的核心要义。

（2）省科院文献情报共享服务创新实践

形成交换馆员培训+定制培训+多方联合+线上培训相结合的培训模式；提升资源共建共享和保

障能力，组织省科院联合采购2017-2019年SCIE数据库，降低订购的成本，并给予经费支持，5家

省科院受益；创新资源建设模式，依托“中国科讯”统一认证，为北科院提供Elsevier-SD期刊论

文服务；加强情报支撑、项目合作，联合完成《高强铝合金板材调研分析》《高强铝合金板材调研

分析》等30份报告；创新服务内容和形式，与江西省科院、陕西省科院、成都中心等单位合作，共

同举办活动，开展业务交流合作；发挥文献情报分会作用，续签协议建设战略室、组织全国科学院

联盟文献情报分会年度工作会议，支持省科院文献情报工作。

（3）科研信息素质教育培训服务效果不断提升

深入三个一线，提供面对面的定制化培训近百场，听众累计近8000人次，有效夯实和拓展了知

识服务的阵地；面向国科大需求，大幅度提升了国科大研究生和本科生信息素质教育覆盖率；举办

认证查新员培训等培训，有力支持了全院研究所及省科院的文献情报能力提升。

（4）中国科讯在线直播培训再创佳绩

中国科讯在线直播平台开展直播培训34场，人气屡创新高，累计观看人数达30.2万人次，单次

直播人数最高达4.7万人次。 直播涉及内容广泛，满足用户多样化的需求，服务机构包括Science、

科睿唯安、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知识分子》、中关村

医学工程转化中心等。

（5）重大科学问题与工程技术难题征集评选反响热烈

承担由中国科协支持的“2018年度重大科学问题与工程技术难题征集评选”项目。该项目遴选

体系严谨、引领作用突出、学术价值显著，60个入选的问题、难题代表了我国科技领域真正的“硬

骨头”、科技界需要下功夫解决的“卡脖子”问题，为国家相关部门前瞻谋划和布局前沿科技领域

与方向提供了依据。

3. 信息素质教育

（1）院内用户培训

2018年咨询服务部面向中科院研究所科研人员开展培训92场次，参加人员4254人，培训主题

40余种。

（2）院外机构培训

2018年面向省科院、育成中心、分院、全国科学院联盟应用微生物领域分会及服务用户组织

开展培训22场，培训人数达657余人。培训内容包括了文献服务共享平台、核心数据库(Web of 

science数据库、ESI数据库等）、情报分析方法（科学评估与分析、学科领域态势分析方法、支持

产业情报分析的资源分析方法）、文献管理、分析工具（Endnote、Citespace等工具方法介绍）

以及科技论文写作技巧。

（3）线上培训

中国科讯在线培训平台共为包括我院在内科研人员举办在线培训31场，累计培训人数超27万

人。

（4） 参与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教育课程

2018年院中心为国科大研究生开设信息学分课程共计30余门，包括信息检索课、学科态势

分析课、专利申请实务课、科学数据管理课等；为本科生开设信息检索课1门，选课人数近3000

人次。

协同国科大图书馆组织了46场讲座，参加培训学生人数总计4200余人次，大幅度提升了国科

大研究生和本科生信息素质教育的覆盖率。丰富的培训内容、灵活的培训时间深受学生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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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机构知识库推进

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已发展成为全球开放获取网络的重要成员，也是全院文献情报服务体系

的核心之一，并将长期引领我国知识资源开放共享的发展。

1. 机构知识库系统融入分布式大数据知识资源管理体系

机构知识库CSpace6.0已顺利完成全院机构知识库版本更新，已在国内170多家科研院所、高

校IR的建设中得到部署应用。在我院支持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网格，与中国科技网通行证对接，

融入文献情报中心研发的分布式大数据平台，可与综合资源集成登记系统、跨库检索、联合目录、

文献服务系统、新闻聚合系统、线上参考咨询等进行互操作。

2. 连续第六年举办中国机构知识库学术研讨会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牵头组织的中国机构知识库推进工作组于2018年11月12-15日在兰州

市举办“第六届中国机构知识库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主题“机构知识库——从仓储迈向开放创

新和开放科学”吸引了200余位专家学者的参与，中心主任刘会洲到场致辞。

3.2.3 数据产品与管理服务

2018年数据产品与管理服务继续保持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宗旨，在不断优化自主研发产品的同

时，积极发挥数据处理和科研评价优势，支撑我院需求，积极开展对外合作。

1. 引才综合信息平台工作深入推进

秉 承 数 据 研 判 、 精 准 引 才 的 工 作 方 针 ，

2018年人才服务工作继续推进，在数据和模型

优化以及人才服务需求响应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

成果。在数据和模型优化方面，通过数据处理算

法改进，不断提升底层多源异构数据融合的效

果，打造高质量底层数据仓库，为后期人才评估

提供基础。

在人才服务需求响应方面，积极探索普适性

服务与精准服务相结合的对外服务模式。本着需

求深度导向，院内优先服务、院外辅助服务的原

则，2018年先后完成了中科院西北研究院、化

学所、植物所等人才推荐服务；院人事局青年

千人信息挖掘服务；广东省科院引进人才数据

评估服务等。同时结合我院各所常规人才发现

和追踪的需求，不断完善信息平台的建设，不断丰富人才的数据量、信息和平台的使用功能，目

前该平台已经面向中科院各研究所所长及人事处处长开放。

2. 积极承担各项任务服务我院需求

2018年承接了科学传播局委托的院科技期刊综合评价体系建设研究课题，对我院科技期刊的发

展特征和影响力表现进行了全面的摸底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适用于我院期刊特征的综合

评价指标体系，为院里了解目前期刊定位、探索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数据基础。

2018年还开展了科学数据汇交管理、科学数据署名规范的文献调研。持续追踪近年来国内外出

现的重大科研失范事件，特别是科研论文失信导致的撤稿事件，正着力打造科研失信案例数据库，

为科研诚信的深入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案例和数据保障。

3. 努力提升自建产品服务能力

2018年继续稳定推进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指标数据库

（CSCD-JCR）、中国科学文献计量指标数据库（CSCD-ESI）、中国科学院学位论文数据库四

个数据库产品的对外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

引才综合信息线上平台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指标数据库（CSCD-JCR）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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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稳定基础工作，完成年度数据加工

2018年，完成中文文摘数据加工25万余篇，中文引文数据778万余条，各类型机构、期刊名

称、基金名称规范数据30余万条。

完成NSTL文摘数据43万余条，引文数据1227万余条。

在完成基础数据加工过程中，持续坚持工作流程化、标准化，积极探索引进机器自动化参与数

据加工流程的新思路，尝试以机器代替人工，将人工操作放在疑难数据加工和规范任务上，从而进

一步优化数据加工中的人力配置，提升数据加工和规范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5. 积极开展合作，扩大影响力

2018年，积极开展对外合作，发挥团队的产品优势、数据处理优势和科研评估优势。本年度促

成了与国际出版集团Elsevier基于双方产品CSCD和Scopus的合作，通过合作推动CSCD产品的国

际知名度；协助中国科协推动我国科技期刊分级目录的工作；与《中国科学》《科学数据》以及中

华医学会系列期刊编辑部开展合作，促进CSCD数据的有效利用，提高CSCD的影响力；与院网络

中心合作为烟草局构建大数据网络服务平台提供烟草期刊的元数据和论文引用信息。

3.2.4 科学计量服务

随着近十多年大规模科学文献数据库的普及、计算机性能的提高以及可视化技术的引入，科学

计量方法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已经延伸到科研管理的不同层面和方面：评价世界、国家、机构科技发

展概况；学科、领域的发展态势分析；科学技术发展的宏观微观结构、规律及运行机制，可以为相

关领域科技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提供定量分析依据。

1. NSFC项目顺利结题，项目报告有效支

撑国家学科战略规划

2018年，科学计量中心继续承担来自我院、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政策管理部门的多个科研项目，

项目成果为相关部门提供有效的科技决策支撑。

NSFC3个学科的发展态势评估项目《天文学发展

态势评估》《物理学发展态势评估》《数学科学发

展态势评估》顺利结题，项目报告为学部的相关学

科战略规划提供数据参考。

2. 期刊分区平台持续创新，在科研界影响力不断扩大

2018年，JCR期刊分区表继续为全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提供稳定的服务，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截止至2018年12月，分区平台订购的用户为402家，用户数量138万人，其中

2018年，CSCD产

品积极开展收录期刊的

遴选工作，本轮遴选在

评估指标的设计、指标

体系的构建以及学科分

类体系的制定上都进行

了改进。在对外服务方

面，CSCD继续稳定提

供常规服务，不断提升

底层数据的质量，优化

检索速度，精准检索结

果。2018年CSCD销

售用户数量平稳中略有

上升，全年访问人次为

180余万人次，比去年

上涨50%。

2 0 1 8 年 C S C D -

JCR和CSCD-ESI两

个CSCD衍生产品稳定运行，顺利完成底层统计数据和指标的更新。与此同时，团队积极策划

宣传，完成CSCD-JCR新一轮的数据发布工作，提升团队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培养新的

用户群。

中国科学院学位论

文数据库自去年上线以

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运

行状态，2018年完成了

新一批学位论文入库上

线工作。使用量达到30

余万次，学位论文知识

发现系统受到用户的一

致认可，并且处于不断

上升的态势。

《天文学十年》《物理学十年》
《数学十年》报告封面

中国科学文献计量指标数据库（CSCD-ESI）

中国科学院学位论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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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新增58万人，年访问1000余万人次。分区表微信公众号关注用户总量28.7万个，其中2018

年新增13.5万个。微信小程序关注用户22万人。5家著名的出版社Elsevier, Springer, Nature, 

Sage, Wiley主动与分区平台联系，来访交流，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合作机制。

3. 承办中国-挪威科技创新合作日“技术合作”论坛

在国际合作交流方面，2018年5月，科

学计量中心受科技部委托，组织了中国-挪威

科技创新合作日活动主论坛之一——“技术

合作”论坛，主题聚焦于“数据整合与科研

管理、科研评估、科技政策”。双方代表团

专家就国家科研评价理念、科研评价研究工

作开展了热烈讨论，通过举办该论坛，扩大

了科学计量中心的影响力。

4. 组织召开“数据驱动知识发现国际研讨会暨科学图谱理论与实践高级研修班”

10月30日-11月2日，科学计量中心、期

刊编辑出版中心组织召开了第二届“数据驱动

知识发现国际研讨会暨科学图谱理论与实践高

级研修班”。会议吸引了来自美国等5个国家

及国内40余家机构的科学计量学和科研评价

界科研人员参加。参会代表纷纷表示此次会议

报告内容丰富前瞻，会场问答积极热烈，会间

交流活跃充分，真正发挥了引领创新、提升研

究和促进合作的作用。

5. JDIS学术期刊成为我国图书情报领域首份被Scopus数据库收录的期刊

2018年7月，JDIS被Scopus数据库收录，成为图书情报领域首份被收录的期刊。提升了期刊

的国际学术界的能见度，为今后持续提高期刊学术质量、扩大国际影响力奠定了良好基础。

6. JDIS成功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2018年11月，JDIS成功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体现了业界对JDIS发展

现状和潜力的认可。

2018年在战略情报服务方面，面向科技创新全价值链开展情报研究与服务，坚持问题为导向的

科技决策情报服务，坚持“人的思想+机器智能”的能力主线，业务模式优化有序发展，情报关键能

力稳步提升，开拓了情报服务的新局面。

3.3.1面向科技决策一线，开展战略情报支撑与服务

基于持续提升的情报研究能力和情报服务的良好成效，院中心情报服务呈现良性连续发展，对

上决策向更高层面支撑，服务对象也在不断地扩展。在中科院发展规划局的指导下，聚焦颠覆性技

术、开展生命健康领域颠覆性技术研究，同时支撑我院总体与基础前沿交叉领域、农业、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完成战略研究简报《中美贸易战中的大豆应对措施

研究》和《韩国攻克半导体领域“卡脖子”技术的组织管理模式及启示》。承担中科院定点扶贫自

评估报告与中科院扶贫简报，支撑我院科技扶贫工作，支撑中央定点扶贫单位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工

作。完成网信科技领域基础性研究，为我国提供网信科技未来发展及前瞻布局谋划、研究思路、重

点以及政策环境方面的对策和建议。支撑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和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的“普惠计

划”“挑战计划”以及“专利拍卖”工作的专利分析评议，服务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支撑产业升

