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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院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利用分析
——以甘肃中医学院图书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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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中医药院校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建设与服务提供依据，优化数字资源，提升中医药院

校数字资源利用率。方法

设计图书馆数字资源调查问卷，以甘肃中医学院师生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

调查，对图书馆数字资源利用情况进行分析。结果 中医药院校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利用中，CNKI 中国学
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中国硕博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医学数据库、中华医学会期刊库的使用量
居多；外文数据库资源以 Medline 数据库和 SpringLinker 数据库居前列；世界经典移动图书馆和超星数
字图书馆为最常用电子图书资源，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为最常用多媒体资源；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
系统以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为主。结论 中
医药院校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利用以医学类专业数据库为主，相关外文数据库应用量日渐增多，而食品工
程、生物制药、心理学相关数据资源有一定需求，非医学专业的数字资源如社科类、人文类数据库等是
有益补充；常态规范化培训可提升师生对数字资源利用率。
关键词：中医药院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利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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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basis for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s of digital resources of libraries of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optimize digital resources; To improve utilization rate of digital resources of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ethods Questionnaire about digital resources of libraries was designed, and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Gansu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re chosen as respondents. This research
analyzed the utilization condi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of libraries through questionnaire. Results Among all the
available digital resources of libraries of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NKI, Wanfang data healthcare and
CMA's periodical database were the most used resources in domestic database services. For the foreign database
services, Medline and SpringLinker were the most used. The world classic mobile library and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were the most common electronic book resources. New Oriental multimedia learning library (Koolearn)
was the most common multimedia resources. The interlibrary loan and the network literature delivery service
system were mostly offered by CALIS and CASHL. Conclusion Utiliza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of libraries of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primarily medical professional database. Applied amount of relevant foreign
databases is increasing gradually. The data resources about food engineering, biopharmacy, and psychology are
needed. Non-medical digital resources, such as databases about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can supplement
beneficially. Standardized training can improve teachers’ and students’ utilization rate of digit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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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大数据环境，图书馆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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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人，占总调查问卷数的 76.82%；30～39 岁共计

而加快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收集和开发

114 人，占 13.62%；40～49 岁共计 55 人，占 6.57%；

优质信息资源，拓展服务内容与范围，满足广大师生

≥50 岁共计 25 人，占 2.99%。调查对象年龄构成以

的信息文献需要，是当前图书情报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30 岁以下及 30～40 岁之间师生为主，与医学院校总
有研究者通过对引文进行归纳分析，对数字资源的采
[1]

体师生年龄分布相符合。

购作出了指导 ；有研究者通过问卷的形式对大学图

2.3 对图书馆现有数字资源的利用情况评价

书馆数字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分析，以探索提高

2.3.1

[2]

中外文数据库利用情况

在中文数据库中，

数字资源利用的对策等 。本研究通过问卷的形式，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利用率最高，见表 1。

以甘肃中医学院师生为调查对象，调查分析中医药院

Medline 数据库、SpringLinker 数据库为最常用的外

校师生对图书馆数字资源的需求与利用情况，以探索

文数据库，见表 2。

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策略，不断提升数字资源

表 1 甘肃中医学院师生中文数据库利用情况

的投入与开发利用效率，有力促进中医药院校医疗、

中文数据库

使用人数

百分比（%）

教学、科研工作。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201

24.01

1

万方医学数据库

170

20.31

中华医学会期刊库

141

16.85

中国中医药数据库

93

11.11

博士及硕士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为主。调查对象年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71

8.48

龄为 18～55 岁。不同院系调查对象人数分别按所占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53

