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您的稿件尽快安排发表，请您逐条核对以下内容并修改稿件==========

《江苏科技信息》投稿格式要求
（2022 年）
1.中英文标题
（1）文稿应列出中文标题，并有相应的英文标题（英文标题第 1 个单词首
字母大写，除专有名字之外其他单词均为小写）。
（2）文章标题以简短精练为原则，建议 20 字以内，如有必要，可列副标题。
（3）尽量不用“浅议”“浅析”“初探”之类的字眼。
具体格式如下：

2.中英文作者、单位
（1）文章要有中英文署名，用中英文标明工作单位全称、单位所在城市和
邮政编码。
（2）作者人数不得超过相对应的版面数，若需增加，每增加一位作者收取
100 元，作者及署名顺序务必在投稿时确定，之后不得另行更改。
具体格式如下：
1

2

3

杨某某 ，苗某某 ，张某某
（1.三江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2；2.南京林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37；3.
南通大学，江苏 南通 226000）
Yang Moumou1，Miao Moumou2，Zhang Moumou3
（1.Sanjia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12，China；2.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Nanjing 210037，China；3.Nantong University，Nantong 226000，
China）
3.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需提供作者简介，并按姓名、出生年、性别、籍贯（市
级）、职称、学位、研究方向等顺序依次标出。本科及以上学历者按照如下规则
标注：本科未毕业——本科生；本科已毕业——学士；硕士未毕业——硕士研究
生；硕士已毕业——硕士；博士未毕业——博士研究生；博士已毕业——博士。
具体格式如下：

作者简介：周某某（1978—），女，江苏扬州人，工程师，硕士；研究方向：
电子信息工程。
通信作者：吴某某（1975—），女，江苏扬州人，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
向：卫生管理。
4.中英文摘要、关键词
（1）摘要应为报道式摘要，须反映研究目的、方法及主要结果与结论，具
有自明性，仅阅读摘要即可了解全文内容及创新之处。摘要中必须包含文章研究
的背景，研究的内容以及研究的结论，字数为 200~300 字。
（2）关键词应选取 3～8 个文章题目、摘要或正文中出现的、能反映论文主
题内容的名词或名词性词组。
（3）中英文摘要、关键词内容一致，无语法错误。
具体格式如下：

5.基金项目
基金项目应包含项目类别、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具体格式如下：

6. 文献标识码、中图分类号
来稿请务必标注中图分类号和文献标识码。
文献标识码的标注方法具体如下：A——理论与应用研究学术论文（包括综
述报告）；B——实用性技术成果报告（科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总结（社

科）；C——业务指导与技术管理性文章（包括领导讲话、特约评论等）；D—
历史资料、统计资料、机构、人物、书刊、知识介绍等）。
中图分类号的标注方法请参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7.正文结构
文章结构需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撰写，且文章开头需
要引言部分，结尾需要结语部分。
8. 正文层次标题
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尽量减少层次（一般不超过 3 级），如“3”“3.1”
“3.1.1”等，不要跳跃或重复，引言部分以“0”标注。
9.图表要求
（1）图表要设计合理，文字通顺，达到自明性（即不阅读正文，只看图/
表题、图/表、图例及图/表注就可理解图/表的意思）。
（2）图表一律标注数量单位，有纵横坐标的图，要标明纵横坐标代表的含
义及单位。
（3）图表必须在正文中被提及。
（4）表格尽量采用三（横）线表，必要时可加辅助（横）线，不留竖线和
斜线，有具体的表题名。
（5）为了提高印刷清晰度，文中所有图片应提供高像素原始图片，用 Excel
制作的图片要提供.xls 文件，并将彩色图表转换成黑白印刷后清晰可辨的图表。
尽量不要采用颜色深浅区分不同图例。
具体格式如下：