级。支撑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科技情报机构（中科院系统）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受中科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委托，完成《B类先导专项动态》4期，为我院B类先导工作的未来

部署、工作成果的宣传、项目管理的改进等提供了有力支撑；受中科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委托，全

面支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未来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并撰写“科技资源配置与管理”系列研究简报以

有效支撑其决策。

全力保障院领导的决策需要，完成科技计划资金管理及预算申报等紧急任务，取得良好成效。

顺利推进基金委委托的“国外科学资助机构国际合作战略与政策研究”等战略情报分析工作。支撑

NSTL战略研究，完成了第三代半导体、集成电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轨道交通、长江经济带生态

文明等专题情报研究。

成都中心主持中科院中长期规划“世界科技发展趋势研究”专题组；2018年全年编辑出版《生

物科技快报》《信息科技快报》等8种科技决策咨询快报共94期；被省部级各类决策咨询快报刊物

采纳的对上决策咨询建议报告15篇。

武汉中心作为编写组成员，参与中国科学院2021-2035中长期发展规划（能源、材料、生物安

全）文本编制、专家研讨；参与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战略规划（能源、材料）研究工作；开展重点

领域科技需求与科技创新供给能力研究（能源、材料）；承担中国科学院改革开放四十年标志性重

4月17日中国—挪威科技合作日“技术合作”论坛
科学计量中心团队与挪威专家合影

11月1日第二届“数据驱动知识发现
国际研讨会”与会代表合影

3.3  战略情报服务

3Adva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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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果汇编（能源、材料）；服务院重大科技战略，持续嵌入院页岩气、智能导钻、洁净能源等先

导专项。

3.3.2 面向科技研发一线，提供系列学科情报研究与服务

面向研究所的重要创新活动，院中心提供学科前沿监测分析、学科态势分析、知识产权分析、

机构竞争力分析等学科情报服务，完成了《东非国家科技发展与政策研究》《单细胞研发态势分

析》《绿色分析技术发展报告》《美国种业科研布局》《种业企业发展动态分析》《2018年作物

育种科研产出成果分析》《基于重大设施的蛋白质结构生物学态势分析》《国际昆虫学高水平作者

群、热点研究领域识别与监测》《中国及中科院人工智能领域科技成果产出分析》等报告，获得了

用户的肯定与好评，为其项目申报、业务布局重点、重大科技决策提供了情报支撑。

同时，通过部署实施院所协同项目，形成学科洞见、学科领域发展计量分析与评估、国家实验

室创新能力、面向研究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产业技术态势分析四个系列报告，同时梳理了相关领

域方向的知识体系，创建了四个院所协同工作团队并建立了院所协同工作团队组织模式与工作流

程，有效推动院所两级的学科情报服务能力与体系建设。

成都中心信息科技颠覆性技术研究成果显著，专著《颠覆性技术创新研究》正式出版；牵头开

展我国生物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策划撰写《我国生物经济发展现状、机遇及政策建议》研究报

告；开展国际生物经济发展竞争力分析，策划撰写《发展中世界的生物经济》研究报告。

武汉中心发布了《中国科学中的湖北》《中国基础研究竞争力》《湖北省重点实验室评估报

告》等系列报告，受到科技界的高度专注；支持中科院标准化工作进入新征程，标准情报工作取得

重大突破，完成的《中科院标准化助力科技创新活动》《中科院标准化工作报告》等汇报材料，获

得领导批示。

3.3.3 面向区域与产业发展一线，开展情报研究与服务，支撑区域创新和      

           产业升级

院中心积极探索区域与产业情报研究方法，为省科院、创新园区、企业、重点产业等提供区域

与产业情报研究与服务，完成了《中关村上市公司知识产权评议》《水声通信调制解调器技术参数

调研》《法、加医学科技创新体系研究》《“双一流”背景下典型国家医学学科体系调研》《基因

检测与细胞治疗前沿动态》《轨道交通行业动态监测》《基于专利的磁悬浮轨道交通技术竞争态势

与主题演化分析》《车体轻量化技术研究报告》《稀土战略情报研究年度报告及季度报告》等，相

关成果与服务受到用户方好评。

成都中心2018年承担完成重要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任务。接受广安市经信委委托，承担广安市

“三四一”工业产业发展四年行动计划的研究和编制工作；按照成都分院领导和条财局领导的部

署，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针对美国对我国进行商业控制和禁运的科研仪器设备进行技术

和产业的情报分析工作；与云南省知识产权局、成都高新区党群工作部、成都高新区改革创新局、

重报大数据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等地方政府、科研机构、产业园区等签订合作

协议52份。

武汉中心实施“本地化区域化”发展战略，有效拓展重点用户，与28家政府、企业、高校和事

业单位达成项目合作。充分利用“光电情报网”机制，有效支持院地合作，完成《国内外光学精密

仪器与装备研发机构发展态势报告》《长光所海外高层次人才遴选方案》等情报委托任务。《沈阳

市先进材料与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咨询报告》得到沈阳市政府及专家的高度评价。《加快创建有特色

国家科学中心 奋力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获得2016-2017年度湖北省优秀调研成果二等奖。

3.3.4 继续推进情报服务到产品的转型，打造“竞争力T系列”产品体系

院中心牵头研制并发布了《G20国家科技竞争格局之辩》《全球科技趋势报告：生物制药领域

研发态势监测分析报告》等“竞争力T系列”产品系列报告，通过多个渠道进行有效传播，获得了涉

外机构、权威媒体的广泛关注。围绕产品体系研制的全球优秀数据库商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产品影

响力不断增强。情报产品生产的网络日益扩大，情报产品生产的“小核心-大网络”效应逐渐显现并

产生良好效果。

3.3.5 科技查新与检索

2018年，院中心对查新检索业务流程机制进行了优化，全年共计完成收录引证检索2312项，

科技查新1172项，专题检索5项。与江西、沈阳、唐山、包头、黑龙江5个查新站建立了稳定的合作

关系，同时与院内约30个研究所继续开展检索业务全院联合服务工作。此外，通过交换馆员培训、

认证查新培训、新员工培训等，宣传查新检索业务，扩大影响力。

成都中心全年共计完成收录引证检索2212项，科技查新1285项，专题检索36项。武汉中心全

年共计完成收录引证检索3800项，科技查新750项，专题检索3项。

3Adva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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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青少年图书馆之旅活动 9月15日动手学科学活动——押花书签制作

8月17日引进自助打印设备7月24日更换3层阅览室防盗设备

2018年，文献信息服务和谐发展，稳中求进、进中求变、变中求新。以夯实阵地服务为基础，

简化、优化借阅政策，提供便捷、高效的文献服务，以巩固文献传递为抓手，加强宣传、拓展渠

道，保障用户文献需求的满足率；以挖掘特色资源为突破，深入挖掘馆藏珍贵资源和特色资源，展

示馆藏硬实力和服务软实力。

3.4.1 夯实阵地服务

2018年，院中心阵地服务稳中求进。一方面，保质保量开展现刊、过刊、报纸、杂志阅览，科

普图书与人文社科通识图书借阅，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中西文图书借阅，工具书、学位论文阅

览，古籍阅览，视听沙龙与科学电影放映，公共计算机检索与无线网络等阵地服务。另一方面，不

断优化阵地服务政策措施，简化读者办证程序、提高借阅证件安全系数；升级维护网络检索设备、

更新阅览室防盗设备、引进自助打印设备；解决历史遗留的书目数据问题，拓展馆藏中文社科图书

建设渠道，提供更高质量的人文社科通识图书借阅。此外，日常维护文献传递系统、全院统一自动

化系统、参考咨询系统等三大服务系统，保障基础服务的和谐发展。总之，2018年致力于提供更便

捷高效、更高满足率的阵地服务。

3.4 文献信息服务

成都中心部分情报产品

武汉中心部分情报服务产品

院中心部分情报服务产品

3Adva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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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中心阵地服务积极寻求合作渠道，借助合作共

建方式，延伸服务对象、拓展服务内容。在基础文献服

务方面，与成都高投生物医药园区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共

建中科天府生命科技园信息中心并开放相关服务。在定

题信息集成分析方面，根据成都市温江区经信局需求，

完成《关于进口抗癌药零关税等系列新政影响分析报

告》和生物药、化学药、现代中药、医疗器械的产业链

全景图；与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合作

完成《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

集群研究》，为区域产业建设提供决策参考，获得广州

开发区政府好评。

武汉中心阵地服务以科研读者为核心，以武汉分院园区、院外周边社区和社会公众为延伸。在

服务方面，采取流动服务模式向馆外延伸图书借还与预约、借阅证办理、好书推荐、读者咨询等服

务，尤其在综合阅览大楼修缮期间组建图书馆流动服务站，前往测地所、水生所、武汉植物园及武

汉教育基地公寓等开展现场读者服务工作。在空间方面，与中科院武汉植物园、中科院武汉教育基

地、武汉中岩科技公司、武汉工控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和湖北思高科技公司合作共建图书室、

图书漂流角和知识服务空间。

11月20日武汉中心图书馆流动服务站
在测地所现场开展读者服务

12月7日“武汉自贸区能否助力高技术
产业出口”主题学术沙龙

11月2日BioTianfu•中科2018生命科技
产业发展论坛开幕式

11月26日中科天府生命科技园
信息中心开业

8月7日中科院优秀博士论文展 11月27日执行主编罗琳与《中国科学院文献
情报中心藏古籍珍本丛书》第一辑（钞稿本）合影

2018年度《BIO Collaborate》系列期刊

3.4.2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

2018年，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服务进中求变。通过组织培训和宣讲会，加快用户和研究所管

理员对CSDL新系统的认知与认可度；通过规范文献传递工作流程，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通过开

展春秋季“文献保障服务月”活动，借助图文、视频等多种媒体工具，加大服务的宣传推广力度，

提升对院士团队、重点实验室、课题组等的服务覆盖面。截至2018年底，院内CSDL文献传递与

馆际互借系统累计注册用户32900个，其中新增注册用户4080个，同比增长33%。全院共有129

家单位参与文献共享和协同服务，联合30余个合作馆及第三方服务机构，全年文献传递服务总量

95637篇，满足率44%；馆际互借服务总量1837册，满足率99%；其中京区服务量1574册，满足

率99%，服务量比2017年增长200余册。在保障基础工作顺利开展的同时，注重业务研究，先后承

担NSTL参考咨询项目工作和NSTL业务流程再造任务。

NSTL武汉东湖站2018年积极开展各项服务宣传活动，通过科技周、科普日活动较好宣传了

NSTL平台和服务，为参会登记的读者送出NSTL武汉东湖站文献传递账户。2018年5月武汉东湖服

务站荣获NSTL2017年度“服务进步三等奖”。

NSTL成都服务站组织召开2018年集团用户工作交流研讨会，促进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

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成都高原气象研究所等10多家机构文献服务的宣传、交流与合作。2018年4

月，成都中心NSTL成都服务站荣获“宣传创新奖”。 

3.4.3 特色资源挖掘

2018年，馆藏特色资源挖掘工作变中求新。立足丰富的馆藏资源，秉承“保护与利用并重”的

理念，充分展示馆藏中的“中科院”特质。首先，以古籍整理研究与出版作为重点工作推进，影印

出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藏古籍珍本丛书》第一辑（钞稿本）部分50册，收书80种，其中

稿本68种、钞本等12种，受到业界的热情关注和广泛好评；第二辑、第三辑已在整理研究中，古籍

普查、相关古籍研究项目、古籍揭示与展览等也有序进行。其次，挖掘民国文献的特色元素，如以

“名家签赠”为亮点开展馆藏民国文献图书展览，吸引海内外学者慕名参观。院士资源是中科院的品

牌和特色资源，以院士文库建设为契机，开展讲座、阅读、展览等文化活动，设计院士语录书签等文

化创意产品。此外，还不断尝试挖掘馆藏中的“中科院”元素，如举办中科院优秀博士论文展览。

3Adva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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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科技论文的科研指纹（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数据与研究指标）自动识别方法研究

初见成效，为未来语义组织与语义检索奠定基础。

3.5.2 研发并发布“慧”系列知识服务平台，拓展探索新型智能科研服务

 慧眼-科技大数据知识发现平台（http://scholareye.cn）：实现论文、专利、标准、项目、

期刊、会议、学者、资讯、报告、机构10类科研实体的智能语义搜索和多维知识集成检索发现，基

于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技术，实现对检索结果的智能科研综述和主题聚合分析服务，为用户提供精