6.35

学校总人数的比例确定，通过随机抽取调查对象的形

CNKI 中国高等教育期刊文献总库

41

4.89

式进行。

临床医学知识服务系统

40

4.77

1.2 问卷设计及内容

中国藏医药数据库

27

3.23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研究以甘肃中医学院师生为调查对象，以教师、

调查问卷是根据甘肃中医学院图书馆已订购数

表 2 甘肃中医学院师生外文数据库利用情况

字资源和读者实际利用情况设计。问卷内容共分 4 部

外文数据库

分：⑴调查对象基本信息；⑵对图书馆现有数字资源

使用人数

百分比（%）

Medline 数据库

349

41.69

的利用情况，包括经常使用的数据库、电子图书、学

SpringLinker 数据库

186

22.22

位论文数据库、多媒体资源、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

百链云图书馆

131

15.65

务系统等；⑶对图书馆数字资源的使用情况，即每周

其他

171

20.44

使用数字资源的次数、很少或从未使用数字资源的原

2.3.2

因；⑷对于数字资源采购与服务方式的建议。

超星数字图书馆在电子图书利用率调查中排名前两

1.3 统计学方法

位。见表 3。

采用统计学描述，应用构成比、频数法对调查问

电子图书利用情况

世界经典移动图书馆、

表 3 甘肃中医学院师生电子图书利用情况

卷结果进行汇总分析。

电子图书

使用人数

百分比（%）

世界经典移动图书馆

195

23.29

超星数字图书馆

184

21.98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920 份；收回有效问卷

读秀学术搜索

171

20.44

837 份，占总发放问卷量的 90.98%。从问卷回收情况

中华数字书苑

167

19.96

看，本次问卷调查有效。

时代圣典电子图书

120

14.33

2

结果

2.1 问卷回收情况

2.2 问卷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从调查对象师生构成看，回收教师调查问卷 183

2.3.3

学位论文数据库利用情况

使用 CNKI 中国

硕博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的师生最多。见表 4。

份（占 21.86%）
，本科生 505 份（占 60.34%）
，博士

2.3.4

硕士研究生 149 份（占 17.80%）
，与医学院校的总体

高到低的排序是：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万方视频库、

师生构成比基本符合。

超星学术视频库、环球英语与职业考试视频数据库、

从调查对象年龄构成看，调查对象＜30 岁共计

多媒体资源利用情况

网上报告厅、其他。见表 5。

多媒体资源利用率由

• 34 •

Chinese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pr. 2015

Vol. 39

No. 2

资源优势，为广大读者提供深层次、多功能的信息

表 4 甘肃中医学院师生学位论文数据库利用情况

服务，是高校图书馆担负的一项重任。为此，有研

学位论文

使用人数

百分比（%）

CNKI 中国硕博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577

68.94

究者提出，应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教育体系的发展，

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

209

25.00

数字教育资源正在引发中国高校关于学习的革命 ；

51

6.06

其他

[3]

有人提出以“教材再用与共享”为核心的 SCORM
（Sharable Content Object Reference Model，共享

表 5 甘肃中医学院师生多媒体资源利用情况
多媒体资源

内容对象参考模型）标准下数字学习资源建设模式，

使用人数

百分比（%）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397

47.44

并通过对 SCORM 标准的学习资源封装、学习资源运

万方视频库

151

18.05

行机制、学习过程跟踪等方面管理，实现数字化学习

超星学术视频库

119

14.22

的有效组织和运行 ；杨曼等 从文献引用的角度对

环球英语与职业考试视频数据库

82

9.79

数字化学习资源情况做了研究，结果显示，2011－

网上报告厅

63

7.52

2013 年数字化学习资源急剧上升。同时，数据库资

其他

25

2.98

源已成为图书馆的核心资源，高校图书馆汇集了大

[4]

[5]

中

量的数据资源和信息，对于其安全性、完整性和更

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与中国高校人文

新维护也已成为重要的工作之一 。本研究以甘肃

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的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中医学院为例，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中医药院校

服务系统使用情况基本相当。见表 6。

师生对图书馆数字资源的需求与利用情况进行了分

2.3.5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系统利用情况

表 6 甘肃中医学院师生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系统利用情况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系统

[6]

