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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

图书馆召开中心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精神
7 月 5 日上午，图书馆召开中心组扩大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介绍

会议，学习贯彻中央和学校关于开展党的

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指导思想、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精神，并

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基本原则和方法步

结合图书馆工作实际，安排部署图书馆教

骤，安排部署了图书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育实践活动工作。图书馆馆领导、部室主

教育实践活动的相关工作。

任、支部委员、党员代表及业务骨干参加

张书记最后指出，在全党深入开展党

了会议。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党中央在新
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
策，是顺应群众期盼、加强学习型服务型
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
署，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我们一
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讲
话精神，按照学校党委工作部署，以高度

图书馆党总支书记张应祥传达了中央

的政治责任感、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扎实的

关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

工作作风，结合图书馆实际工作，把教育

会议精神、陈小筑书记在学校党的群众路

实践活动组织好、开展好。

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以

董凯

及《中共西北工业大学委员会深入开展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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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各党支部组织学习中央
4 号文件及相关会议精神
7 月 12 日，图书馆各党支部按照学校党

会上，图书馆党总支张应祥书记就此次

委及图书馆党总支要求，组织各党支部党员

图书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出

及部分群众代表，集体学习了中央 4 号文件

四点要求：一是图书馆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

及相关会议精神，并通报了图书馆开展党的

深入学习，带头调查研究，带头开展批评和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工作安排，会议由

自我批评，要在活动中做出表率。同时要求

各党支部书记主持，党总支书记张应祥分别

广大群众也要加强学习；二是围绕教育实践

参加了会议。

活动主题，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和报道，要使

各党支部根据图书馆党总支 7 月 5 日图

图书馆全体党员群众高度重视此次活动；三

书馆中心组扩大会议精神，就图书馆党的群

是在活动中要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并且统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安排进行了部署。

筹兼顾，正确处理图书馆日常工作与教育实

同时组织与会人员就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践活动的关系，充分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

实践活动指导思想、总体要求、主要目标、

作用、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基本原则和方法步骤进行了深入学习，并且

作用；四是活动中要以团结为重，以转作风、

对《西北工业大学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促发展为目标，把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作为推

动中教职工党员学习材料》等部分文件内容

动图书馆科学发展的动力。

进行了集中学习和讨论。

董凯

图书馆召开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座谈会
9 月 3 日、4 日，图书馆党总支分别组织

会”、“副高级以上职称人员、业务骨干及党

召开了“中层干部及党支部书记座谈会”、
“教

支部委员座谈会”、“青年职工代表座谈会”

代会代表、部门工会委员及办公室人员座谈

四个座谈会，征询和听取职工对图书馆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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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子及成员在工作作风方面的意见、建议和

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基本要求和重点

不足。参会人员共计 47 人，占图书馆职工总

任务以及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重要性进行了

人数的 68%。

传达，并就学校和图书馆在教育实践活动中
的相关工作安排进行了通报。随后，参会人
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图书馆领导班子
及领导干部提出了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这
四个座谈会的召开，为下一阶段开展领导班
子及成员查摆问题、开展批评、整改落实、
建章立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座谈会上，张应祥书记对党的群众路线

董凯

图书馆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民主评议会
9 月 9 日下午 2：30，图书馆党的群众路

会议首先由张应祥书记传达了中央开展

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民主评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基

议会在友谊校区图书馆东馆二楼会议室召

本要求和重点任务以及学校就聚焦“四风”

开。袁建平副校长、组织部訾芳老师、图书

问题、广泛听取意见的讲话精神，并对学校

馆馆领导、中层干部、党支部委员、教代会

向广大师生员工征求意见的相关工作安排进

代表、部门工会委员以及业务骨干及青年职

行了通报。随后，由党总支副书记戚红梅副

工代表等共计 44 人参加了评议会，会议由图

馆长通报图书馆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情况，安

书馆党总支书记张应祥主持。

排下一阶段工作。
袁建平副校长在讲话中指出，图书馆是
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
的学术性机构，图书馆的灵魂是“传播知识、
服务师生”，每一位职工在工作中要时刻牢记
“敬畏知识”的工作理念，这种理念表现在
对工作的热爱，对读者的尊重，对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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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参会代表对图书馆领导班子及成