准知识服务。

 慧科研-智能随时科研助理（http://scholarin.cn）：以科技文献大数据平台的科研产出数据

和科研知识图谱为数据基础，构建面向学者个人的精准科研知识服务平台。提供学术推荐、订阅检

索、学术名片、研究分享、问题求解讨论等五大功能模块，为科研过程中的文献需求提供精准文献

服务。集成微信+院邮箱统一认证，服务融入用户的日常科研生活当中。 

2018年，信息系统部围绕中心“一三五”规划，倾力打造“升级版文献情报知识服务平台”，

强化保障网络信息安全，抓好重要产出，聚焦培养核心能力，实施了大数据平台建设、文献情报大

数据知识计算中心建设、知识计算方法研究、学术知识图谱构建以及智慧型知识服务产品设计研

发，公开发布了“慧”系列知识服务产品，实现了智能、精准、及时、主动、开放的智慧型知识服

务平台落地。

3.5.1 文献情报大数据知识计算中心建成服务，已经具备数据汇聚、知识

           计算与数据服务的运营能力

 研发并建成海量数据存储、数据计算、数据服务等关键问题的分布式大数据支撑与管理技术

服务平台，全面支撑“慧”系列智能知识服务平台的常规运行，存储量从78T提升到150余T，检索

性能同比提升10%，响应速度同比提升40%。

 基于中心订购数据、自建数据以及互联网开源数据，研发了数据采集、数据集成、知识抽

取、知识规范与丰富化、知识关联的知识计算能力，构建了学术知识图谱，实体体量达到4亿+、知

识关系达到60亿+。

 升级研发针对互联网开源信息的“新一代互联网采集器-飓风采集”，实现对微信公众号信

息、知乎信息、科技新闻信息等多类型的开源的个性化配置采集。

 首次全面设计科研用户画像模型与画像计算方法，并在NSTL应用服务中进行示范应用。

 研发知识命名实体规范的算法模型，完成学者与机构的命名实体规范建设，并建成规范库公

共服务平台。

3.5 信息系统建设

“慧”系列智能知识服务产品发布会启动仪式

科技大数据知识发现平台

慧科研-智能随时科研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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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做好已有知识服务平台升级与服务能力建设，推出新的服务模式

 支撑文献情报中心业务服务体系的电子化、移动化与数据化的业务平台正式上线服务，实现

了所有业务体系的数据化，达到有数据可依、有数据可查。

 ChinaXiv在保障系统平稳运行的同时，为用户提供跨系统、跨语言的资源链接，以及知识产

权保护、引文规范、使用量、引用量计量、多重解析等多种增值服务。

 网络科技自动监测服务能力持续辐射，在国家平台、院所发展、地区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并在多个领域形成情报服务网络。

 国家长期保存体系在国内形成较大影响力，并成功申办iPRES2020国际会议主办权，目前全

面进入筹备阶段。

3.5.4 特色服务平台建设助力科研团队

 2018年，院中心进入双机房运行时期，公共平台服务能力与文献情报大数据知识计算能力，

得到大幅提升。武汉中心建成适应大数据环境的科技信息服务基础能力，有效支撑地区科研网络核

心节点的高效、安全、稳定运行，改善用户体验。

 院中心建设了第二个“私有云服务环境”，进一步加强了信息化服务能力和计算资源的使用

效率，为未来“云化&智能化”的知识服务打好了坚实基础。

 建设面向重点研究领域的人才收集、识别及人才政策汇聚的“菁英在线”平台，提升精准识

才、引才、用才水准，为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等人才引进工作提供人才推荐的数据支撑服务。

 中科院老年人大学信息服务平台正式投入运行，开创了“移动互联网+智慧老年大学”教学服

务模式，服务效果显著。

 成都中心推进“面向干细胞领域知识发现的科研信息化应用”项目实施，构建了干细胞知识

计算平台，实现干细胞科研数据管理、数据计算和可视化展示等知识发现功能，提供精准知识检索

与知识导航服务。

 成都中心构建智云知识计算平台，实现数据管理、数据计算和可视化展示等知识发现功能。

 持续建设武汉中心科技信息监测副中心及情报网平台，持续推进我院科研态势感知数据体系

和服务平台建设。

2018年全国科学院联盟文献情报共享服务致力于利用中科院的资源优势，不断探索知识服务

的升级，通过开展与省科院文献情报共享服务，支持省科院的创新发展，带动省科院的科技服务能

力，提高省科院的文献情报服务水平，同时提高其对地方战略决策和创新发展的影响力。

院中心

1. 区域信息服务战略新进展 

2018年，组织了深入的需求调研和服务培训；进行了资源联合建设、文献信息保障和科技查新

服务；开展了省科院文献情报能力提升人员培训，为省科院的战略决策、科研管理和科研创新提供

情报支撑；并联合省科院开展了共同服务地方领导决策等工作。

2. 服务区域发展主要成效

2018年，加强对省科院文献情报共享服务的指导，并协同省科院在资源保障、用户培训、情报

服务等方面深化拓展，在共享文献情报服务方面取得了成效。

组织了新一轮文献情报服务现状与需求调研，深入了解不同层面需求及时发现需求的变化。问

卷调查覆盖省科院及其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科研管理人员，16家单位参与，回收问卷424份。配合

问卷调查，加强深入一线的走访调研，责任馆员到省科院进行需求调研和座谈9次，通过需求调研明

确全年具体合作任务。

3. 面向地方的情报服务

根据各类用户的需求，打造定制文献情报服务产品，从专题文献服务到情报服务，形成了服务

产品系列，完成了《创新驱动发展动态简报》《科学仪器前瞻与实践快报》《国际科技创新政策与

战略监测与分析报告》《光谱仪产业技术分析报告》等，相关成果获得用户高度认可，部分成果被

相关微信公众号转载推广，提高了宣传度和影响力。

3.6  区域信息服务

8月10日到贵州科学院测试院调研、交流 8月30日与山东省科学院情报所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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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中心

2018年度，成都中心进一步推进面向地方的情报与信息服务，围绕区域决策需求，开展多层次

的决策咨询服务，区域与产业的集成性竞争情报分析服务呈成长性发展。

1. 区域与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与咨询服务不断深化，效果显著

区域发展决策咨询服务取得开创性成果。以中心主任张志强研究员为代表的科技战略研究专家

先后受四川省政府、西藏科技厅、乐山高新区、四川省社科院等邀请，做专家咨询或专题报告10多

场次，充分发挥了智库的决策咨询作用。四川新型智库“现代产业与创新发展研究智库”在本年度

先后完成“规划建设大科学基础设施支撑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设”“发展健康产业集群实现生态绿色

崛起打造绿色经济增长极的建议”“围绕‘金绿红蓝’做好川东北经济发展文章”等建议报告被四

川省《智库成果专报》采用。该智库因本年度的出色工作被省委政研室相关领导肯定为居于首批22

家新型智库里的第一方阵。

2. 合作网络不断拓展和深化，合作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

承担完成重要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任务。在四川，承担四川省基础研究现状及优势学科竞争力分

析研究、四川省基础科学研究发展规划、科技支撑“川字号”农业产业路径研究等研究任务。与广

安市经信委开创合作新局面，承担“广安市‘三四一’工业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编制”项目。7月，

“乐山高新区科技信息平台”“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国家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示范机构

乐山工作站”“中国科学院成都科技查新咨询中心乐山工作站”揭牌。参与共建“四川省千人计划

专家产业技术创新服务联盟”。与西藏科技厅、西藏科技信息研究所合作取得实质进展，双方在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人才专项合作协议》的基础上，达成多项目合作任务。在广州，积极与地方

机构合作，参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咨询研究规划的编制，联合发布“面向干细胞领域的知识发

现平台”的平台应用及移动客户端。

与云南省知识产权局、成都高新区党群工作部、成都高新区改革创新局等地方政府、科研机

构、产业园区等签订合作协议52份。

3. 高层次学术交流积极主动活跃，科技智库影响力迅速扩大

举行了中心成立六十周年学术论坛。来自四川省和成都市有关部门、中国科学院院属研究所、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系统、四川省科技情报学会系统、有关智库、在蓉高校的40多家单位的150余名

领导、专家和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7月5日张志强研究员受邀在西藏科技厅
科技讲堂上作特邀报告

7月9日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和乐山
高新区合作共建的“乐山中科创新创业

科技信息中心”启动仪式

12月18日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成立六十周年学术论坛举行

3月31日张志强研究员作中科院中长期规划
世界科技发展态势与环境分析专题汇报

部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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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中心

2018年，区域及产业情报中心立足武汉，深耕湖北，辐射全国，着力夯实产业情报咨询服务能

力，面向产业集群高地建设的规划决策咨询服务新能力、面向“特色小镇”智慧家园建设的产业大

数据服务新能力、支持湖北各地科技产业创新的查新检索、知识产权评议等综合服务新能力，支撑

我院面向地方开展技术孵化和成果转移转化的产业情报服务能力。

1. 总体工作完成情况

（1）区域及产业情报服务稳步推进

2018年，区域及产业情报中心（以下简称产业中心）与28家政府、企业、高校和事业单位达成项

目合作。其中9家为首度合作，三峡集团、龙安集团、武汉工控集团、长江资本、航天三江激光产业研

究院等加入新客户阵营。与此同时，超过一半数量的客户与产业中心合作超过3次（年）。一批老客户

加强了与产业中心的合作和联系，华中科技大学继续选择本产业中心作为其申报国家课题和评奖的知

识产权评议报告出具机构，长春光机所继续选择产业中心作为其研究领域情报的供应方。湖北省科技

厅等地方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也继续选择产业中心作为其情报搜集的外协单元。

2018年，共完成各类研究报告55份，较2017年增长了近80%。其中技术工艺调研类的报告小

幅增长，企业评估类的报告实现零的突破并达到9项，逐渐形成新的业务增长极。另外，平台建设与

数据服务大幅增加至9项。

2018年报告研究成果分类统计表

2018年，出版著作两部，争取到省部级课题4项，院级课题1项。

2018年服务对象类型占比 2018年服务对象连续合作次数占比

高校、事业单位

36%

企业

36%

政府28%

首次合作
合作3次以上

合作2次

举办“2018科学计量与科技评价天府论坛”。来自国内外的20余位专家学者交流了本领域最新

研究成果和前沿发展动向，来自全国各地60余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40余名科研人员、师生参与了

本次论坛的多场学术活动。

4. 初步建立有重要影响力的产出品牌

由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与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合作编写的《中国生物工业投资分析报

告2018——蓬勃发展的合成生物产业》在“第三届生物工业投资大会”上发布。这是两家合作的工

业生物白皮书系列（年度报告）第四次发布，产生重要影响。

由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联合编写的首家以大数据为支撑的智库报告《中华智

库影响力报告》（年度）发布2018年度报告，为本系列报告的第四次发布，影响力逐年提升。两家

合作编写的《中国区域创新指数报告》（年度）发布2018年度报告，为本系列报告的第二次发布，

产出品牌初见成效。

中国区域创新指数
报告2018

中国生物工业投资
分析报告2018

中华智库影响力
报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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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扩张影响力。在查新中心出具的检索报告支持下成功申报了包括国家杰青、国家优青、自科

基金创新群体、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等多项重大项目。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完成了

《长江三峡枢纽工程》专题检索报告，支撑“长江三峡枢纽工程”项目申报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

等奖。

另外，产业中心在微生物等新领域拓展情报研究与合作。不仅与武汉工控研究院共建产业情报

研究中心，而且利用自身的情报和渠道优势，帮助武汉工控研究院牵线江南大学陈坚院士团队，共

同成立院士专家工作站。这一深度服务为实现工控研究院总体战略布局提供重要支撑，得到武汉工

控集团层面领导的高度认可。为此，工控研究院特发来感谢信表示感谢。

（3）光电领域信息生态闭环初显

2018年，产业中心在上海慕尼黑国际光博会和中国光谷国际光博会上先后发布《中国激光产业

发展报告》中文版和英文国际版，通过对区域环境、技术产品、市场企业等产业创新要素的梳理，

系统揭示了激光相关产业领域的发展状况。报告内容不仅被国内各大券商、基金采用，还被中央电

视台财经频道、中国青年报、新华网等中央媒体转载报道，产生了较大的行业影响力，已成为激光

产业的权威研究报告。

 