10.相关标准
（1）来稿文字要求精炼、准确，表达通顺，符合学术论文要求，杜绝口语
化。标点符号、数字、计量单位、统计学符号均需按照相关的标准进行使用。相
关标准如下：
①标点符号——《标点符号用法》（GB/T15834—2011）。
②数字——《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GB/T15835—2011）。
③计量单位——《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GB3100—1993）、《有关量、
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GB3101—1933）。
④统计学符号——《统计学名词及符号》（GB3358—1982）。
（2）尽量少用缩略语，必须使用时，需于首次出现处先写出中文全称，然
后于括号内注出中文缩略语或英文全称及其缩略语，但对已公知、公用的缩略语
除外。
11. 参考文献
（1）参考文献格式请按照《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
2015）》著录，每篇文章参考文献不少于 3 条。
（2）所有参考文献请核对作者（外文文献的作者按照姓前名后，姓全称，
名缩写，均大写），题名，文献类型标识码（专著为 M，期刊为 J，报纸为 N，
论文集为 C，学位论文为 D），刊名，年，期号以及起至页码。
（3）所有参考文献信息应该完整著录。
（4）所有文献应采用顺序编码制，在正文中标明引用位置，并按引用的先
后顺序列于文末。
参考文献举例：
①适用于期刊：
［1］罗兵，于会强.存货影响销售率且销售价格可变的 EOQ 模型[J].重庆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11）：100-103.
［2］朱晓亮，杜旭，李浩，等.基于 MOOC 的高校移动云课堂设计与应用
研究[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6（14）：20-26.
［3］JAMAL A M M，BHABA R S，WANG S J. Optimal payment time for a
retailer under permitted delay of Payment by the wholesaler[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2000（66）：59-66.
②适用于图书：
［1］孙钧.岩土材料流变及工程应用[M].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2］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M].唐巧天，毛立坤，姜修宪，译.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③适用于学位论文：
［1］汤雅青.非平稳随机需求库存控制模型控制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
学，2011.
［2］陈理凤.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协调评价研究[D].南京：南京
农业大学，2016.
［3］彭博.Z 所预研创新项目管理模式研究及应用[D]. 北京：中国科学院大
学，2014.
④适用于标准文献：
［1］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飞机燃气涡轮辅助动力装置安装设计指南：
HB/Z 312-98[S]. 北京: 航空工业出版社，1998.
［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1999 [S].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⑤适用于论文集：
［1］雷光春.综合湿地管理：综合湿地管理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海
洋出版社，2012.
⑥适用于电子文献：
［1］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浦口区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实施方案
[EB/OL].(2014-11-28)[2018-10-20].http://www.nanjing.gov.cn/xxgk/qzf/pkq/201412/
t20141203_4767934.html.
［2］扬州市统计局. 2017 年扬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18-03-26）[2018-10-10].http://tjj.yangzhou.gov.cn/yztjj/tjjtjgb/201803/68ea9e083
c084972ba1ffd90181be5b9.shtml
⑦适用于报告：
［1］南京农业大学.江苏农村信息化发展报告 2014[R].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4.
［2］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2015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
[R/OL]. (2016-05-17)[2016-05-20].www.100ec.cn/zt/data/.
⑧适用于报纸中析出的文献：
［1］窦晓竹. 2035 年我省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N].
江苏科技报，2016-01-15（A03）.
12.篇幅要求
本刊录用文章的版面数最低 3 版（纯文字字符数约为 6000 字符），具体文
章版面数须由责任编辑具体估算。
13.投稿约定

（1）编辑部有权对文稿进行适当压缩、修改，作者如不同意删改，请在投
稿时注明。
（2）来稿请务必注明详细的通信地址、邮政编码、电话、电子邮件和开票
信息。
（3）作者文责自负，请勿一稿多投。
（4）自投稿之日起，凡 10 个工作日内未收到审稿回复者，稿件可自行处理。
限于人力，本刊一律不办理退稿事宜，请作者自留底稿。
14.联系方式
电

话：025-85410349

投稿网址：http://qkcb.jssti.cn
电子邮箱：bjb@sti.js.cn

15.本要求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投稿格式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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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联盟高校图书通用借书证利用率对策研究
——以江苏高校数字图书馆 JALIS 联盟为例
孟

勇 1，
李

兰2

（1. 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2.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江苏 南京 210089）

引言

模式的出现，
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高等学校扩招之风初

AllenKent 等［1］学者提出图书馆资源共享的实质

式

0

范

例

摘要：江苏省高校通用借书证服务在江苏推广施行已经 20 多年，为上万人次提供借阅服务，但也确实
存在很多明显弊端。文章通过对 2004—2018 年间通用借书证后台相关数据的分析，结合历史发展背
景，深入了解并分析通用借书证施行现状，找出所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数字信息技术发展
现状，从跨学科的视角提出了包括建立移动微端服务平台、共建全省联合目录、提供馆藏查询、加大宣
传力度、激发读者阅读兴趣，
以提高通用借书证利用率的几点策略。
关键词：区域联盟；江苏高校；通用借书证；利用率；对策研究；JALIS
中图分类号：
G253 文献标志码：
A