班子及全体职工，结合此次党的群众路线教

员进行了民主测评。

育实践活动，改进工作作风，努力提高服务

董凯

质量，使图书馆的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图书馆各党支部组织党员学习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文件精神
9 月 25 日，图书馆三个党支部分别组

心，体现了“实干兴邦”的态度和魄力，以

织党员学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党的群众路

及求真务实的作风和形象。大家表示，在今

线教育实践活动专刊”相关内容，会上传达

后的工作中，将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

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及李克强总理等国

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以饱满的精神

家领导人在各省调研时指导党的群众路线

状态、扎实的工作作风，积极推进图书馆党

教育实践活动的讲话精神。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脚踏实

通过学习，大家认识到，开展群众路线

地，勤奋工作，为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再做

教育实践活动在现今形势下非常必要，中央

贡献。

的“八项规定”彰显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决

图书馆设立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意 见 箱
为广泛听取广大读者的意见和建议，确保图书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取得实效，图书馆在友谊校区图书馆东馆一楼大厅和长安校区
图书馆一楼大厅分别设立了实体意见箱，同时开通了征求意见专用电子
邮箱：lib@nwpu.edu.cn。图书馆意见箱将长期设置，欢迎全校师生员工
对图书馆的各项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4

图书馆

图书情报工作通讯

工作动态

图书馆党总支开展庆“七一”专题学习活动
为迎接建党 92 周年的到来，7 月 5 日上

信息服务。办公室关红谈了自己从事图书馆

午，图书馆党总支开展了庆“七一”专题学

工作 20 余年来作为一个普通图书馆员的梦

习活动。图书馆馆领导、部室主任、支部委

想，图书馆工作是辛苦的，烦琐的，但当你

员、党员代表及业务骨干参加了学习活动。

将一项工作不止作为谋生的工具时，你就会

此次专题学习活动安排了两项内容。首

在平淡中领略幸福，在付出中体会快乐。读

先由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助理闫晓弟老

者服务部侯静的梦想就是为读者服务，帮助

师做了《数字图书馆与移动图书馆前沿技术

每一个读者圆梦，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享受

与实践》的报告，报告从图书馆资源发现系

到人生出彩的绚烂、梦想成真的幸福、成长

统、移动图书馆及电子资源管理几个方面对

进步的快乐。文献建设部的郝天侠梦想未来

图书馆发展的趋势及服务的新动向进行了详

的图书馆就是如同博尔赫斯的诗句描述的那

细介绍和阐述，揭示了当前国内外图书馆界

样：
“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

的新技术发展趋势。

图书馆的模样。”
通过此次学习活动，开阔了大家的视野
和眼界。特别是闫老师的报告使大家了解了
图书馆发展前沿技术，提升了馆员的专业知
识。而几位馆员的“我的工大梦”交流也使
大家增进了解和沟通，为今后更好的立足本
职岗位为西工大做贡献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由图书馆五位参加学校“我的
工大梦”征文的馆员就“我的工大梦”为主
题进行了专题报告交流。信息咨询部的谭英
和牛悦分别谈了自己的学科服务工作的认
识，他们的工大梦就是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学
科馆员，为西工大师生提供更深层次的学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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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校区图书馆西馆搬迁工作顺利完成
为了配合学校整体规划和建设，图书馆