支撑所级创新方面，2018年以来，继续夯实光电子科技和产业情报服务，通过“光电情报监测

服务平台”和“光电情报网微信公众号”等载体持续聚集光电子信息资源。通过微信群分享、邮件

速递、组织召开情报网年会等形式加强和促进与我院多个光电子相关研究院所的信息沟通与交流工

作。支撑地方建设方面，光电科技情报团队为广东省科技情报所提供的《广东省激光产业发展研究

报告》，较客观地分析了广东省激光产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报告》内容得到了广东省主要领导

的认可与肯定。

与此同时，联合中国激光杂志社、光电汇（院上光所孵化团队）等成功获得中国光谷国际光博

会承办权，作为光博会组委会战略合作伙伴全程深度参与光博会各项工作。在筹备期，不仅承担了

（2）科技查新检索业务持续增长

科技查新方面，继续与院内外数十个科研机构、高校、企业保持密切业务往来，其中委托较多

的包括：中科院宁波所、中科院纳米所、中科院岩土所、中南民族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科技

大学、中国市政中南设计院、中国烟草集团武汉公司、东风集团、中建集团、中铁集团、中交集团

等。2018年查新中心共受理查新报告申请745项，其中国内外188项，立项218项，申报奖项121

项，成果鉴定381项，申请专利及其他25项。

收引检索方面，全年出具检索报告超过4000份，完成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万人青年拔

尖计划、楚天学者等申报检索200余人次。受理完成了126位科研人员的国家杰青、优青的检索委

托，其中杰青申请59人，优青申请67人。

值得一提的是，专题检索报告用于支撑“长江三峡枢纽工程”项目申报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

奖。此外，还完成了一份陶瓷材料及其片式敏感元件关键技术专利分析报告。

2. 创新发展亮点与突破

（1）对院内开展情报支撑亮点不断

由区域规划团队与光电情报团队通力合作，在短时间内高质量完成了《沈阳市先进材料与智能

制造产业发展咨询报告》。报告紧扣《沈阳市建设东北亚科技创新中心规划（2018-2030年）》，

从全球的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中国现状与差距、沈阳的基础与机遇、沈阳市具体发展方向等维度

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沈阳相关产业的发展建议，为沈阳市政府主办的“2018新材料国际发展趋

势高层论坛（IFAM）”提供了重要材料支撑。报告得到周廉、李依依等院士的高度评价，沈阳市市

长也给予充分肯定。为此，沈阳分院特发来感谢信表示感谢。

（2）对地方开展咨询服务成效显著

产业中心多个团队立足武汉，深耕湖北，对地方开展咨询服务成效显著。由区域规划团队完成

的《加快创建有特色国家科学中心 奋力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获得2016-2017年度湖北省优秀调

研成果二等奖。产业中心联合武汉市经信委、武汉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在武汉  2018创业服务峰会上

发布《2018年武汉市创业企业发展白皮书》。受东湖高新区委托，对区内规模以上工业民企开展摸

底，深入分析当前区内政策利弊，高质量完成了《东湖高新区民营企业降成本研究报告》，并结合

地方实际出具企业降成本实施意见。同时，为智能制造园提供《光谷智能制造园智谷方案》，为东

湖高新区、洪山区等上百家拟入园企业开展综合实力评估工作。

查新中心分别与黄石市科技局、长江大学等机构达成初步协议，立足于黄石、荆州等地共建科

技咨询服务单元，构建集科技查新、信息咨询、专利分析、产业分析等为一体的多元服务体系，

3月14日《中国激光产业发展报告 》发布现场 7月30日激光报告内容被央视引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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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部分专家报告的邀请，还利用自身在光电领域产业研究基础和中科院光电科技情报网络的渠

道优势，为光博会的总体方案、省市新闻发布会宣传材料、重量级嘉宾的发言稿以及参展商的组织

等提供有力支撑，被光博会组委会授予“优秀合作伙伴”光荣称号。

通过组织情报网年会、深度参与光博会以及发布年度报告等活动，不仅与100多位行业领军人

物建立了紧密联系，还拿到超过400家参展企业的一手数据，借此反哺光电情报研究。至此，“报

告-展会-情报网”的光电领域的信息生态闭环逐渐形成。

（4）科技和产业大数据工程再上新台阶

自2012年来，产业中心就坚定实施科技和产业大数据工程战略。在中心领导的鼎力支持下，产

业大数据团队在面向科技和产业开展数据获取、数据分析、数据揭示等技能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在

长期服务湖北省科技厅、湖北省科协、楚天云公司等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决策过程中，积累了丰富

的科学数据资源和决策模型复用经验，为湖北省科技管理决策提供必要的智库支持。

2018年中，在中心领导班子的大力推动以及武汉中心各部门同仁的积极配合下，科技大数据湖

北省重点实验室建设方案于2018年10月获得专家考评组一致通过，并顺利通过现场考察。随后，通

过我中心申请的科技大数据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正式获批，这也是我中心争取到的第一个省级重点实

验室平台。

（5）理论研究与重大项目实现突破

2018年，产业中心狠抓理论研究和重大项目争取能力，出版著作两部，争取到省部级课题5项

（含院级课题1项）。其中，《中国基础研究竞争力报告2018》被湖北省政府官网报道。协助中心

作为项目牵头单位首次获批“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项目——科技服务山东新旧动能转换

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研究，将联合院中心等单位为山东省的新旧动能转换核心区建设方案提供智

库支撑。

3.7.1 开展国家科技信息政策研究与实践情况 

1. 与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支持“S计划”和“开

    放获取2020倡议” 

在第14届柏林开放获取会议上，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与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分别发布三份声明，表示将支持以论文开放获取为目标的“S计划”（Plan S）和“开

放获取2020倡议”（OA 2020）。声明指出，支持将受公共资助的研究项目论文发表后尽快实现开

放获取，同时强调“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措施来达成这一目标”。

2. 连续第七年举办中国开放获取推介周

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中国图书馆学会高校图书

馆分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协办的“2018中国开放获取推介周”于10月16-17日

在北京举办。本次会议主题“开放科学的新发展”吸引了近400位专家学者以及科研人员、国际出

版商、法学专家和图书馆员的参与，共同探讨中国开放获取和开放科学的战略、政策和行动。

3.7.2 参与NSTL资源与服务工作

文献中心作为核心力量参与国家科技文献资源战略保障与服务，在NSTL的文献资源保障、平台

建设、文献服务、情报服务、国际交流与培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面向国家战略保障体系的未

来规划和发展在长期保存与开放获取两大方向发挥引领作用。

1. 在NSTL文献购置费的支持下，电子资

源与印本资源互为补充，保障了国家和我院文

3.7  国家科技信息政策研究与服务

10月16日刘会州主任在2018开放获取周致辞 10月17日刘细文副主任主持
2018开放获取周专家论坛

NSTL下拨文献购置经费支出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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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强NSTL数据增值方法研究与平台建设，利用知识图谱与深度学习技术，从元数据标准

建设、名称规范、科研实体智能识别等方面已经进行示范应用，实现NSTL数据增值与数据丰富化。

（6）通过NSTL文献传递系统提供文献服

务27632篇，为科学院及工程院院士，还有新

疆两校一院提供文献资源保障。

（7）高质量地完成NSTL网络实时参考咨

询和非实时参考咨询任务，2018年完成参考咨

询解答808项，其中实时咨询641项，表单咨询

167项。

（8）面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专题情报服务重点为“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大科学装置前沿研

究”“先进轨道交通”“增材制造与激光制造”等12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相关项目提供科技文献知

识服务，完成6期简报、12期快报、2份研究报告。

献信息资源建设, NSTL下拨经费7056万元，其中印本资源5265.19万元，电子资源1790.81万

元。

2. 严格执行资源采集规范，进一步优化结构，严格实行流程监控、质量控制，顺利完成文献资

源建设的各项持续性工作。

（1）优化文献资源结构，提升资源保障效益。外文印本期刊续订2874种、光盘资源续订7种，

非刊连续出版物续订239套/种；订购13个包括Elsevier-SD、Springer、Wiley-Blackwell在内的

数据库资源，涵盖期刊5100余种。

（2）推进开放学术资源采集加工。完成1548种期刊、52万余篇论文、260个开放会议、3.9万

余篇会议论文、420余门课程、1万多个课件的采集、加工、校验和上传。

（3）NSTL联机联合编目数据库建设。上传书目数据7713条，签到数据24258条；期刊会议

数据85条；OA电子期刊书目数据421条，OA会议数据91条。

（4）全面实施优化后的新型加工模式，开展数据加工任务，2018年引文类数据完成加工量

3500余万条，文摘类数据完成加工量260余万条。

部分研究报告、分析报告加强NSTL数据增值方法研究与平台建设

加强NSTL数据增值方法研究与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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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面向政府部门的科技管理决策咨询研究服务方面，围绕科技部基础司和财政部科教司的

需求，开展国际科技前沿和科技政策与咨询决策调研，快速响应和保障科技部和财政部应急文献资

料需求；持续为香山科学会议高层次科学家提供科学前沿主题情报服务，为政府部门和高层次科学

家提供国际视野的可靠的、可借鉴的启示、思路和建议。2018年，为科技部基础司提供2份调研报

告，紧急应对中美贸易战，提供决策信息。为香山科学会议和高层次科学家提供6份科学前沿主题情

报报告。

（10）面向国家三大战略的情报服务，打造NSTL服务三大战略的一站式信息服务平台——

“NSTL国家重大战略信息服务平台”，依托平台开展动态信息监测、资源建设与集成、信息保障、

情报服务、情报研究和人才培训等工作。完成动态监测快报56期，6份情报研究报告，开展专题文

献服务20余次。

（11）申办iPRES2020获得成功，会议筹备小组已完成会议LOGO设计；设计开发会议网

站；申请开通微信公众号；宣传资料设计制作。

3.8.1 科学文化传播

2018年，文献中心立足于强化知识服务能力，拓展文化传播功能的总体思路，积极配合院重大

任务部署，支撑我院完成系列重要科学文化传播任务。同时，保持和强化已有品牌活动影响力，不

断创新内容和形式，综合利用多媒体技术，深入挖掘具有科学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的特色资

源，向更广的受众传播科学文化。

1. 院史馆工作

2018年，在院科学传播局的规划指导下，在中心坚强领导、各部门大力支持下，圆满完成了一

系列科学文化传播任务。

（1）支撑我院完成系列重要科学文化传播任务 

 在院里的规划指导下策划实施系列重要展览：“伟大的变革——改革开放40年”国家大型成

就展“大国气象——科技创新支撑强国梦”专题展、“率先行动 砥砺奋进——中国科学院‘率先行

动’计划创新成果展”调整为常设展、“科技创新 强国富民”2018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主场第二展

区——“科技创新成果展”、2018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展览、“时代楷模——天眼巨匠南仁东事

迹展”“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年度巡展2018”等。

10月29日侯建国副书记（右四）视察
改革开放40年展览筹备工作

5月19日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左二）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左四）、科技部部长

王志刚（左三）、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左五）
等领导参观2018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主场展览

“大国气象——科技创新支撑强国梦”
专题展区

5月19日白春礼院长（左十一）视察
2018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主场展览筹备工作

3.8  科学文化传播与出版

NSTL国家重大战略信息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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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建院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筹备工作：在院庆活动领导小组指导下，积极落实庆祝建院

70周年“中国科学院创新成果展”展览设计布展任

务；积极推进建国建院70周年献礼丛书——《创新

报国七十年》系列报告文学的编创工作，取得阶段

性进展。

 参与由动物所主办的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

“科学之夜”活动，并对主体活动进行网络直播；

依托“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创新成果展”，积

极参与“中国科学院2018年科学节”系列活动， 

获得社会各界的肯定。

9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中）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左五）等领导参观

2018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展览

10月17日张涛副院长（左一）
陪同香港传媒高层参访团参观成果展

7月2日张亚平副院长（右五）陪同第72届
联合国大会主席米罗斯拉夫•莱恰克（左二）

一行参观成果展

9月30日白春礼院长（左四）、侯建国
副书记（右三）出席南仁东塑像揭幕仪式

3月27日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
委员长金正恩（中）一行参观成果展

4月11日李树深副院长（右三）
陪同驻港部队政治工作部陈亚丁副政委

（右四）一行参观成果展

8月6日张亚平副院长（左四）陪同第73届
联合国大会主席玛丽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

