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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科研评价快报
服务现状调查与分析

□刘斐∗　张玲

　　摘要　科研评价快报是现阶段高校图书馆科研评价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调研４２所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官方网站及其２０１８年移动端发布情况,筛选各图书馆科研评价快报服务内

容.现阶段,科研评价快报服务包含机构及学科竞争力分析、科研素养提升、图书馆服务动态宣

传、学者学术影响力宣传４大类选题,具有针对性强、原创度高、形式多样、品牌已见雏形、网页端

和移动端联合发布等特点.结合当前业务实践,为深化完善我国高校图书馆科研评价快报服务

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科研评价　快报服务　文献计量　高校图书馆

分类号　G２５８．６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０．０３．００８

１　研究背景

“双一流”高校的遴选及第四轮学科评估,促使

高校各级管理人员愈加重视通过各类客观数据监测

自身的发展状况,为学校人才奖励政策的制定和学

科布局等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国家相关政策的变

化,也促使高校管理者及学者产生了进一步了解科

研评价方法及评价指标的需求,而图书馆具备独特

的资源和专业优势,可有效响应和满足上述需求,同
时,图书馆也期待通过提供有效的科研评价服务实

现战略转型,进一步融入学校的“双一流”建设过程.
早期,西安交通大学[１]、武汉大学[２]、首都医科

大学[３]等少数高校图书馆在网页端定期更新和推送

本校学者论文被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SCIE)/社会

科学 引 文 索 引 (SSCI)/艺 术 与 人 文 引 文 索 引

(A&HCI)收录的列表,在展示学校科研成果的同

时,积极宣传图书馆的查收查引工作.该服务可视

为科研评价快报服务的雏形.随着基本科学指标数

据库(EssentialScienceIndicators,ESI)的普遍使

用以及近年来各类大学排名、评价方法的不断涌现,

科研评价快报在内容、分析维度及层次上不断拓展

和深化.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未名学术快报»,已
涉及北京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展示及分析,科研奖项、
荣誉报道及分析,北京大学及其优势学科的全球表

现及分析,科研分析报告快递,北京大学图书馆科研

支持服务动态等五类内容[４].
科研评价快报(以下简称快报),以科学引文索

引数据库(WebofScience,WOS)、中国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CSSCI)等检索工具或各类排名(如ESI、QS
世界大学排名)、所获基金奖项等信息为基础,按照

数据更新周期或信息发布时间进行信息整理、摘录、
简要分析及发布,以帮助高校各级管理人员快速了

解机构及学科的排行和发展态势,帮助学者及时了

解科研信息,为其提供提升研究影响力的有效方法,
同时达到主动宣传图书馆科研评价服务的目的.作

为科研评价报告服务中的一种,快报具有简短、精
确、追新、快速、定期、持续等特点,常冠以“简讯”“简
报”“通讯”“通报”或“动态”等名称.相较于用户定

制报告① ,快报时效性极强.随着移动传媒在高校宣

∗通讯作者:刘斐,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２Ｇ３１２８Ｇ７０６２,邮箱:liuf＠lib．bnu．edu．cn.

① 用户定制报告,即根据学校职能部处、院系或学者的科研管理或评价需求,针对其研究影响力或竞争力、研究前沿、学科潜力等而形成的

综合性分析报告.该报告针对性强,需与用户反复沟通,且仅供需求方使用.其中机构与院系层面的报告通常数据量较大、耗时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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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推广工作中的广泛应用,快报逐渐形成网页端、移
动端共同发布的格局[５].现今,越来越多的图书馆

尝试并持续提供快报服务,各图书馆快报数量及频

率不断刷新,快报已成为图书馆科研评价服务中重

要的基础性业务.服务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１)快报已成为学校各职能部处、院系了解本校