并和馆员一起运送图书。此次搬迁工作正值

在暑假期间完成了友谊校区图书馆西馆各阅

酷暑，烈日炎炎，但馆员们没有人抱怨，大

览室 54 万余册图书资料的腾空搬迁工作，清

家放弃了暑期的休息时间，全力投入到搬迁

查并整理了 1958 年建馆以来的文献资料。

工作中。为了保质保量完成搬迁任务，大家

由于此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为保证

每天早早来到现场，在闷热的阅览室里标号、

搬迁工作顺利进行，图书馆多次召开会议对

打捆，挥汗如雨，每天加班到晚上 10 点多钟，

搬迁工作进行研究，制定了周密的搬迁计划。

好几天还晚上加班到 12 点多。馆员们齐心协

为了不影响读者正常利用图书馆，在搬

力、充分发扬团结协作的精神，终于在 8 月

迁前的两周时间里，图书馆一边正常开馆接

20 日前将 54 余万册图书分别搬迁至友谊校

待读者，一边对各种文献进行整理、下架、

区图书馆东馆及长安校区图书馆，按期完成

打包，全力做好西馆腾空搬迁准备工作。

了西馆搬迁任务，为学校的整体规划做出了
贡献。

8 月 1 日起西馆阅览室腾空搬迁工作全

刘志云

面开始，馆领导每天到现场指挥搬迁工作，

金秋送爽，桂花飘香。2013 年 9 月 24 日
上午，由陕西省高校图工委、西工大图书馆、
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13
年陕西省数图新服务应用研讨班”在我校会议
中心第五会议室顺利召开。来自全省各高校图
书馆、公共图书馆、科研院所等 70 多家单位

研讨会由万方数据公司副主任孙天慈女

近 300 名图书馆界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就
“研

士主持。陕西省高校图工委秘书长张惠君女

讨数图应用新服务，进入知识服务新时代”这

士致开幕词，她指出数字图书馆新服务的应

一主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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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图书馆服务水平的提升至关重要，为

的五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分别针对“资源

此，陕西省图工委近期将举办一系列培训班、

发现助推信息服务”、“知识服务新功能在信

研讨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些新服务、新

息服务中的应用”、“数字环境下专利信息的

技术、新应用，促进数字图书馆领域的发展。

智能挖掘与应用”、“西工大长安校区图书馆

我校图书馆馆长李铁虎教授代表西工大对到

建设思路与实践”及“知识服务时代下国家

会的来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肯定了万方公司

科技图书馆文献中心数字图书馆建设”等主

在图书馆新技术发展与应用方面做出的巨大

题进行了报告。此次研讨班采取现场授课及

贡献，相信此次研讨班的举办是在数图建设

网络直播的形式，使陕西乃至全国图书馆界

与图书馆发展转型阶段的应时之举，希望图

亲历见证各种数图新服务、新应用的推出与

书馆界抓住机遇，开拓创新，大力推广数图

发展，共同促进数字图书馆事业的繁荣与昌

新服务。

盛，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

研讨班在热烈的气氛中拉开序幕，应邀

化传承做出应有贡献。

图书馆深入院系开展数据库检索培训
——“EBSCO 全文数据库培训讲座”在管理学院顺利举行
和检索技巧，为今后的学术研究、开题及毕

2013 年 9 月 17 日下午 14:00-16:00，
“图

业论文写作打下良好基础。

书馆系列培训讲座之‘EBSCO 全文数据库培
训讲座’”在管理学院 210 学术报告厅顺利举
行，本次培训由 EBSCO 高级培训讲师任晓
裕主讲，培训内容包括 EBSCO 公司简介、
EBSCO 数据库收录情况、EBSCO 数据库介
绍、EBSCOhost 平台功能介绍/数据库检索、
Smart Text Searching(智能文本检索)、检索快

针对有需求的院系、科研团队和学科色

报、期刊快报、翻译及朗读功能、EBSCOhost

彩较突出的数据库，图书馆将长期开展深入

iPhone/iPod Touch/Android 应用程序等内容，

院系的培训工作，力求为广大师生的学习和

培训中学生们就关心的问题详细咨询了任晓

科研工作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学科服务。

裕老师，通过此次讲座，管理学院的学生们

燕辉

初步掌握了 EBSCO 全文数据库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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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活动