是“图书馆的全部或部分功能为许多图书馆所共享”，

研机构人员对高质量文献资源的渴求也与日俱增。

资源共享是图书馆的一种工作方式，伴随图书馆存在

当时各高校普遍面临文献资源购置资金的不足，但文

而存在，其实质是互惠。1957 年 9 月 6 日国务院全体

格

盛，大学规模日渐庞大，在校生人数剧增，大学生和科

献资源又存在重复购置的问题。单一图书馆的馆藏

会议第五十七次会议通过了旨在加强图书馆之间的

协调和协作，发展图书馆网，组织图书资源共享的重

体。当时江苏省文献资源共享体系的建成在理论上

［2］
要规划《全国图书协调方案》
。江苏省的文献资源

的确能够缓解上述矛盾。1995 年 2 月江苏省教委下

共享实践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1995 年，江苏省

源共建共享计划纲要，并批准在江苏省普通高校范围

单位是江苏省高校图工委下设的读者工作委员会。

内发放通用借书证。2002 年通用借书证发放范围扩

持有江苏省高等院校通用借书证的读者，可以在江苏

展到江苏省高等职业技术学院。2004 年底，通用借

省内高等院校图书馆，按照所前往图书馆的规定，享

书证服务基于汇文图书管理系统实现了电子化管理。

受借阅、阅览服务。施行通用借书证至今 20 余年来，

稿

资源与读者日益增长的文献需求之间形成一对矛盾

投

达苏教（1995）16 号文件，制定了江苏省高校文献资

通用借书证服务在江苏推广施行已经 24 年，
为上万人
次提供借阅服务，
但也确实存在很多明显弊端。
1

通用借书证施行现状
通用借书证是各个图书馆之间共享图书文献资

源的一种实用模式，能够一证实现馆际实体书互借，
这也是图书馆之间资源共享的一种简化形式。这种

高等院校通用借书证（Lib-PassPort）开始使用，实施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江苏省共有 156 所高等院校、公
共图书馆、科研机构参与通用借书证服务，各单位办
证数量从 1~5 768 张不等，全省共发放高校通用借书

证 87 881 张，累计总借书量 15 万余册。有学者研究
认为，通用借书证为教学科研人员从不同图书馆借阅

书籍提供了极大便利，使许多教学科研人员如愿以偿

基金项目：2017 年江苏省高等学校数字图书馆 JALIS 课题一般项目；项目名称：JALIS 江苏省高校通用
电子借书证建设；项目编号：JS2017004。2017 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课题一般项目；项目名称：
江苏省高校数字图书馆
“云平台”
建设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017JSJG426。
作者简介：孟勇（1980— ），男，江苏盐城人，馆员，硕士；研究方向：数字图书馆建设，图书馆联盟建设
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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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借阅到急需的、而本校未收藏的文献资料［3］。但从
2004—2018 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值
得反思。

有借还书使用记录的借书证数量只有 1 056 张。办证

数高于实用数 5.5 倍（关于实用数的解释：经笔者与通
用证系统开发者沟通，对于实用数的理解应该是持通

办证数与实用数相差悬殊

用证的用户注册并参与借还书的用户。由于当时的系

从表 1 的统计数据中能够明显看出，2004 年以

统设计原因，无法统计出通用证持卡用户落地注册图

来，平均每年的办证数量在 5 859 张左右，而年均真正
表 1 2004—2018 年办证数量与实用数量统计
实用数量/张

2004

2 960

1 181

39.9

2006

6 986

2 947

42.2

6 063

1 4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总计
年均

8 055
8 794
7 471
6 359
6 806
6 636
7 123
6 769
6 760
486

87 881
5 859

1 850
1 532
1 394
1 014
875
774
693
561
473
430

21

15 841
1 056

38.4

有 72%的通用证都处于闲置状态。而通用证利用率

38.4

而 16 年过去，问题都还是老问题，办了证却不使用，

低的问题早在 2002 年就已经有学者发文关注过［4］，然
通用证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

23.2

“听上去很美”的摆设。

19.0

1.2

15.9
13.6
11.4
10.4
7.9
7.0
6.4
4.3

18.0

通用证实用比存在较大差异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也已经关注到办证数与实

用数的差异问题，比如在申艺苑、常学泳和陈耘 2010

13.8

年关于通用借书证实用状况的分析中，曾经对各个高
校的单位实用比例作了一个排名，当时解放军理工大

学通信工程学院的实用比例最高，达到 70.56%（注：
在上述研究中，作者当时所统计单位使用比例最高的

格

2008

4 821

688

稿

2007

1 792

2004—2018 年通用证的平均实用比例只有 18%，

是江苏省图工委，但由于图工委发证数为 9，实用数

为 8，因此单位实用比例达到 88.89%。由于发证数量

太少，故本研究不以此条数据作为有效参考）。在通
用借书证施行 15 年间，实用比例最高的单位排序如
表 2 所示。

投

2005

中）。从图 1 也能够明显看出两者之间悬殊的差距。

实用比例/%

范

办证数量/张

但未参与借还书的情况，这部分用户没有算在实用数

式

办证年度

书馆的数据情况，
因此，
存在着部分用户注册进馆阅览

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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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4—2018 年办证数量与实用数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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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4—2018 年通用借书证实际使用比例排序