最新科研进展的重要渠道之一.快报阅读量较高,
并且激发出大量且深层次的用户咨询,其中不仅有

来自学校各职能部处或学科管理人员对底层数据及

分析图表的需求,也有来自学者对影响力提升方法、
科研评价指标的咨询,不少图书馆收获了来自学校

管理层的正向反馈.这表明快报服务契合当下高校

“双一流”建设及学科建设过程中的用户需求,高校

管理层及学者通过快报了解、肯定并开始关注图书

馆的科研评价服务.
(２)基于用户提出的深层次服务需求或建议,带

动快报服务、用户定制报告、数据共享平台等科研评

价服务的整体开展.为满足不断提升的需求,部分

图书馆基于经验构建了数据规范及数据分析平台,
将科研数据融入校务校情,打通校内合作壁垒,并通

过合作获取到更多校内数据,进一步将科研评价服

务做深做实,真正为高校“双一流”建设贡献力量,同
时有效提升了图书馆的话语权.因此,快报服务不

仅满足并激发了用户需求,也成为图书馆主动宣传、
推广科研评价服务的窗口,为该服务带来了新的

契机.
(３)图书馆员通过快报服务积累了数据处理经

验,通过深挖数据本质,提升了科研评价服务的业务

能力.
鉴于快报服务的重要意义及其发展趋势,迫切

需要全面梳理和建立高校图书馆科研评价快报服务

框架,进一步促进其发展,以便更好地满足用户需

求.基于此,笔者依据２０１７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的“双一流”高校名单,于２０１９
年４－８月对其图书馆官网、移动端(微信、微博)

２０１８年发布内容展开调研,筛选并汇总各图书馆快

报服务的内容,总结其服务现状及特点,选取典型案

例深入剖析,为服务发展提出建议.网页、微信、微
博的信息统计标准和方式各不相同,且内容有所重

复.因微信统计数据较易获取且指标相对完善,本
文的主要统计数据(如篇数、阅览量、头条量等)均来

自微信,微博及网页内容以文字描述为主.

２　科研评价快报选题分类

依据快报标题及内容,将现阶段高校图书馆科

研评价快报选题分为４大类１３小类(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８年“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微信快报概况

选题 机构数 篇数 头条数 阅读量 篇均阅读量

机构及学科

竞争力分析

排行榜

本校科研

成果分析

基本科学指标(ESI) １９ ６８ ５７ １１３９４３ １６７６

自然指数(NI) ３ １１ ８ １１１８１ １０１６

大学排行榜 ７ １２ １１ ２１４４４ １７８７

论文 ５ ９ ３ １５０１４ １６６８

专利 １ ３ ０ ５９２ １９７

科研素养

提升

研究热点/前沿 ６ ２４ ２１ １６２３２ ６７６

投稿指南 １２ ２４ １５ ２１４９４ ８９６

知识点科普 １３ ５１ ２３ ３３３８２ ６５５

图书馆服务

动态宣传

科研评价服务技术平台 ７ １５ １１ １６３４７ １０９０

科研评价服务动态 １３ ２５ １６ １６３２３ ６５３

学者学术

影响力宣传

高被引学者/高被引科学家 ５ ７ ６ ９４５０ １３５０

获奖/基金 １ ５ ３ ３５４４ ７０９

学术成就 ４ ６ ６ ４１５０ ６９２

注:阅读量获取时间截止到２０１９年８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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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机构及学科竞争力分析快报

根据表１,从２０１８年微信快报统计数据看,机
构及学科竞争力分析发文量大,用户关注度高,是快

报的重点内容.２１所高校图书馆共发布１０３篇该

类快报.快报从客观角度汇集、分析了所属高校各

类排行榜数据及科研成果,监测高校及学科的全球

表现.具体可细分为:
(１)排行榜.即监测所属高校在国内外知名出

版商或研究机构发布的学科排名、世界大学排名变

化.依数据来源,包括:①ESI快报.１９家高校图书

馆在其微信端发布了６８篇推文,篇均阅读量１６００
余次;１５家高校图书馆在其网页端整理发布了 ESI
学科动态、高被引论文(HighlyCitedPaper,HCP)
及热点论文(HotPaper)数据.如中国人民大学图

书馆２０１６年起在“ESI学科动态”栏目中发布的ESI
报告,并 按 期 整 理 HCP 清 单[６].② 自 然 指 数

(NatureIndex,NI)及世界大学排行榜快报.如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发布的 NI年度榜单[７];湖南

大学及 兰 州 大 学 图 书 馆 分 析 报 道 的 当 期 NI数

据[８－９];浙江大学图书馆盘点浙江大学在４大世界

主流排行榜的排名及历年变化,并对标大陆７强高

校[１０];北京大学图书馆分析报道软科世界大学学术

排名 (Academic Ranking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QS的北京大学排名[１１－１２].
(２)所属高校科研成果分析.①论文分析.１９

所 高 校 图 书 馆 在 网 页 端 提 供 了 SCIE/SSCI/

A&HCI新收录论文列表.５所高校图书馆统计分

析了本校SCIE/SSCI/A&HCI当年收录论文,部分

图书馆还进行了历年对比.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的«一图概览|交大校本部２０１７年度SCIE核心期刊

发文哪家强?»[１３]、同济大学图书馆的«【情报研究】
同济大学各单位SCIE/SSCI/A&HCI论文统计及

对ESI学科贡献情况分析报告(２０１８年版)发布»[１４]

等.②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展了著作分析«北京大学

２１个人文社科院系/机构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发表著作

类成果近２５００项»[１５],统计了北京大学人文社科院

系不同类型著作数量,并进行院系及高产作者排行.