图书馆部门工会举办“记录精彩，感受春天”
摄 影 展
在党的生日“七一”来临之际， 为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给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
展示自己、相互交流的平台，图书馆部门工会举办了一次“记录精彩，感受春天”摄影展活
动。旨在用细腻的镜头，独特的视角，展现西工大图书馆人的精神风貌和大自然的美丽景色。
自 5 月 13 日活动通知发出之日起，全馆职工立即行动起来，陆续收到不少职工的参赛作
品。大家相互点评，交流心得，掀起了一阵摄影热。截止 6 月 3 日，共收到 37 名职工的 138
张摄影作品。
6 月 13 日下午，图书馆部门工会特邀请宣传部郭友军老师对图书馆参展作品进行评
选。郭老师首先对图书馆职工摄影作品的整体水平及职工参与活动的热情表示了肯定，接着
从摄影三要素“光影、构图、瞬间”的角度对作品进行了点评，随后与图书馆馆领导、工会
委员们一同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评选出 12 幅获奖作品，35 幅优秀作品。评选结束后，图书馆
部门工会把所有获奖作品制作成展板，在新、老
校区图书馆进行为期两周的展出。
用镜头记录春天的绚丽景色，用照片点亮人
们的心灵，为生活绘出优美的篇章。此次摄影展
活动，既展现了图书馆馆员的风采与才华，也丰
富了馆员的业余生活，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部分摄影作品已在西工大图片网上展出，欢
迎广大师生欣赏。
部门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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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书 馆 部 门 工 会 举 办“ 魅 力 女 人 •
专业色彩”美容知识讲座

目的和意义，她

为了丰富图书馆职工文化生活，提高女性
自我审美和保健水平，展示新时代图书馆女性

希望通过此次讲座丰富大家的美容知识，提

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9 月 17 日下午，图书馆

高个人审美观，展示个人的美丽形象，以更

部门工会特邀请陕西电视台高级化妆师陈燕

加愉悦与自信的精神风貌从事工作与生活。

老师为全馆广大女教职工进行了一场主题为

讲座在期待中开始，陈燕老师首先给大
家讲解了四种不同肤质皮肤的特点与护理方

“魅力女人•专业色彩”的美容知识讲座。

法，然后介绍了皮肤护理的基本步骤与程序。

此次讲座得到了学校工会及图书馆领导
的大力支持。图书馆馆长李铁虎教授亲临现

为使大家有更直观的感受，陈燕老师请一位

场，他首先代表全体馆员对陈燕老师的到来

女职工为模特，为大家现场演示了基本生活

表示热烈欢迎，他希望通过这次讲座，能提

妆的化妆流程。陈燕老师不仅详细讲解与示

高女职工们审美水平，努力营造一个“美”

范，并传授了许多浅显易懂又方便易学的小

的氛围，给大家的工作、家庭及生活带来享

窍门，在场的女同胞们都感到非常实用。通
过近两个小时的讲座，女职工们都得到了一
次美的熏陶与体验，受益匪浅。
会后，图书馆部门工会还给到场的女职
工们赠送了精美的小礼品，并表示今后会继
续举办类似的讲座，以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
提高职工文化生活。

受，使图书馆的工作更上一层楼。图书馆部

部门工会
门工会主席戚红梅副馆长介绍了此次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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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园地
编者按：
亲爱的新同学们：当你们满怀理想和憧憬迈入大学校门的
那一刻，就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图书馆将伴随你度过一
生中最宝贵的四年大学时光。为了使你们尽快了解图书馆，掌
握利用图书馆的方法，本刊特开辟《新生园地》专栏，希望对
你们有所裨益。