（右四）一行参观成果展

9月30日白春礼院长（右四）等领导
参观“时代楷模”天眼巨匠南仁东事迹展

5月20日“科学之夜”在国家动物博物馆
成功举行

9月3日2018年科技创新年度巡展丹东站开幕仪式

10月30日2018年科学节活动现场

5月20日侯建国副书记（右三）视察
“科学之夜”活动

（2）不断提升文化传播职能

 建设全院文化交流平台的能力持续提升。院史馆开展的系列科学传播工作，内聚人心，外树

形象，有效传播了我院科技创新成果和科学精神。“率先行动”计划创新成果展得到了蔡奇、万钢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以及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联合国大会主

席埃斯皮诺萨等国际来宾的高度赞赏，成为我院重要的科学传播基地。在“伟大的变革——庆祝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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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中，由我院牵头负责，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协、工程院、国防科工

局、网信办共同建设，我中心具体实施的“大国气象——科技创新支撑强国梦”展区广受关注，受

到社会各界人士好评。系列科学文化服务工作惠及社会公众近500万人，为宣传和展示我院在落实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骨干带头和示范引领作用做出了积极贡献。

 对外文化服务功能进一步拓展。2018年，“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年度巡展”在南昌、丹东、

曼谷、香港等境内外成功举办10站，取得良好传播效果。并受邀到泰国曼谷开启“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境外展出首站，推动中泰两国科技创新政策、人才和成果的对接，促进重点优先领域项目合

作，推进中国-东盟经济体共同发展；受邀到香港实现首次独立赴港整体展出，让香港公众及时了解

国家科技创新发展前沿趋势，体验科技创新带来的新变革，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系列活动获得

泰国皇室、香港特首、地方省部级官员、院领导等关注支持，为服务《中国科学院“一带一路”国

际科技合作行动计划》营造良好氛围,为共建“一带一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做出了扎实贡献，进

一步深化拓展我中心对外文化服务功能。

2. 其他展览及讲座

 “科学人生 • 百年”院士风采展

2018年，“科学人生 • 百年”院士风采展共展

出19位百岁院士资料，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

生命科学、医学、地学及技术学等各学科领域，主

要展示院士语录、成就概览和个人照片。展览于9月

27日至10月10日在陕西省图书馆开展，并在河北、

上海、北京等地进行巡展。

 馆藏民国文献——名家签赠图书展

为迎接2018年世界读书日的到来，文献情报

中心组织策划“馆藏民国文献名家签赠图书展”，

共展出馆藏十余种民国时期名家签赠本，包括梁启

超、鲁迅、徐志摩、刘半农、周作人等亲笔签名的

初版图书。所展图书极富收藏价值，经历战火及社

会动荡之后因爱书人的保藏而使后人得以目睹。

11月9日白春礼院长（第一排右五）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第一排左五）出席巡展香港站开幕仪式

10月10日泰国诗琳通公主（中）出席巡展曼谷站开幕仪式

10月10日泰国诗琳通公主（中）
在巡展曼谷站体验电子书法台

10月15日“科学人生·百年”
在深圳人才公园展出

9月27日翟明国院士出席
“科学人生·百年”开幕式

12月15日“科学人生·百年”
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展出

4月24日名家签赠图书展现场驻足欣赏的读者4月23日名家签赠图书展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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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潘永信院士做“地磁场之旅”报告

5月19日公众科学日中国古代数学互动体验展

5月19日公众科学日科普书展 5月19日公众科学日青少年导读活动

7月21日严加安院士畅谈“我心目中的科学与艺术”

9月11日刘禹赓研究员做“心肺复苏与急救常识普及”讲座

9月15日赵宇亮院士做“智能纳米技术”讲座

 科学人讲坛

2018年共举办12场“科学人讲坛”活动，内容涵盖前沿科技知识传播、公众生理和心理健康、

科学与艺术交融等多个方面。典型讲座包括“音乐治疗与身心健康”“地磁场之旅”“区块链技术

与应用”“智能纳米技术”“我心目中的科学与艺术”等。

 公众科学日活动

2018年，院中心公众科学日活动宣传主题文案“科学之春”与“科学的春天”四十年系列活

动在时空上遥相呼应，文案以“春之希望”“春之畅想”“正当春时”和“春之回望”将举办的11

场阅读、讲座、展览、互动等活动串联起来形成完整的、有逻辑的活动方案，得到中科院“科学大

院”公众号的转载宣传以及首都千龙网的报道。活动首次以网络直播的形式向受众传递科学文化知

识，线上线下吸引观众700余人次参与。

3Advancements
主要业务工作



54 5554 2018  年报

3. 院士文库建设

2018年，院士文库继续丰富院士综合资源数据库，在

2017年1013位院士资源基础上，继续与院士建立联络并进

行数据采集；同时对2017年新增院士的资源进行采集、规

范加工及页面呈现。2018年，基本实现院士文库网站全部

1370位院士页面较为丰富的资源呈现。截至2018年11月

初，各类数据93939条，合计7.74TB大小，包括学术著作

5000条、非学术著作345条、学术论文53253条、非学术论

文6221条、专利954条、证书3988条、手稿863条、大众

媒体报道9339条、传记514条、建言献策966条、电子照片

14807条、视频156条、信件183条、档案68条、其他数据

282条。

4. 地区中心科学文化传播工作

文献中心依托成都、武汉两个地区中心协同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科学文化传播工作，取得了明显

的社会效益和良好的受众反馈，促进了所在地区的科学文化传播工作发展。

成都中心围绕科学文化创新单元建设，广泛参与国家、中国科学院及其他省部级单位的科学文

化传播工作，同时积极开展科学文化传播进校园、进社区活动。

2018年，成都中心参与科普援藏、“四川海峡两岸动漫音乐文化周”、中科院公众科学日、四

川省和成都市科技周、中国科协全国科普日等活动，承担“中科院科技创新年度巡展”讲解工作，

获得2018年度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全民素质行动纲要先进集体、2018年度中国科协全国科普日优

秀活动的表彰。

2018年，成都中心继续开展科普进校园、进社区活动，举办“文学照亮青春、科技创造未

来——四川省青少年双创公益讲座走进成都树德中学”“科普进万家，惠及你我他”走进武侯区金

雁社区科普等活动，被人民网、新华网等多家中央及地方媒体报道。此外，成都中心多角度深挖科

普主题，设计制作特色科普产品；开展科普研究，推进“四川省科普在线博览”项目。

武汉中心作为“湖北省科普教育基地”和“全民阅读示范基地”，开展系列科学文化传播活

动，以打造精品活动为重点，面向不同读者受众和特点，优化并形成三大系列科学文化传播活动品

牌“科学大讲堂”“青少年启智”和“全民读书会”，活动吸引了大量社会公众、科研人员、周边

社区居民和青少年的热情参与，武汉中心面向区域的科学文化传播服务影响力日益彰显。5月8日何林书记带队采访徐涛院士

5月20日获“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纲要”
先进集体奖

6月10日2018年第4期“科学大讲堂”系列活动现场

9月15日“全国科普日走进校园”活动走进
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

9月21日2018年湖北省全国科普日活动中公众认真观看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展台科普展物

9月27日院士文库团队采访郑晓静院士

8月15日科普援藏工作

11月15日科普活动走进重庆第十一中学

7月27日郑作新院士家属捐赠给
院士文库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奖章

3Advancements
主要业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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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编辑出版工作

 2018年，编辑出版在保证出版任务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全院期刊相关工作。全中心14种期刊

圆满完成出版任务，共出版148期刊物，出版近3000万字论文，期刊学术质量不断提升，期刊研究

会开拓了数字化审读模式，期刊改革项目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同时中心作为重要的全院期刊改革

参与单位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出版先进单位奖”。

1. 期刊总体学术质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期刊学术质量不断提升，获得各项荣誉。《图书情报工作》被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评为

“2018年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权威期刊，并入选“2018年期刊数字影响

力100强”；《图书情报工作》《化学进展》《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中国生物工程杂志》《数据

分析与知识发现》5种期刊入选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年版），较上一版增加

一种（《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为新入选期刊）。上述5种期刊入选2018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

金科技期刊排行榜，其中《化学进展》入选一、二等，其余4种期刊入选三等，这也是历史上我中

心进入排行榜期刊数量最多的一年；《化学进展》《图书情报工作》继续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

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学术文献国际评价研究中心评为“中国最具国

际影响力学术期刊”；《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电子政务》3种期刊被中

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评为“2018年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天

然产物研究与发展》学术质量与影响力不断提升，知识服务取得进展，《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学

术期刊转型升级，取得初步进展；《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学术影响力不断提升，依托“长江情报

网”初见成效。

2. 期刊出版协调组统筹协调全中心业务研讨
     工作

期刊出版协调组以期刊发展研究成果和业务建设

经验的共享交流为纽带，组织协调组年度工作研讨

会，协调推进了自动评审、语义发布以及数据出版等

重点培育项目，加强了学术研究和交流，促进了全中

心的期刊协同发展。

3. 期刊研究会首次探索实践我国出版物的数字化审读模式

期刊研究会首次承担中国科学院期刊审读工作，该工作首次与中国知网合作，采用人机协同审

读方式，大幅度提高了审读效率，实现了期刊审读方式的根本转变，是我院审读工作的创新和历史

性突破，也是我国出版物数字化审读模式的首次探索实践，并产出了一系列院期刊审读报告。

14种期刊

3Advancements
主要业务工作

4月18日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出版协调组
2018年度工作研讨暨业务交流会

中科院期刊审读系统

《图书情报工作》《化学进展》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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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期刊改革工作获得阶段性成果

期刊改革项目根据规划不断推进，2018年主要推动了多模

式集中办刊、院属期刊的编辑部整合、学科刊群的建设和重点

期刊的支持等，并于2018年5月成功组织召开了院属期刊编辑

部整合工作交流会。完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属Q2区期刊分析报

告》《中国科学院学科刊群调研报告》《制定中国科学院学科

刊群择优支持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报告和管理方案；制定了我

院中文学术期刊标准“中国科学院学术期刊全文XML描述标签

集（CAS-JATS）”，并作为团体标准获得评审通过，且获

得评审专家的高度认可。该标准填补了我院中文科技期刊数据

标准缺失的空白，并作为实际应用的团体标准，对推进中文期

刊数据质量有重要意义。

 

5. 获得院内出版先进单位荣誉

基于前期我中心在院期刊改革项目工作中的突出

成绩，2018年获得了由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中国

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共同设

立的“中国科学院科技出版先进单位奖”。

Team Construc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4

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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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JATS

科技出版先进单位荣誉证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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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eam Construc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4.1  研究队伍

4.2  继续教育概述

4.1.1 人才队伍建设

积极贯彻“人才强院”发展战略，努力落实《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十三五”人力资源发

展规划》目标，采取人才引进与引智相结合的策略，创新人才工作方法；加大对现有人才的培养力

度，积极探索面向“一三五”的业务需求的特色能力项目。

2018年，全中心人才队伍结构进一步得到优化。截至2018年12月底，全中心在职职工546

人，其中院中心349人，成都中心92人，武汉中心105人。专业技术结构方面，正高级、副高级、

中级和初级的专业技术人员分别为53人、124人、213人和84人，占比分别为11%、26%、45%和

18%；学历结构方面，博士研究生的人数和占比分别为109

人、20%，硕士研究生为274人、50%，本科为138人、

25%，其他25人、5%；年龄结构方面，35岁以下职工占

46%，36至40岁职工占20%，41至45岁职工占8%，46至

50岁职工占9%，51至55岁职工占11%，56岁以上职工占

5%，职工平均年龄38岁。

面向战略情报研究、学科化知识服务发展需求，文献中

心2018年招聘19名新职工，其中具有自然科学与工程学术

背景的4人，具有图书馆、情报学背景的7人，具有人文社

科背景的8人。

2018年实施59个培训项目，经费投入约300万元。情报研究部的“2018战略情报研究技术高

级研讨班”培训项目得到院经费资助10万元；编辑出版中心的“科学计量学前沿方法和工具研修

班”培训项目得到院经费资助3万元。

公派出国留学方面，4人获得2018年院公派留学项目资助，4人完成2016、2017年院公派留学

项目；1人完成2017年国家公派留学项目，1人开始执行。

4.1.2 人才引进

2018年人才工作重点是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在人才引进方面，引进优秀人才1人，博士后1

人。在人才培养方面，青年人才中， 2人入选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1人入选北京分院启明星复合

型人才；骨干人才中，2人获得中科院文献情报领域优秀人才择优支持，1人通过中科院文献情报领

域优秀人才终期评估并获得优秀，1人入选四川省“千人计划”，1人入选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

