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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工業大學圖書館經驗談 

楊晉升 



隨著資源逐漸電子化，如何
有效整合數位資源，是圖書
館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發
現系統是近年來出現的整合
資訊資源的新方式，與傳統
資料庫檢索相比，資源發現
具有無可比擬獨特優勢。 



               探索發現  



水木搜索  Discover More “發現貓” 



Our Explore 思源探索 



  以上兩館均基於PRIMO--資源發現系統 
 

•清華大學圖書館採購了以色列艾利貝思公司的
METALIB整合檢索和SFX開放連結系統； 
 
•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採購了以色列艾利貝思公司
的全系列產品。 
 



 



怎麼看？實現什麼？ 

•  整合資源 真正“一站式”查詢 
整合我館訂購的紙本館藏、常用的電子資料庫以及其它各類資源，實現

從資源發現到資源獲取的真正“一站式”查詢； 
 

•  結果多處理 提高查詢效率 
對於查詢結果，按相關度進行排序、分面精煉查詢、拓展查詢，有效提

高查詢效率； 
 

•  Web2.0環境下的個性化服務 
提供對檢索歷史、我的最愛等的查詢，同時可對查詢結果添加書評和標

籤與他人分享閱讀體驗。符合Web2.0環境下使用者查詢資訊和獲取利
用資訊的行為特點。  



怎麼做？ 

• 考察調研 
   請進來：邀請幾家學術發現系統到我館講解； 
   走出去：去香港各大學及深入北大、清華、上交大、西交大等圖書館

考察調研。 
 

• 組建隊伍 
   館內相關部門抽調技術骨幹，組成一支得力的技術小組，館主管領導

確定成員任務，分工協作。 
 

• 密切配合 
   各軟體的API介面程式聯繫相應的公司提供，小組成員協調運作，技

術部、資訊諮詢部共同做好發現系統的資源配置與培訓。 



請進來之一：PRIMO  



請進來之二：SUMMON 



   走出去之一：香港理工大學 



走出去之二：香港公開大學 

 



北京大學----未名學術搜索 

 



西安交通大學學術資源發現平臺 

 



西安交通大學圖書館中文發現系統 

 



PRIMO和Summon演示考察後的 

感想與決定 

Summon是Serials Solutions推出的一項暫新的革
命性的一站式發現系統。它有一個與Google類似的

簡單介面，通過極具吸引力且一目了然的檢索起點，
可以立即訪問廣泛的權威資料。而且對檢索結果保持
客觀中立，不傾向於任何內容提供者和任何資源類型，
圖書館所有資源類型在Summon中都是同步平等的；
再有就是它基於SAAS構建，我們無需增加硬體投入，

因此在系統對比之後，最終我館決定學術資源發現系
統採用Serials Solutions公司的 Summon。 



 
這麼做！走西交大之路： 

中外文發現相結合 

 
人員分工 實施日程 



前期準備 

 



管理介面--各部門分工協作 

 



 

 

 

  

完成 

待完成 

我館人員在廠商技術人員指導下用不到兩個月時間，將購置的
絕大多數電子資源（近85個）（資料庫、外文電子圖書）已
經配置完成。 

我館中外文紙本圖書、期刊和學位論文還未導入。當
地語系化館藏揭示在SUMMON中尚未實現。這與我館使
用的自動化管理系統及論文提交系統有關，他們系統
沒有提供相應的介面。未來我館更換系統後將順利掛
接。 
 
未能完成：1、劍橋期刊回溯資料庫 
          2、清華同方（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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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8 

Summon學術資源發現優勢 

1 2 8 3 2 1 



Summon 

優勢 

Summon是目前唯一一個沒有與
聯邦檢索捆綁、完全利用中繼
資料和全文資料檢索的發現服
務 



Summon檢索速度快，中繼資料數
量多，與9000餘家出版社合作，
收錄超過15萬種期刊中文章。 

Summon 

優勢 



Summon檢索結果更全面，相關
度排序更準確，並通過 Open 
URL連結器直接連結至全文。 

Summon 

優勢 



Summon可以發現本館館藏之外
的資源。借助連結在360 Link
中的館際互借等工具實現對本
館沒有收藏資源的獲取。 

Summon 

優勢 



1 2 8 

Summon學術資源發現功能 

1 2 8 3 2 1 



哈爾濱工業大學學術資源發現平臺 

 



 



 



輸入檢索詞 

 

solar energy 

 