图书馆致 2013 级新生的一封信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首先我代表图书馆全体老师向来自祖国各地的新同学表示最衷心的祝贺，祝
贺你们荣幸地成为西北工业大学的新生。希望你们在大学生涯中经常来图书馆读
书学习，我们将全心全意为你们提供最优质服务。
从中学进入大学，教与学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学摆脱了高中“以教为
主”的教学模式，以发挥自我潜能为主。大学教育的核心价值在独立学习，独立
学习就是自己去找文献资料，去阅读文献资料。图书馆正是具有丰富的文献信息
资源、并能培养大学生自学能力的重要场所。希望你们充分利用图书馆的丰富资
源，补充和深化课堂知识结构，培养自己的信息素质与信息能力，使这里成为你
们学无止境的大课堂。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现有工作人员 126 人，下设文献建设部、信息技术部、
信息咨询部、读者服务部、办公室等四部一室。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经过 70 多年来的建设与发展，基础设施日臻完善，服务
效能进一步提高，为学校教学科研提供了全方位文献信息保障。图书馆现有馆舍
总面积约 46000 平方米，由友谊校区毗邻的东、西两馆和长安校区图书馆组成。
西馆于 1958 年建成，目前使用面积约 3500 平方米；东馆是 1993 年由香港爱国人
士邵逸夫先生捐资 500 万港币、我校出资 1750 万人民币在原馆东侧建成，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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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0 平方米。长安校区图书馆于 2013 年 5 月 4 日开馆试运行，长安校区图书馆
设计定位为一个藏、借、阅、研四位一体的综合性研究型现代大学图书馆，面积
32000 平方米，设计藏书 160 万册，阅览座位 4000 席。
截止 2013 年 8 月底，图书馆累计馆藏达 320 余万册，特藏有姜长英航空史料
约 5 千册，历届学位论文 2.2 万余册。目前共有各类数据库 89 种，子库 246 个，
其中外文数据库 60 种、中文数据库 29 种。包括中外文电子图书 127 万余册，中
外文电子期刊近 2.8 万种，国内外学位论文 389 万余篇，国内外会议论文近 13 万
种，科技报告近 100 万篇、技术标准近 11 万篇。形成了以三航（航空、航天、航
海）为特色，以三 M(材料、力学、机械)、3C（计算机、电子通信、自动控制）为
支撑，兼顾基础学科（数、理、化、生）及管、文、经、法、医相结合的较为完
善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最大限度地满足全校师生的文献信息需求。
图书馆实行藏、借、阅、咨、管一体化管理模式。每周开放 101.5 小时，阅
览服务每周 83.5 小时，寒暑假、节假日坚持开放。年接待读者最高约 200 万人次，
借还阅览书刊约 180 万册次。读者在图书馆借阅书刊、进入图书馆门禁时统一使
用“校园一卡通”。如在使用图书馆各种资源与服务的过程中有什么疑问，请您向
图书馆老师进行咨询，也可登陆图书馆主页 http://tushuguan.nwpu.edu.cn/，访问
入馆指南栏目，一定会得到一个详细、满意的答案。
图书馆希冀与新生读者们共同努力，营造出一个洁净、温馨、舒适的读书环
境，图书馆全体老师愿竭力为你们提供优质服务，也希望你们支持我们的工作，
自觉遵守图书馆的各项规章制度，共建一个文明、开放、和谐的图书馆。
最后，祝同学们在学业上取得更大进步！
馆长：李铁虎教授
2013 年 9 月 1 日

图书馆实行门禁管理系统，在一楼大厅设有借书处、还书处，读者借、还书手续在此集
中办理。
读者凭校园“一卡通”经门禁闸机刷卡进入图书馆，阅览室、书库均实行开架借阅，读
者可自行选书。选书过程中，未选中图书可放到阅览室、书库所设的还书车上，由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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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进行上架；选中图书，可在阅览室、自修室阅览，阅览后放在室内所设的还书车上；如
需外借，可到一楼大厅办理借书手续。
一、书库图书借阅册数与期限
读者类型