专家；领军人才中，1人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另有1人入选科技部驻外后备干部。

全中心职工专业技术职务结构

全中心职工年龄结构 全中心职工学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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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与交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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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2018年学术年会

分会2018年学术年会于6月26-29日在甘肃敦煌成功举办。年会继续围绕知识服务展开，聚焦

于“融通创新 协同发展”，重点交流探讨了文献信息机构在大数据和机器智能时代的发展规划，以及

情报服务与知识服务的最新实践。来自部委、中科院、社科院、研究所及企业的近90多家机构的260

多名同仁参会。28位专家学者、4位获奖论文作者做大会发言，交流展示图情机构在协同服务创新模

式与机制、数据融汇与知识挖掘、知识服务工具和平台建设，以及面向“一带一路”的学术大数据情

报服务等方面的最新研究和实践成果。本次年会共收到75篇投稿论文，经大会组委会三轮评选，评出

一等奖3篇，二等奖5篇，三等奖18篇。

2. 2018年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全国学术研讨会

2018年10月22-25日，由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主办、专业图书馆分会及中科院文献情报中

心共同承办的“2018年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顺利举办。本次会议首次跨界联

合，得到CODATA中国全国委员会、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博物馆学会、中国档案学会、中国计

算机学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和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的配合支持，会

议邀请21家单位的23位专家分享了在科学数据、数字文博、多媒体技术与计算机辅助设计、数字人

文、医学及电子病历、数字档案、开放课程、领域知识资源长期保存的战略与实践。200余位来自

图书馆界、档案界、文博界、计算机界、出版界、科学数据等领域从事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研究与实

践的人员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也为将在2020年在北京举办的iPRES 2020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国际

会议奠定了良好基础。

5Academic Research and Communication
学术研究与交流

5.1  组织承担大型学术研讨会情况

6月26日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2018年学术年会

3. 第10届中国图书馆馆长与国际出版社高层对话论坛

2018年8月23日，由专业图书馆分会、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等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图书馆馆长与国际出版社高层对话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论坛以“学

术信息开放与共享：出版商与图书馆的共同责任”为主题，聚焦开放环境下学术信息发现、获取与

利用热点展开交流。论坛邀请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Cengage Gale、施普林格•自然、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6位嘉宾做主旨发言，他们分别从政策、

资源、平台和服务等不同角度，深入解读了图书馆与出版社在学术信息开放、共享新环境下的重新

定位与具体实践，分享了思考和研究的成果。来自国内150余家图书馆的馆长与负责人、30余家海

外知名出版机构的高管和代表汇聚论坛。

中国图书馆馆长与国际出版社高层对话论坛自2009年首届联合举办以来，每年一届，已成功举

办了10届，主题涉及开放知识资源建设、未来数字出版模式变革、科研信息交流、科学数据共享、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数字技术与知识系统、学术信息开放等领域，历次主题都站在学术信息交流模

式的最前沿，交流探讨图书馆界、出版界融合发展的新路径。论坛的专业化特色突出，与行业发展

结合日益紧密，累计2300多名图书馆和出版社代表参加了论坛。借助论坛，提供了海内外出版界、

图书馆界直接对话、交流的平台，加深了认识，形成了共识，对推动我国出版和图书馆事业的健康

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8月23日第10届中国图书馆馆长与国际出版社高层对话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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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生教育

1. 出访交流

2018年全中心出国（境）（含成都及武汉2个中心与3个挂靠单位）执行58批次/104人次。

其中：

  参加国际会议34批次57人次（含国际组织任职人员履职9批次20人次、专业领域学术会议21

批次30人次、学习型会议4批次7人次）；

  赴国外进行学术交流访问10批次20人次；

  组织“科技巡展”布展及开幕活动5个批次16人次；

 “群星计划”专题研究（6个月）5批次5人次；

  执行院公派留学项目2批次2人次；

  执行赴台学术交流项目1批次3人次；

  参加院人事局管理高级培训班1批次1人次。

2. 国际组织履职

中心以会员身份加入IFLA（国际图联）、EIFL（国际电子资源联盟）、COAR（开放获取知识

库联盟）、ICSTI （国际科技信息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并持续参与国际组织年会，完成国际组织

履职。

根据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机构知识库统计，2018年全中心共发表196份学术成果，主要包

括期刊论文110篇，研究报告4篇，演示报告29份，会议论文14篇，专著8部。其中，院中心65份，

成都中心71份，武汉中心44份。

5.2  国际交流合作情况

5.3  学术研究与产出情况

2018年度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学术产出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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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研究生招生、培养与就业情况 6.2  科教融合工作进展

2018年招收硕士研究生37名，博士研究生19名。毕业硕士生31名，博士生15名，就业率

100%。2018年底在学研究生共计181人，其中硕士100人，博士生81名。

 

为吸引优秀生源，2018年举办了第六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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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余所高校的60名优秀大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通过对符合条件的营员综合面试、遴选，

有25名营员被录取为2019级免试推荐研究生。

2018年2名硕士生、2名博士生获得“国家奖学金”，2名博士生获得“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

奖”， 33名研究生获校“三好学生标兵”“优秀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毕业生”称

号。

1. 首届导师教师培训班开班

为加强文献情报中心教师、导师对研

究生教育教学的重视，提升教师的教学能

力和教学效果，更好地建设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系，2018年9月16日，中国科学院

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教师、导师岗

位培训班在北京开班。国科大常务副校长

王艳芬、国科大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汪寿

阳、文献中心主任刘会洲参加并致辞，南

开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

邀做了经验交流报告。

2. 2018全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研究生教育与高层次人才培养学术论坛

2018年9月17日，全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研究生教育与高层次人才培养学术论坛在中国科学

院学术会堂（北京）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科学院大学支持、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教育处、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及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共同承办，全国26家图情档期刊作为媒体参加会议，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

200多名老师参与本次论坛。论坛旨在推动国内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研究生教育与培养，加强教育

界、学界、业界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探寻新形势下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新方向。

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刘会洲、国科大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汪寿阳到会并致辞，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冯惠玲等13位专家做了大会报告。

9月7日2018开学典礼合影

9月16日岗位培训班全体教师、导师合影

9月17日学术论坛全体与会者合影 9月17日学术会堂现场

7月9日夏令营师生合影

6Postgraduate Education
研究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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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文献情报中心党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中央和院党组有关党建工作的重要部署，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在“率先行动”计划和中心“一三五”规划实施中，较好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1. 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进

    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018年，文献情报中心党委团结带领全体党员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认真学习并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

“率先行动”计划和中心“一三五”规划实施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思想保障、组织保障和作风保

障。认真组织参加十九大精神学习班，提高党员干部理论水平。

按照党委中心组学习安排，分别组织了五次中心组学习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若干规定精

神的意见>的通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习近平总书记

在两院院士大会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科技创新重要讲话精神等。

通过学习，进一步提高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领导科技创新能力，强化了“四个意

识”、坚定了“四个自信”。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对党委参与“三重一大”内容和程序予以

进一步明确， 2018年，党委就中心事业发展战略规划、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绩效津贴发放、大额经

费使用等重大事项展开讨论，为行政领导班子提供重要参考意见。党委在中心中层干部选拔时突出

政治标准，突出能力导向，选拔了一批40岁以下（正处）、35岁以下（副处）的优秀年轻干部，其

中新提任8人。开展廉政教育，落实领导干部讲廉政党课要求。党委委员、中心法人做廉政建设专题

报告，结合巡视立查立改问题，开展了两次警示教育大会。

2018年2月5日，中心召开2017年度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主题是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署。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紧密结合自身思想工作实际，进行深刻的对照检

查和自我剖析，开展了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科院副秘书长汪克强到会指导作点评，并对文献

中心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和希望。

2. 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抓好基层党建各项工作

党委注重以“三会一课”为抓手，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以《中国

科学院基层党支部工作手册》为依据，认真抓好基层党建各项工作，建立了支部书记学习会制度，

组织6次支部书记学习会，党政领导与支部书记分享学习体会，加强支部党务骨干培训。

认真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参观“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观看

电影《青年马克思》，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召开纪念建党97周年主题报告会暨表彰大会，邀请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沈传亮教授作《中国改

革开放的历程与经验》的报告，表彰中心一批先进基层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

结合“双融双聚”主题实践活动、“不忘初心，重温入党志愿书”主题党日活动、“讲爱国奉献，

当时代先锋”主题活动，各支部组织学习南仁东、黄大年、王逸平、“灵长类体细胞克隆猴”科研

团队的先进事迹，加强学习型和服务型党支部建设。继续开展党建述职评议工作，查找不足，改进

工作，使其真正成为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的有力抓手。

加强统战工作，邀请全国政协委员刘筱敏作《政协委员履职报告》，支持民主党派成员参加院

京区非中共科技骨干培训班、台胞参加台湾同学会等活动。把好党员队伍质量的入口关，全中心共

发展新党员2名。

3. 推进制度建设，制定和完善党委、纪委各项规章制度

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制度建设，党委、纪委制定了《中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委员会工作制度》《中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纪律检查委员会议事规则》《中国科学院文献情

报中心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信访工作条例》等制度，使各项

工作有章可循。

1月25日党委中心组学习会议 2月5日2017年度民主生活会 5月2日组织签署廉政责任书 7月16日纪念建党97周年主题报告会暨表彰大会

7Party Building and Culture of Innovation
党建与创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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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强化风险防控和警示教育，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中心党政领导班子成员高度重视廉政教育，2018年初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发生变化，班子分工也

做了调整，随即重新编制了针对不同岗位职责的个性化责任书，并组织了层层签约。在中心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书签署大会上，中心法人做廉政建设专题报告，党委书记结合新员工入职培训和新生入

所教育，作诚信科研、廉洁从业的专题报告。中心组织开展了两次警示教育大会，一次是向中层以

上干部传达院警示教育大会精神，另一次是由纪委书记结合中心内审问题案例以及巡视立查立改问

题，作专题警示报告，党委书记结合相关案例对大家发出廉政提醒。

5. 以院党组政治巡视为契机，举一反三，认真整改落实

2018年10月10日—26日院党组巡视组对文献中心开展了政治巡视，中心各职能部门认真准

备、积极配合。10月26日巡视组向中心反馈了立查立改问题清单，共有9个问题。中心高度重视，

扎实推进，2018年12月25日完成立查立改问题的整改落实工作。2019年1月3日巡视组向中心进行

了巡视意见反馈，中心将按照巡视组的要求，从根本上查找原因，举一反三，认真整改，把中心的

党建工作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6. 党委认真履行职代会职能，积极维护职工权益

党委认真履行职代会职能，积极维护职工权益；加强对工、青、妇群团组织的领导，团结动员

广大科研人员和职工群众，紧紧围绕科技创新中心工作建功立业；坚持发挥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

作用，组织各项活动营造和谐凝聚的文化氛围。加大投入开展职工疗养、职工慰问、“送温暖”

帮扶特困职工、女职工专项体检等关心关爱职工工作。通过春节联欢会、趣味运动会、春秋游、瑜

伽班、观影活动、音乐欣赏会、“整十”生日会以及文体比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职工文化生

6月22日中心职工代表大会分组讨论会场

11月30日支部书记学习会议 12月25日中心党支部
参观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3月25日获得中科院
2018年度全民健身工作先进单位

1月10日举办职工“整十生日会”活动

6月2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10月30日中心召开警示教育大会10月10日中心迎接院党组巡视组政治巡视

7月26日中心党支部
参观“真理的力量”主题展览

1月29日2017年度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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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76

活。精心准备，以92.8的高分顺利通过北京分院“合格职工之家”复验。积极参加北京分院首届“全

民健身日”太极拳展示活动获得优秀组织奖。支持团委完成换届选举工作，组织“2018年奔跑吧 梦

想“活动。妇委会组织2018年秋季女科学家乐跑健走活动，设立文献情报中心哺乳室。2018年，中

心工会获得中国科学院全民健身工作先进单位、北京分院全民健身工作先进单位。

5月4日举办全民健身趣味运动会

8月23日组织职工休养

12月6日获得北京分院
2018年度全民健身工作先进单位

6月11日中心获得北京分院首届“全民
健身日”太极拳展示活动优秀组织奖

10月19日顺利通过院工会
“合格职工之家”复验

5月4日中心全民健身趣味运动会比赛现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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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数据库开通量