將Summon檢索介面嵌入到主頁資源檢索框 



輸入的檢索詞 

按照相關性排序的
統一的檢索結果集 

精煉檢索結果 

Summon檢索結果介面 

資料庫推薦 



相關性排序匹配準確、直觀、便捷  

• Summon服務時和使用開放式的網路搜尋引擎的
方式一樣——即輸入自然語言或由1-3個關鍵字組

成的簡短的查詢詞，然後點擊第一頁的搜索結果
，或使用過濾工具即可導航到他們需要的內容。
其相關性、易用性以及可靠性強、檢索速度快。
Summon服務的相關性排序演算法和架構做到了

最匹配用戶查詢項的搜索結果會出現在搜索結果
列表的前幾條。在完整的檢索結果集中利用直觀
的分面和過濾的選項，使使用者可以準確找到他
們需要的結果。 



• 檢索結果的被引用次數直接呈現在Summon檢索結果頁面 

• 被引用次數也會影響到這篇文章的相關性排序 

• 引用這篇文章的其他文獻也會顯示出來 

引用這篇文章 
的文獻 

與Web of Science整合 



 

  Summon 系統中的電子期刊和電子書導航 

  有以下幾種檢索方式： 

  1、按英文首字母順序流覽 

  2、按中文（中文拼音首字母流覽） 

  3、按學科主題流覽 

  4、按標題中的某個詞或ISSN/ISBN號等檢索 
 

 

Summon電子期刊/電子書導航 



實現檢索結果按資料庫分類，可以滿足經常 

使用固定的某些資料庫讀者的需要。  

Summon與圖書館合作 

進一步完善檢索功能 

實現對滿意結果批量選擇，保存到資料夾， 

保存結果到某個文獻管理軟體。 

精煉檢索結果實現按照作者、來源出版物、 

研究方向等精煉，為讀者提供更多選擇。  



充分利用Summon 

1 2 8 1 2 8 1 2 3 



注重宣傳方式多樣化 
廣開思路多措並舉 

取一個響亮 

有意義的名字 

開展Summon  

服務推廣儀式  

BBS、人人網 

微博上進行循序漸進 

聲勢浩大的宣傳  

 
最時髦微電影 
用在Summon 

宣傳上 
 

實踐出真知 

利用多媒體教室加強 

培訓真正理解內涵 
 



消除時空障礙，
為讀者提供無處
不在、無時不有
的持續增值服務 

 

360 counter可
以實現對訂購資
源的使用統計，
為成本核算，進
行精細化資料管
理提供了保障  

為讀
者提
供泛
在化
服務 

 

學科館員可利用
Summon相關度排
序後得到的準確
而全面的資訊提
供深度諮詢服務 

 資料庫  
名稱 

2012年 

3月-5月 

全文下載量 

2013年  
3月-5月 

全文下載量 

同期全文 

下載增量 

ACS 48790 61792 13002 

Wiley 37885 49573 11688 



360 Counter使用統計調取  









ACS資料庫2013年1月——6日全文使用量：103766 



WILEY資料庫2013年1月——6日全文使用量：84279 



以Summon為基礎，開展基於文獻計量的學科評價 

學科評價 

基於文獻計量的學科評價使圖書館為 

學校創造價值提供更好契機。充分發 

揮Summon優勢，把海量學術資源合理 

利用，充分挖掘，讓優秀資源整合工 

具發揮其巨大作用。 



學科評價 

以Summon為基礎，開展基於文獻計量的學科評價 

運用文獻計量學對相關學科近幾年文獻

進行歸納統計分析，發現該學科文獻一

些規律性的內容、研究熱點及變化趨勢 

為學校進行整體宏觀學科評估提出建議

為學院進行學科發展趨勢研究提供參考 



 

結合我校特色，推出：飛天求索 

 Explore Dragon “探索龍” 

飛天求索 Explore Dragon 



實踐證明Summon 非常適合我館的

資源探索服務，在整合資源的有

效性及用戶體驗方面，Summon有

無可比擬的優勢。讀者、圖書館

要充分發揮Summon優勢，提高圖

書館資源使用率，助力圖書館深

層次的資訊服務。 

結 

語 



期盼 

• Serials Solutions最新推出了Summon2.0 

相信它將為圖書館探索服務創造另一個里
程碑。 



謝謝！ 

-2013，9，27 

-yangjinsheng@hit.edu.cn 

-+8645186414837 

-+86186045128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