册数

期限

院士、博导

30

60

教师

20

60

博士生

20

60

硕士生、教改班、留学生

15

60

本科生

10

30

离退休职工

10

60

注：
1、预约：读者根据自己需要，可自行在网上预约书库图书。每人可预约图书 2 册，预约
图书给予保留 3 天。
2、续借：读者根据自己需要，可自行在网上续借图书。所借图书在到期前 3 天内续借一
次。教师、硕士生以上读者续借期限为 20 天，本科生读者续借期限为 10 天，过期图书不能
办理续借手续。
3、通借通还：友谊、长安校区读者可凭本人校园“一卡通”在本校区图书馆借阅另一校
区图书馆馆藏图书，每人限借 2 册。
二、阅览室借书册数和期限
图书阅览室向读者提供短期外借服务，读者一次可借 1 册，借期 2 天，续借 2 天。

培训计划

2013-2014 学年第一学期信息资源
利用专题培训计划
为了帮助全校师生，特别是教师、研究

从 9 月 18 日（第 3 周周三）起，继续开展信

生能够充分利用我校图书馆的各种网络数据

息资源利用专题培训讲座，具体安排如下：

库资源，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图书馆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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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名称

内

容

第一讲

EBSCO 全学科数据库使用培训

EBSCO 公司简介；EBSCO 数据库收录情况；
EBSCO 数据库介绍；EBSCOhost 平台功能介绍、
数据库检索。

第二讲

WILEY
——一起探寻 Wiley Online Library
为你的学习研究提供动力

WOL 提供了什么内容；如何在 WOL 内浏览并检
索；如何定制自己的 WOL；如何在校外获得访问
授权；WOL 分别为读者/作者提供哪些工具。

第三讲

NoteExpress
——论文写作的有力助手

文献管理软件的作用及意义；NoteExpress 软件介
绍；NoteExpress 软件的使用方法。

第四讲

Springer
—为您的科研事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Springer 公司介绍；Springer 资源介绍；如何在
SpringerLink 平台上寻找文献；投稿简介。

第五讲

图书馆资源发现之旅

全面介绍图书馆电子资源的类型、特点及其功用，
包括数据库、电子期刊、电子图书等；介绍电子
资源的主要检索方法和检索技巧；以及如何利用
图书馆的各项信息服务。

第六讲

Taylor & Francis ST 科技期刊数据库
资源推荐与平台使用

使用统计分析，期刊资源推荐，根据使用情况和
期刊内容，向用户推荐最适合的资源；平台使用
介绍。

SCOPUS 数据库介绍及使用

Scopus 收录了来自于全球 5,000 余家出版社的近
19,000 种来源期刊，是全球最大的文摘和引文数
据库。该库收录学科全面，涵盖四大门类 27 个学
科领域。

三大索引数据库及其它外文文摘
数据库的使用

主要介绍 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
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三大索引数据库以及
CSA、OCLC 等外文文摘数据库的内容及功能，
并重点介绍这些数据库的检索方法，帮助老师和
同学了解三大索引检索工具对于科研、评职、申
请奖项、工作成就鉴定等的重要意义。

最新学科研究热点与前沿信息的获取

深层次分析数据库中与我校学科领域相关的最新
学科热点研究论文、最新研究前沿及最新国际会
议信息等，以期能对我校师生开展学术研究、项
目立项、开题等学术研究活动提供帮助。

原文获取途径与文献传递服务

介绍原文获取的途径，特别是我馆未收藏文献的
获取途径和技巧，详细介绍我馆提供的文献传递
服务、收费原则、优惠政策及获取该服务的方法。

第七讲

第八讲

第九讲

第十讲

培训地点：图书馆东馆北一楼信息检索中心（友谊校区）
长安校区由于搬迁原因本学期暂不安排培训,如果有需求可以在院系安排培训。
联 系 人：施薇

电话：88492928

邮箱：xxzx@nwp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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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咨询