集团采购数据库 借助国家平台为全院开通的数据库

2016 2017 2018 2016 2017 2018

全文数据库 67 72 68 64 64 64

二次文献库 13 13 12 0 0 0

事实型、工具型数据库及其他 27 28 32 0 0 0

合计 107 113 112 64 64 64

8.1.2 电子资源数量（种）

类别 2016 2017 2018

外文期刊（种） 16836 18212 19,903

外文图书、工具书（卷/册） 143371 181134 183549

外文会议录（卷/册） 45303 50897 54476

学位论文（册） 607946 645500 760000

合计 813456 895743 1017928

8.1.3 印本图书、会议录、学位论文新增入藏量统计

类别 院中心 武汉中心 成都中心 合计

中文图书（种/册） 5228/5322 2350/3478 1452/1473 9030/10273

西文图书（种/册） 3927/3927 723/738 360 /370 5010/5035

中文会议录（种/册） 0/0 0/0 0/0 0/0

西文会议录（种/册） 2863/3143 0/0 0/0 2863/3143

标准文献（种/册） 0/0 0/0 0/0 0/0

学位论文（篇） 14748 103 0/0 14851

8.1.4 印本期刊统计/连续出版物新增量

类别 院中心 武汉中心 成都中心 合计

中文期刊（种/册） 13/113 217/3386 346/4342 576/7841

西文期刊（种/册） 2547/22000 218/1638 217/3566 3342/27204

日文期刊（种/册） 43/500 6/30 13/79 62/609

俄文期刊（种/册） 58/543 0/0 8/63 66/606

8.1.5 NSTL文献/索引数据加工量

类别 西文期刊论文

西文期刊论文（篇） 350410

日文期刊论文（篇） 3859

俄文期刊论文（篇） 7338

外文会议论文（篇） 37465

中文学位论文（篇） 8111

其他（篇） 17857

文摘（篇） 434679

引文（条） 12276455

8.1.6 ScienceChina 数据加工量

类别 期刊品种（种） 来源文献文摘（篇） 引文（条）

2018年加工量 1229 250400 7781234

ScienceChina数据库数据累计总量 1460 6189889 72458022

8.1.7 联合目录各类型资源新增数据总量

类别 书目总量（条） 书目增量(条)

西文会议 41586 4568

外文期刊 7271 551

西文工具书 1064 54

西文科技丛书 14150 1542

西文文集汇编 6862 409

西文图书及其它 7290 589

期刊签到 413000 24258

8.1  资源建设

8Service statistics
服务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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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文献阅览、外借及咨询等服务

项目 院中心 成都中心 武汉中心 合计

到馆读者（人次） 161063 132180 26654 319897

书刊流通
借阅人次 10378 25150 27003 62531

借阅册次 31135 4738 79272 115145

到馆咨询（次） 19260 3600 3896 26756

网上咨询（次）

（包含电子邮件、在线咨询）
2750 未统计 2835 5585

电话咨询（次） 5505 未统计 2359 7864

文献复制（千页） 1.05 4.12 5.04 10.20

音像制品购置（张） 10 0 0 10

全文传递（篇） 95637 17711 18701 132049

8.2.2 文献传递服务数量

       途径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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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

院中心 17856 14689 37257 34763 3663 3603 58776 53055
90.3%（含读者

主动撤销）

成都中心 3404 3404 1676 1676 14307 14307 17711 17711 100%

武汉中心 4532 4386 2702 2567 11916 11748 19150 18701 97.70%

合计 25792 22479 41635 39006 29886 29658 95637 89467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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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129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馆际互借的比例（馆际互借满足率） 99%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文献传递的比例（文献传递满足率） 93.5%

8.2.3 馆际互借

服务中心 返还型借书数量（册）

院中心 1667

成都中心 122

武汉中心 48

合计 1837

8.2.4 研究生信息交流学习室年度服务

项目 阅览（人次） 上机（人次） 书刊流通量（册） 培训/讲座/视听/沙龙数量 (场次/人次)

院中心 73321 2555 17364 94 / 3202

成都中心 25150 3510 2700 232/2476

武汉中心 24834 10169 72495 26/1540

合计 123305 16234 92559 352/7218

8.2.5 查新、引证检索、专题服务数量统计

项目 院中心 成都中心 武汉中心

收录引证检索（项） 2312 2212 3800

科技查新（项） 1172 1285 750

专题及其它（项） 5 36 3

合计（项） 3489 3533 4553

8.2  文献服务

8Service statistics
服务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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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类型 服务统计 院中心 成都中心 武汉中心 总计

下所次数
本地（次） 167 82 109 358

外地（次） 49 103 119 271

服务

服务课题组、试验室或野外台站（人次） 120 370 504 994

服务科研人员（人次） 725 2500 3224 6449

服务学生（人次） 2383 2600 2801 7784

到所培训
培训场次 92 128 50 270

培训人次 4254 3600 2743 10597

其他

学科化服务

检索文献（篇） 552 4100 3075 7727

查新收引（次） 15 81 180 276

专题信息（份） 32 45 36 113

单点开通资源（个） 1 0 0 1

课题跟踪（份） 8 48 19 75

发放培训及宣传材料（份） 1800 3500 2483 7783

VIP服务（人） 81 580 437 1098

学科情报、咨询报告（份） 32 62 104 198

咨询

服务

学科

咨询

电子邮件咨询（件） 205 800 1108 2113

电话（固话，手机等）咨询（次） 367 1600 910 2877

MSN、QQ或其他即时通讯咨询（次） 486 1000 2496 3982

实时咨询（次） 57 0 152 209

延时咨询（次） 132 0 36 168

一般

咨询

电子邮件咨询（件） 40 400 468 908

电话（固话，手机等）咨询（次） 163 500 305 968

MSN、QQ或其他即时通讯咨询（次） 20 500 1729 2249

实时咨询（次） 250 0 33 283

延时咨询（次） 20 0 5 25

所图服务
所级信息门户（个） 3 1 24 28

业务指导与咨询（次） 10 57 553 620

服务效果

本年度服务的用户（次） 7741 5100 5215 18056

本年度新增的用户（次） 4264 500 1179 5943

表扬信、感谢信（次） 20 38 1342 1400

8.3  学科化服务 8.4  情报服务

   为国家和院宏观决策提供的战略情报【政策类】

代表性

产品

基础前沿交叉领域专题研究组提出战略研究核心是“抓基础、前沿和交叉的科学突破”

韩国攻克半导体领域“卡脖子”技术的组织管理模式及启示

普京第四总统任期科技发展战略与计划解读

英国政府发布《推动英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报告

英国政府发布《让制造更智能》报告

新一轮全球能源革命态势前瞻性分析及对策建议

国外建立国家伦理委员会的经验教训

基因技术应用乱象及潜在风险

中国科学院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行动2017年成效显著

2018第4期“国家大科学装置”创新驱动发展动态

美国生物安全战略特点和启示

对华核能技术出口管制对我国的影响分析及应对措施

国外主要国家干热岩资源勘查开发案例

电动汽车发展趋势及对矿产资源需求

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新时代对湖北省建成支点走在前列的科技创新布局若干问题的思考

湖南省落实国务院实体经济减税降费政策情况报告

四川与经济大省发展比较研究

规划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将成都建设成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川东北地区区域建设国家绿色经济增长极的建议——“智库专家市州行”活动研究报告之一

围绕“金绿红蓝”做好川东北经济发展文章——“智库专家市州行”活动研究报告之三

美国提出半导体研究新机遇及对我院的启示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研究概述

俄罗斯修订科学院院长选举办法并选举产生新院长

数字变革环境下我国的机遇和挑战——OECD科学技术创新记分牌2017报告解读

8Service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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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的情报研究服务【监测类/快报类】

代表性

产品

国际粮食安全分析简报（6期）

中科院B类先导动态季报（4期）

科技资源配置与管理研究简报（12期）

先进制造与新材料动态监测快报（24期）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专题资讯（3期）

先进能源科技动态监测快报（24期）

生物安全科学研究动态监测快报（24期）

标准化信息快报（12期）

国际能源领域前沿科技扫描（6期）

广安市“341”工业产业发展行动计划（8期）

全球生物技术竞争力分析报告（11期）

网信动态半月报（24期）

信息科技监测月报（12期）

网络安全月报（12期）

人工智能快报（12期）

生物科技监测月报（12期）

战略生物资源（6期）

中科院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行动简报（10期）

知识产权动态（12期）

知识产权动态精选汇编2018（上、下）（2期）

   为学科（专业局）或创新基地提供的战略情报

代表性

产品

我国大豆分子设计育种成果与展望

稀土专利与研发体系分析

领域发展重点+重大项目+长短板应对举措（材料、制造）

领域“卡脖子”问题与短板（材料、制造）

领域科技需求与科技创新供给能力分析（材料、制造）

能源科技领域卡脖子问题和重点工作建议

能源领域科技需求与科技创新供给能力研究

能源领域的优势和短板描述

能源领域的科技需求描述

中国科学院改革开放四十年标志性重大成果：洁净能源

中国科学院改革开放四十年标志性重大成果：先进核能

能源科技战略重点布局

中美化工、冶金行业数据与资料调研

能源科技领域发展规划分析报告

2017年能源科技领域发展观察

磁约束核聚变国际发展态势分析报告

国际核聚变研究现状和发展态势

跨库检索访问前10位数据库 

序号 数据库名称 跨库检索次数

1 维普中文科技期库 530,762

2 Science Online 234,367

3 Taylor Francis Online Journals 226,747

4 Annual Reviews 221,676 

5 Elsevier 217,6600

6 Cambridge Journal 216,950

7 SpringerLink 电子期刊 215,829

8 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08,113

9 ACS(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8,205

10 IEEE/IEE Electronic Library 208,111

8.5  服务系统使用

   为国家和院宏观决策提供的战略情报【政策类】

代表性

产品

中长期发展规划（先进材料）

中国科学院能源领域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

The China Perspective on Energ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能源领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战略规划参考材料

Joule液态阳光论文国内舆情监测

信息科技领域发展态势与趋势

我国信息科技领域短板问题分析及研究建议

脑科学国际发展态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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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担单位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1

院文献

情报中心

国家基金

2019决策参考

2 科学基金学科资助结构图谱研究

3 从开放获取到开放科学的国外相关政策研究

4 中文网络文本的地理实体语义关系标注与评价

5 中欧产业环境创新对环境规制的响应及其绩效研究

6 中国管理科学发展态势分析（2012-2017年）

7 全球OA科技期刊出版大数据监测模型研究

8

国家科技文献

信息专项

STKOS超级科技词表内容建设机制与发展研究

9 STKOS关联数据发布及开放共享关键技术研究

10 用户画像模型及关键技术研究

11 科技文献大数据可视化技术方法研究

12 科技情报监测与评估分析技术研究

13 语义智能搜索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14 领域主题研究问题及线索发现研究

15 名称规范数据库建设2018

16 元数据规范体系建设2018

17 多元数据增值与知识计算方法研究与服务引擎建设

18 开放学术资源建设2018

19 开放资源权益规范及版权谈判2018

20 科学数据描述与组织方法研究

21 面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专题情报服务

22 面向政府部门的科技管理决策咨询研究服务2018

23 国家科技文献资源长期保存示范系统2018

序号 承担单位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24

院文献

情报中心
中国科学院

我院国际高起点OA期刊支持

25 院科技期刊综合评价体系建设研究

26 院期刊改革发展战略与策略综合研究

27 中国古代科技成果展品研发

28 科学属性 教育使命——科学图书馆科普教育体系构建

29 科普展品信息库开发

30 战略规划与科技体制改革研究

31 中长期规划研制-支撑18个专题研究的文献情报专项

32 颠覆性技术专题研究系列

33 B类先导专项动态报告

34 生物多样性监测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研发

35 科技创新年度巡展2018

36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思想研究

37 习近平科技创新思想之科技强国建设思想研究

38 中科院研究所知识管理信息库建设

39 学科知识服务中心建设

40 研究所个性化知识服务能力建设

41 学科领域专题情报研究与服务

42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网络建设

43 基础前沿交叉领域战略情报研究与决策咨询体系建设

44 分布式大数据中心资源体系建设

45 文献情报“数据湖”及开放式大数据框架建设

46 基于大数据计算的知识发现服务平台建设（三期）

47 科技文献自动综述关键技术与示范系统研究

48 知识发现服务平台中领域知识组织体系的示范应用

49
“中国科学院开放获取政策”及“中国科学院所属机构开放获取政策

落实操作指南”编制

8.6  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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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担单位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50