析，对促进中医药院校索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与利
用具有积极意义。

使用人数

百分比（%）

CALIS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304

36.36

CASHL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257

30.68

中医药院校利用数字资源的人群主要是教师、高

其他

276

32.96

年级本科学生、博硕研究生。教师对数字资源利用的

2.4 对图书馆数字资源的使用情况
问卷调查显示，每周使用图书馆数字资源次数，

3.1 问卷调查对象范围的确定

目的主要是为教学备课，科学研究服务；高年级本科
学生利用目的主要在于学习、毕业课题设计与论文的

＞7 次的调查对象为 73 人，占总数的 8.72%；3～7

撰写；博硕研究生利用目的主要在于研究课题设计与

次的 343 人，
占 40.98%；＜3 次的 339 人，
占 40.50%；

论文的撰写。本研究依据问卷调查可信度需求确定总

基本不使用的 82 人，占 9.80%。对较少使用图书馆

被调查人数，依据甘肃中医学院教师、高年级本科学

数字资源的原因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需要但不会使

生、博硕研究生的构成比例确定各人群的被调查人数，

用者为 295 人，占总数的 35.24%；通过其他渠道使

使本研究调查对象的范围与数量能够真实反映中医

用数字资源者 190 人，占 22.70%；不了解者 168 人，

药院校对数字资源的需求与利用情况。

占 20.07%；认为缺少所需资源者 140 人，占 16.73%；

3.2 对图书馆现有数字资源的利用情况评价

不需要者 44 人，占 5.26%。
2.5 对于数字资源的需求建议
建议定期举办文献查询培训班的调查对象为 545

中医药学院数字资源的配置要与所设专业密切
相关，如英美图书馆与情报学教育在课程体系的设计
上，体现出了鲜明的职业导向、使命驱动及对社会需

人，占总数的 65.11%；建议购买优秀外文数据库的

求的动态关注，课程设置注重类型多样、层次鲜明、

450 人，占 53.76%；建议增加医学边缘学科及与医学

图情档一体化，医学教育也应以此为借鉴 。从数字

存在交叉学科专业的数据库资源 234 人，占总数的

资源利用情况结果提示，中医院校图书馆数字资源的

27.96%，如生物制药、心理学、食品工程等相关资源；

选择以医学类专业中外文数据库为主，在此基础上依

建议购买非医学专业数字资源的 235 人，
占 28.07%，

据调查需求适当扩充，基本上可以满足学校医疗、教

如增加社科类、人文类数据库等。

学、科研的需求。从以上调查问卷分析与结果可以看

3 讨论

出，图书馆数字资源存在一定的重复性，所以从馆藏

随着图书馆纸质文献资源利用率的下降，数字
资源需求不断上升，从而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数字

[7]

电子资源的基本特点出发，整合电子资源，避免重复
[8]

购置，对提高数字资源利用率也具有积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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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数字资源的使用情况及对于数字资源的

需求建议

重，而相关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社科类、人文类数
据库资源又是其有益的补充。

本研究结果显示，经常使用图书馆数字资源的
人员每周使用次数≥3 次，占总数的 49.70%；较少
使用图书馆数字资源的人员每周使用次数＜3 次，占
40.50%；基本不使用的占 9.80%。较少使用图书馆数
字资源的原因主要为需要但不会使用，其次为不了
解，再次为认为缺少需要资源。分析显示，检索技
能、技巧不足是利用率低的主要原因，并与陈庆平、
李霞等人的研究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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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对于数字资源使用的需求

建议，主要是定期举办文献查询培训；卢平英等

[11]

对江西农业大学图书馆资源建设与利用进行了问卷
调查显示，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使用较多，外文数
据库使用少。我们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师生对外
文数据库需求有明显增多的趋势，加大优秀外文数
据库购置是必要举措。高校师生对非医学专业数字
资源有一定需求，尤其在社科类、人文类数据库方
面。一些与医学学科有关的数据库如食品工程、生
物制药、心理学等相关资源的购置也应予以考虑。
在大数据发展背景下，高校师生必须具备一定的
信息素养，从而具有判定信息需求，并进行检索、评
价、获取及利用的能力。提高数字资源开发利用水平，
是实现高校师生知识拓展与分析技巧强化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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