2013 年第三季度三大索引网络版收录我校论文情况
2013 年第三季度三大索引网络版共收录西北工业大学论文 1180 篇，
其中 SCI 收录 312 篇，
EI 收录 695 篇，CPCI-S 收录 173 篇。收录论文在各学院的分布情况如下表。
学院名称

SCI

EI

CPCI-S

合计

航空学院

27

87

21

135

航天学院

3

64

9

76

航海学院

13

48

7

68

材料学院

129

161

18

308

机电学院

16

73

39

128

力学与土木建筑学院

4

15

10

29

动力与能源学院

2

39

8

49

电子信息学院

7

38

8

53

自动化学院

19

62

7

88

计算机学院

7

26

31

64

理学院

74

71

6

151

管理学院

3

5

4

12

人文与经法学院

0

0

5

5

生命学院

6

1

0

7

软件与微电子学院

0

2

0

2

国防研究院

1

1

0

2

365 研究所

1

2

0

3

其他

0

0

0

0

合计

312

695

173

1180

统计说明：
1、本次统计工作中，SCI、EI、CPCI-S均为我校作者是第一作者的论文。
2、CPCI-S即ISTP，其全称为：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3、统计结果若有不准确之处，请与我们联系更正。联系电话：029－88492928。
4 、 统 计 结 果 的 详 细 信 息 可 登 陆 西 工 大 图 书 馆 主 页 下 载 ， 网 址 ：
http://tushuguan.nwpu.edu.cn/zwym/dzfwa/xkfw/sdxywxlw.htm。也可查询“三大索引收录西工大
论文检索系统”获取相关信息，数据库网址：http://202.117.255.182:8081/was40/sdsyjsk.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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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7-8 月西北工业大学高被引论文情况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全球前 1%的论文。这一数据可帮助研究人

Indicators，简称 ESI）是由世界著名的学术

员聚焦近十年内重要的研究成果，把握学科

信息出版机构美国科技信息所(ISI)于 2001

发展趋势和方向。为此，图书馆信息咨询部

年推出的衡量科学研究绩效、跟踪科学发展

馆员利用 ESI 数据库，根据数据库更新时间，

趋势的基本分析评价工具，ESI 已成为当今

定期统计我校的 ESI 高被引论文情况，并在

世界范围内普遍用以评价高校、学术机构、

馆刊上发布，以供全校师生参考。

国家/地区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

2013 年 7-8 月西北工业大学共有 9 篇高

价指标工具之一。

被引论文，但第一作者单位为西北工业大学

高被引论文（Highly Cited Papers）即最

的只有两篇，分别隶属于物理和工程学科。

近 10 年间各研究领域中被引频次排名位于

详细信息如下：
1.

被引次数: 53

题 目 : MULTI LAYERED ZNO NANOSHEETS WITH 3D POROUS ARCHITECTURES:
SYNTHESIS AND GAS SENSING APPLICATION
作者: LI J; FAN HQ; JIA XH
出处: J PHYS CHEM C 114 (35): 14684-14691 SEP 9 2010
作者单位: NW Polytech Univ, State Key Lab Solidificat Proc, Sch Mat Sci & Engn, Xian 710072,
Peoples R China.
学科领域: 物理
2.

被引次数: 7

题目: COUPLING EFFECT OF SPLIT RING RESONATOR AND ITS MIRROR IMAGE
作者: ZHANG F; ZHAO Q; SUN J; ZHOU J; LIPPENS D
出处: PROG ELECTROMAGN RES 124: 233-247 2012
作者单位: NW Polytech Univ, Sch Sci, Key Lab Space Appl Phys & Chem, Minist Educ, Xian
710072, Peoples R China.
NW Polytech Univ, Sch Sci, Dept Appl Phys, Xian 710072, Peoples R China.
Tsinghua Univ, Dept Precis Instruments & Mechanol, State Key Lab Tribol, Beijing 100084,
Peoples R China.
Tsinghua Univ, Dept Mat Sci & Engn, State Key Lab New Ceram & Fine Proc, Beijing 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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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图书情报工作通讯