序号

单位名称

1

解放军理工大学通信工程学院

4
5
6

中科院南京天文台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51.0

104
174
51

8

1 040

450

48

19

180

解放军炮兵学院

10

106

17

苏州教育学院

9

208

639

105

中科院南京天文光学研究所

8

62.4

355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7

450

207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河海大学常州分校

实用比例/%

721

1 219

解放军理工大学工程兵工程学院

3

实用数量/张

72

例

2

办证数量/张

52.4
50.2
49.0
48.6
47.1
43.3
40.0
39.6

注：表中通信工程学院和工程兵工程学院已经合并学校，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苏州教育学院已经被
合并入苏州市职业大学。本研究仍然以后台数据所提供的各个学校的独立数据为参考。

阅空间，使读者可以跨地域进行借还。但通用借书证

重合。其中，虽然解放军理工大学通信工程学院实用

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并没有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阻碍，所

比例仍然占据第一位，但在过去 9 年里，该校办证总

有的跨地域借还行为仍然是一种物理实体的拓展，并

范

这一统计结果和申艺苑等人的统计结果有 4 项

没有触及共享的实质部分。这也是在通用借书证推

院南京天文台以及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情况与

限，必然要求资源共享是一种不需要太多人力资源的

式

数量为 721 张，只比 2010 年的 540 张增加了 181 张。

行的这 20 年里，使用效率低下的原因。服务人员有

排名第一的通信工程学院类似。而这些使用比例较

便利行为。

格

其他 3 家单位解放军理工大学工程兵工程学院、中科

前互联网时代的文献资源共享，实质上是某些馆

科研院所为主。在这些单位中，基本上都缺少馆藏丰

藏文献资源丰富的高校馆占据主导权，具有自上而下

富的图书馆，甚至由于场所有限，根本无法设立图书

特征的初级共享。这种共享无法激发普通成员馆的

馆。因此通用借书证的推行恰好为其科研人员提供

参与积极性，文献资源以从上至下的分享为主，短暂

了从临近图书馆借阅文献资料的便利。从这个数据

转让某些实体文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随着互联网

上来说，应当对有使用通用借书证需求的“目标人群”

的普及，人们对于共享的理解越来越深入，这种初级

进行区分，重点推行。

共享有悖于互联网平等的共享理念——无差别的、即

2

时、精准的资源获取。人们意识到真正的共享一定能

投

稿

高的单位，大部分都不是综合类院校，以军队院校和

作为前互联网时代资源共享产物的通用借书证
江 苏 省 高 校 通 用 借 书 证 于 1995 年 正 式 推 行 。

够突破时空界限，让数字空间取代物理空间，并且不

1995 年 5 月，江苏省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共享协作正

会增加额外的人力成本。共享一定是让事情变得简

购置不足与文献资源利用不足的矛盾。当时的互联

既然通用借书证的产生和发展与互联网时代共

网技术普及程度远远没有现在高，1994 年中国互联

生，那么就要在数字化浪潮中寻找破发点，充分发挥

上网计算机数只有 29.9 万台。人们对于共享的理解

3

式建成。在当时的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普遍存在文献

单，而不是复杂。

网才正式诞生，1997 年 10 月根据 CNNIC 的数据统计，

通用借书证的优势。

是陌生和狭窄的。但通用借书证的推出，通过一张卡

3.1

片，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资源共享。
图书资源共享走在计算机网络共享的前端，甚至

提高通用借书证利用率的几点思考
将通用借书证嵌入数字化平台，
增加使用便利性
移动互联环境为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模式创新

带来了新的契机，提高了信息资源共享的经济效益。

有学者认为图书资源共享能够为江苏省计算机网络

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的对象由显性的知识资源拓展

化创造良好条件。通用借书证虽然能够扩大读者借

到图书馆一切可用资源，包括图书馆的空间资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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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书馆各类型信息资源和图书馆关联的隐性知识资源
（如学科馆员等） 。通用借书证需要嵌入数字化平
［5］