院文献

情报中心

中国科学院

我院科研态势感知数据体系和服务平台建设（一期）

51 国民营养与粮食安全专题文献情报调研与跟踪

52 中科院科技创新巡展2018香港站

53 未来科技发展态势研究——基于文献计量分析

54

省部级项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翻译服务

55 国际预印本平台发展现状及其与科技期刊出版关系

56 支持采集工程的院士群体基本信息分析与挖掘

57 科技期刊分级目录遴选发布工作平台建设

58 “中国院士数据库”（二期）完善与增强建设

59 科技创新智库运行机制和影响力分析

60 世界技术前沿跟踪研究

61 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领域科学计量分析

62

成都文献

情报中心

国家基金

成渝城市群综合科技服务体系架构与平台运营模式研究

63 多形态专业知识深度加工技术及应用

64 技术创新路径识别与预测的多元关系融合方法研究

65

中国科学院

2021-2035年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编制

《世界科技发展态势与环境分析专题》

66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信息服务

67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情报保障与咨询服务

68 2018中科院知识产权专项

69 青促会项目

70 2017西部之光

71 我国生物经济发展现状、基于挑战及政策建议研究报告

72 科技动态监测与战略分析

序号 承担单位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73

成都文献

情报中心
省部级项目

四川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形态研究

74 四川创新创业背景下科技成果加速转化模式研究

75 四川省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现状与发展路径研究

76 “一带一路”战略下四川省信息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77 军民融合创新中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模式研究

78
四川省“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以眼镜与天然产物领域为例

79

武汉文献

情报中心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

80 院知识产权挑战计划（高性能钢）

81 生物领域情报调研项目

82 领域态势感知数据采集、挖掘与分析

83 科技政策与评价

84 院文献情报能力建设专项——能源

85 院文献情报能力建设专项——材料制造

86 我院科研动态感知数据体系和平台服务建设

87 情报监测平台技术性能提升和服务支撑

88 学科知识服务中心建设

89 中国科学院失效专利状况及成因分析

90 期刊同行评议专家精准推荐及评价方法研究与示范

91

省部级项目

金溪县香料香精产业创新发展规划

92 国际能源技术跟踪与进展研究

93 生物安全关键技术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94 湖北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及支撑产业的对策研究

95 湖北省基础研究竞争力评价与提升的对策研究

96 湖北省与“一带一路”国家科技合作调研与政策研究

97 武汉与同类城市的大学生人才政策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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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bi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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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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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  政协副主席万钢参观“率先行动 砥砺奋进——十八大以来中国科学院创新成果展”。

4月9日  文献情报中心组建“科学计量中心”，作为“知识服务创业中心”的内设事业部。

4月12—13日  文献情报中心“阵地服务协调组及科学文化传播协调组扩大会议”在武汉文献情报中

心召开，协调组共35名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就协调组成员单位优秀案例、探索创新与工作思考等进行了

充分展示与交流，并针对2018年协调组工作部署及工作计划展开了讨论。

4月18-19日  为促进院文献情报系统期刊出版学术交流和工作经验分享，通过协调组机制推动期刊业

务发展，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出版协调组在武汉召开了2018年度工作研讨暨业务交流会。协调组成员以及

参与2018年协调组工作的科技期刊代表20余人参加了会议。

5月2日  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院党组和中心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求，文献情报中心举

行廉政建设专题报告会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签署大会。中心党政班子成员、挂靠单位负责人、中层干

部、业务部门负责人、课题组长、关键岗位人员100余人参加了会议。

5月13-14日  应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邀请，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刘会洲带队科学计量中心赴FAST开

展工作交流。

5月14日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委员长朴泰成带领朝鲜劳动党友好参观团参观“率先行

动 砥砺奋进——十八大以来中国科学院创新成果展”。

5月19日  2018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主场启动仪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在中科院科学传播局

的领导下，文献情报中心牵头承担了此次科技活动周主场第二展区——“科技创新成果展”的布展任务。

5月19-20日  中国科学院第十四届“公众科学日”在全国各地的院属科研院所同时拉开帷幕。文献情

报中心积极参与了科学日活动，紧扣“科普”与“阅读”，开展了10余场以“科学之春”为主题的科学讲

座、科普书展、科技展览、互动体验活动，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及家长和社会公众思考科学、阅读经典。 

5月20日  在中科院“公众科学日”启动仪式上，成都文献情报中心被授予“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全民

素质行动纲要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5月31日  中国科学院2018年第5次院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率先行动”成果展调整为常设展及院

史馆建设联动调整方案》，并将“率先行动 砥砺奋进——十八大以来中国科学院创新成果展”更名为“率

先行动 砥砺奋进——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创新成果展”。

1月8日  文献情报中心领导班子个别调整宣布会议召开。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黄从利，中国科学

院北京分院分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王树志等出席会议。文献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各

部门负责人及档案馆职工代表参加了会议。王树志宣读了中国科学院关于潘亚男、李春旺职务任免的通

知。潘亚男任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免去李春旺的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职务。

1月9日  科睿唯安中国区总裁郭利一行访问文献情报中心，双方就2018年产品发布、数据合作等事宜

进行了进一步沟通探讨，以期通过战略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合作研究、共同发展。

1月26日  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刘会洲、党委书记兼副主任何林一行到清华大学图书馆调研。清华大学图

书馆馆长邓景康、副馆长窦天芳接待了刘会洲主任一行。双方就各自图书馆的发展历史、图书馆体系、管

理运行机制、学者库建设与成效等进行了交流。

2月2日  文献情报中心召开2017年度领导班子与领导人员年度考核测评会。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分党

组书记、副院长马扬，院文献情报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职代会常

设主席团成员、中层领导人员、正高级和副高级专业技术骨干人员参加了会议。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刘会洲

代表本届领导班子作届中述职报告。

2月5日  院文献情报中心召开2017年度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文献情报中心党委书记何林主持会议，

班子成员刘会洲、刘细文、李春旺、潘亚男参加会议。中科院副秘书长汪克强、北京分院综合处处长王宁

到会指导。

2月8日  文献情报中心2017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以视频形式在北京主会场及成都、武汉二个分会场隆重

举行。全体中心领导和地区中心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全体职工参加了大会。刘会洲主任作了工作报告。会议

还对全中心优秀部门、优秀团队、优秀单项、优秀个人进行了表彰。

3月20日  中国科学院厅局文件促字［2018］6号文通知，由刘会洲同志担任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中心主任，由张志强、张智雄同志担任副主任，任期与各自现任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领导职务任

期一致。

3月27日  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参观“率先行动 砥砺奋进——十八大以来中

国科学院创新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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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5日  第三届“中国合理使用周”在北京举办。本次会议由文献情报中心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

举办、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协办。本届会议围绕图书馆数字资源利用与服务中的合理使用问题

及权益管理进行深度交流与讨论，引起国内图书馆、科研机构、出版社等广泛关注。

6月25日  文献情报中心与科睿唯安在北京联合发布了《G20国家科技竞争格局之辩》系列报告，报告

分为总体篇及人工智能专题篇，聚焦G20国家的科研产出规模、学术影响力、领域分布、国际合作、规划

布局等科技发展态势，研究各国总体及人工智能领域的科研表现力和技术创新力，揭示了中国在G20国家

科技竞争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及面临的挑战。

6月26日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中科院副院长、理事会理事长张涛出

席并致辞。原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理事会理事长李静海应邀出席。会议宣布“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

馆理事会”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理事会”，并公布了理事会组成人员名单。

7月2日  第72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米罗斯拉夫•莱恰克参观“率先行动 砥砺奋进——中国科学院‘率先

行动’计划创新成果展”。

7月13日  中国科学院《关于撤销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院级非法人单元的通知》（科发函字〔

2018〕311号），撤销院级非法人单元“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

8月6日  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玛丽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一行参观“率先行动 砥砺奋进——中

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创新成果展”。

9月6—21日  人力资源处举办了新员工入职培训，来自地区中心和院中心31位新职工参加了培训，学

习中心的业务布局和管理制度

9月14日  全国科学院联盟文献情报分会2018年工作会议在河北石家庄举行。本次会议在中国科学院

科技促进发展局指导下，由文献情报分会牵头单位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河北省科学院承办。来

自19个地方科学院和文献情报中心、研究所负责文献情报共享服务的领导、专家和责任馆员、科研人员等

近百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科技智库情报服务区域发展”主题，深入讨论了科技创新中更好地发挥文

献情报的作用，以及战略情报研究工作如何更好地服务宏观决策和产业发展。

9月14日  文献情报分会文献情报共享工作在2018年全国科学院联盟8个分会工作的评比中获得第

二名。

9月27日  文献情报中心选送的“中国古代数学展”和“古书中挖掘古人成就 互动中读出古人智慧”

系列科普互动展览，获得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办的第二届“科普阅读推广优秀案例征集评选

活动”一等奖。

9月27-28日  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战略情报研究工作协调组主办的“2018战略

情报研究学术论坛”在武汉召开。来自院内外20多家单位的140余名代表参加了论坛。中国科学院发展规

划局副局长黄晨光、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袁志明、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刘会洲出席论坛并致辞。 

9月30日  “时代楷模”天眼巨匠南仁东事迹展暨南仁东塑像揭幕仪式在文献情报中心举行。

10月10—26日  中国科学院党组巡视组对文献情报中心开展政治巡视。

10月10日  院党组巡视组巡视文献情报中心动员大会召开。院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巡视办主任杨

卫平作动员讲话，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刘会洲代表领导班子作了单位整体情况报告，文献情报中心党委书记

何林作了院文献情报中心全面从严治党专题报告。动员会由北京分院纪检组组长倪宏主持。

10月10日  由中国科学院、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和泰国科技部联合主办，文献情报中心承办的“中科院

科技创新成果巡展 • 曼谷站”在泰国曼谷开幕，这是中科院科技创新成果巡展首次在海外展出。

10月14日  中国科学院发文表彰在“率先行动”成果展工作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文

献情报中心荣获先进集体。同时，李春旺、龚惠玲、杨琳、刘峻明、敖妮花、赵耀6人获得先进个人的表

彰。

10月16日  文献情报中心调整部分业务部门名称：资源建设与知识组织中心更名为资源建设部，信息

系统与知识计算中心更名为信息系统部，情报分析与知识产品研发中心更名为情报研究部，用户服务与知

识传播中心更名为咨询服务部，图书馆与知识学习中心更名为文献服务部，院史馆与文化交流中心更名为

院史馆，科技期刊与知识服务中心更名为编辑出版中心；增设研究生教育处（科教融合办公室），负责中

心研究生教育和科教融合的相关工作。

10月16—17日  第七届中国开放获取推介周在文献情报中心举办。本届会议聚焦开放科学的新发展，

共设置了21场讲座、3场专家讨论和1场圆桌论坛。来自科研界、教育界、图书馆界、期刊界和出版界同

仁300余人参加了会议。

10月26日  文献情报中心和美国化学文摘社在上海举行生物制药专场发布会，联合发布生物制药领域

的全球科技趋势报告，包括整体报告《生物制药研发态势分析报告》和专题报告之一《抗体药物研发态势

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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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11月2日  由文献情报中心主办的第二届“数据驱动知识发现”国际研讨会暨“知识图谱

理论与实践”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美国、荷兰、比利时、挪威、德国以及国内40余家机构的130多名代

表参加了会议。

11月3日  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发文表彰2016—2017年度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奖获奖单位，文献情

报中心获科学传播、政务信息和科技出版先进单位。

11月9日  由中国科学院主办、文献情报中心承办的“中科院科技创新成果巡展”活动在香港科技园开

幕，这是中科院科技创新成果巡展首次在香港举行。

11月24-25日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办、文献情报中心承办的第215期双清论坛在北京举办。来

自基金委、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等20个机构的35位专家学者，围绕“开放科学的政策与实践”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12月3-4日  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刘会洲、研究员张晓林、主任助理赵艳代表文献情报中心参加第14届

柏林开放获取会议。刘会洲主任在会议上代表中国科学院发布立场声明，明确表示支持OA2020和开放获

取S计划，支持公共资助项目研究论文立即开放获取，并与参加本届会议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科

技图书文献情报中心共同全面支持研究论文免费阅读。

12月27日  文献情报中心主办的“慧”系列智能知识服务产品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

涛出席发布会并致辞，副秘书长汪克强主持会议。国家科技图书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彭以祺受邀出席发布

会。以“慧眼”和“慧科研”为代表的“慧”系列智能知识服务产品是中国科学院为科学家群体研发的智

能知识服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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