Peoples R China.
Univ Sci & Technol Lille, CNRS, UMR 8520, Inst Elect Microelect & Nanotechnol, Villeneuve,
France.
学科领域: 工程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has been updated as of September 1, 2013 to cover a 10-year plus
six-month period, January 1, 2003-June 30, 2013）
谭英

资源动态

超星学术视频试用
超星学术视频（http://ssvideo.chaoxing

载任何插件。

.com）邀请国内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学术权

试用网址：http://ssvideo.chaoxing.com

威，通过影像技术将其多年学术研究成果系

访问方式：通过校园网 IP 控制访问权

统地记录、保存并传播,突破时间、地域的限

限，无需登录

制，与全国广大师生共享。超星学术视频目

试用期限：2013 年 9 月 17 日

前囊括了工学、理学、哲学、法学、经济学、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艺术、医学、文学、历史学等系列，参加拍

订购咨询：王老师 88493504

摄的名师、专家学者已经达到 1300 余名，拍

wangrl@nwpu.edu.cn

摄完成学术专辑 11 万余集，讲授形式包括：

检索咨询：师老师 88492928

课堂教学系列、专题讲座系列及大师系列。

xxzx@nwpu.edu.cn

读者可以按学科分类浏览，也可按专题名、
讲座名、主讲人、字幕等方式检索。无需下

欢迎广大师生试用！

MyET 英语多媒体资源库试用
数据库简介：

对非母语学生学习第二门语言采取的行之有

要想解决学习英语的根本问题，就要从

效的训练办法，可以说是学习英语最有效也

听说下手。听说训练法是国外很多知名学校

是最简单的方法。MyET 数码口语外教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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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以听说训练法为基础，专门为解决中国人学

图书情报工作通讯

2.精选千余个模拟场景，使得英语学习

习英语过程中的最大问题----听说障碍所

的目的性更强

设计，以较为精准的语音分析技术为核心，

很多学习者是基于需要才开展英语学习

并与国内外著名的英语教学出版社和期刊社

的，这种需要有的是因为要临时出国学习，

合作，优选适合不同学习水平、不同行业的

有的是要参加国际性会议，有的是要进行一

学习者需要的课程，让学习者既可以快速提

个重要的国际谈判，等等。MyET 课程资源

高口语水平，也能够通过长期使用真正有效

中涉及了在上千种场合下的对话情景，使学

提高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

习者能够轻松的掌握英语的表达技巧，并快

1.以独一无二的语音分析技术专注英语

速记忆单词和语法知识。

听说的训练

如何使用 MyET，猛击地址，免费享受

MyET 采用自主研发、具有国际领先水

全球顶尖口语服务：
http://cn.myet.com/ContestGate/nwpu/index.html

平 的 「 自 动 语 音 分 析 系 统 」（ ASAS? ，

试用时间：2013 年 9 月 16

Automatic Speech Analysis System），可以从

——2013 年 12 月 16 日

发音、音调、流利度、音量四个层面去分析

订购咨询：王老师 88493504

比对学习者所说的英语，并精确指出问题出

wangrl@nwpu.edu.cn

在句子中的哪一个字、哪一个音节，以及如
何有效地改进这些缺失。帮助使用者在短的

检索咨询：师老师 88492928

时间内突破口语障碍，秀说一口地道、流利

xxzx@nwpu.edu.cn
欢迎广大师生试用！

的英语口语。

主办单位：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主

地 址：西安市友谊西路 127 号

编：李铁虎

张应祥

http://tushuguan.nwpu.edu.cn/

副 主 编：刘秋让

戚红梅

电 话：（029）88492361

责任编辑：郭永建

关 红

E-mail：lib@nwp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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