提高馆藏差异，
增加通用借书证使用效率
作为综合院校的图书馆，在院系开设和专业设置

台，为信息用户提供便利的使用入口，便利性一定是

上都有重复，因此馆藏图书也有一定重复。如果各图

用户能够产生使用动机的最直接动因。

书馆的优势藏书资源能够被突出，那么通用借书证的

将通用借书证作为电子证嵌入微信支付宝等新

价值才能够被凸显出来。最早的大学图书馆联盟三

媒体平台，增加使用便利性。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

角研究图书馆网络中，各个成员馆在收藏领域各有分

需要建立以移动图书馆为中介平台的资源和用户双

工，各负责某一个或几个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如杜

向实时配置模式 。新兴的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

克大学图书馆主攻英联邦、非洲、东亚、拉美以及中东

发展带动了图书馆服务的变革，可以利用新技术将

等地区的相关研究文献，其中尤以英联邦相关文献最

高校通用证证件移植开发到微信或是支付宝卡包等

为丰富［6］。如何提高馆藏差异，需要各个图书馆根据

手机 app 终端上，进一步简化通用证申请办理流程，

自身的发展定位从长计议。

［6］

实现基于移动互联网模式的随时申请、随时开通的

加大传播力度，
提高通用借书证品牌效应
作为江苏高校图书馆联盟的重要实践，通用借书

例

新一代通用借书证服务模式，增加用户申请和使用

3.4

的便利性。

证并没有形成品牌，可辨识度低，读者对其优势认知

3.2

不明。这一方面是由于缺乏对通用借书证的推广和

共建联合目录数据，方便用户快速查询书目，减

传播，另一方面，通用借书证的颁发机构没有搭建与

范

少登录次数

读者互动的平台，缺乏用户黏性。同时，这么多年的

复登录的次数。从国外经验来看，共建联合目录非

施行过程中，相关机构也没有对通用借书证的使用效

常必要。通用借书证的持有者有访问联合目录数据

果进行有效测评，
没有有的放矢解决问题。

库的权限，这样读者在查找文献数据时，就不需要反

3.5

式

仍然从使用便利性出发，要尽可能减少读者反

复登入不同高校图书馆的页面，通过图书馆联盟提

格

供的网页，可以一站式检索所有联盟馆的图书目录

图2

AISAS 模式是知名广告公司电通公司对美国广

告学家 E.S.刘易斯于 1898 年提出的消费者行为理论
模型 AIDMA 模型的重构，
主要模式如图 2 所示。

AISAS 模式

投

稿

信息。

建立通用证 AISAS 理论模型，
激发读者借阅动机

如果把通用借书证的目标用户视为客户或者“消
费者”，按照 AISAS 既有模式，就可以按图索骥构建通

4

结语
高校通用借书证的推行，是有利于高校之间资源

用证的 AISAS 模型。如何引起读者注意，让读者对通

共享的一项有益举措，因此一定要以人为本，以利于

中搜索所需文献，从而产生借阅行为，并最终分享给

用证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提高

用证及其能够提供的服务产生兴趣，进而在联合目录

读者使用为思考起点。在总结和反思过去 20 多年通

其他人。按照这一思路，对通用证的 AISAS 模型进行

通用证的使用率，扬长避短，为更多读者提供便利。

3.6

扩大服务对象，
提高用户受益面

高校之间的文献信息共建共享和服务交互，为高校师

目前，江苏高校通用证的发放只面向高校和科研

生提供文献信息保障力度，同时，可以考虑将部分高

细化，就可以得出如图 3 所示的模型。

机构的研究生、教师、科研人员，发放对象受众面较

打通高校与高校之间文献信息各为其主的壁垒，加强

校资源面向社会开放。

小。需要进一步扩大通用证服务对象范围，在校本、
专科生，对于已经毕业的校友群体也可以考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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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the general library book lending certificate in the regional
alliance of universities: taking Jiangsu unversity digital library JALIS as an example
Meng Yong1, Li Lan2
（1.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Jinling College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89, China）
Abstract: For more than 20 years, the general library book lending certificate service of universi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has been popularized and implemented in Jiangsu province. It has provided book lending service for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but there are many obvious disadvantag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background data
from 2004 to 2018, combined with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background, this paper deeply understand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eneral library book lending certificate, and find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Based on the above,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disciplinar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strategies including establishing mobile micro-end service platform,
jointly building the province joint catalogue, providing library collection checking, intensifying spreading, arousing
readers’interest in reading, so as to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general library book lending certificate.
Key words: regional alliance; Jiangsu universities; general library book lending certificate; utilization rate; countermeasure research; J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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