③少数图书馆发布了专利分析快报.微信端仅同济

大学图书馆发布了３篇推文,对学校重点研究方向

进行国 际 专 利 及 本 校 专 利 分 析,总 结 其 发 展 概

况[１６－１８];微博端,北京大学图书馆发布«北京大学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获授权专利３０００余项,获中国专利

优秀奖８项»[１９],复旦大学图书馆从２０１９年起在网

页端发布«复旦大学专利信息双月报»[２０].

２．２　科研素养提升快报

该类快报从用户在科研成果发表前所应掌握的

相关技能或应了解的评价指标等角度出发,科普相

关知识点,旨在帮助用户寻求提升研究影响力的方

法.它结合了科研评价与培训工作,实现了科研评

价服务的前置.共有２０所高校图书馆发布了９９篇

该类快报,篇均阅读量７１８次.根据快报内容及目

的,可分为:
(１)研究热点/前沿.旨在帮助用户快速了解全

球科研态势,寻找与自身研究的结合点.如国防科技

大学图书馆自２０１８年１０月起对 Nature、Science刊

登的论文进行摘要发布[２１],吉林大学图书馆摘录科睿

唯安(ClarivateAnalytics)«２０１８研究前沿»要点[２２].
(２)投稿指南.以国内外知名核心期刊评价工

具的收录变化,掠夺性期刊投稿陷阱等为主题,助力

学者选刊投稿,提高投稿效率.如上海交通大学、同
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图书馆推送的«期
刊引证报告»(JournalCitationReports,JCR)及最

新期刊影响因子[２３－２５],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吉林

大学图书馆等介绍的SCIE剔除刊[２６－２７],北京大学、
浙江大学等高校图书馆设置网页专栏介绍 SCIE、

SSCI、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CSSCI等收录

的核心期刊,方便用户查询[２８－２９].
(３)知识点科普.针对科研常用工具(如 EndＧ

Note、Origin)、科研评价常见指标(如 HCP、h指数)
及专利基础知识等,图书馆在移动端发布微课,解答

学者咨询,帮助用户掌握相关知识点.

２．３　图书馆服务动态宣传快报

该类推文旨在宣传图书馆科研支持服务的进展

变化,帮助用户对图书馆的新服务增进了解,扩大图

书馆的影响力.内容包括:
(１)科研评价服务技术平台宣传.如厦门大学

图书馆为方便本校用户查询科研成果及ESI相关信

息开发了“XMUScholars”微信小程序,并嵌入 ESI
快报宣传[３０].

(２)科研评价服务动态.如清华大学图书馆的

«数据驱动服务创新|科睿唯安与清华大学(图书

馆)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３１]、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服
务动态|北京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成立并发布

‹北京大学专利竞争力分析报告(２０１８年版)›»[３２]等.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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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学者学术影响力宣传快报

通过报道本校学者获得的重大资助基金或奖

项,宣传介绍重要学者,提升学者研究影响力,展示

本校科研水平及人才实力.多数图书馆采用姓名加

学科分类的形式宣传科睿唯安评选的«高被引科学

家»及爱思唯尔(Elsevier)的«高被引学者»;部分图

书馆仅在大篇幅文字中提及基金/获奖学者.而东

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两校图书馆通过介绍学

者个人简历、学术成就、学术信仰,统计学术成果来

宣传本校院士,建立了清晰的学者形象[３３－３４].

３　科研评价快报服务的特点

３．１　面向本校、针对性强、原创性高

快报以高校管理层、学者为主要服务对象,以提

升本校综合科研实力及学科研究影响力、支持学者

科研为主要目的,针对性强.且立足于所属高校、原
创性高,微信快报８６％为原创推文.

从机构及学科竞争力分析快报来看,相较如“青
塔”类公众号的概览性监测,图书馆掌握更多校情及

校内数据,标杆明确,在数据汇总监测的基础上,能
针对校情细化并剖析数据,可为高校和学科的发展

规划提供更具参考性的建议.如ESI快报不仅调用

了直接排名数据,还进一步建立了“双一流”高校排

名,监测本校在国内一流大学中的表现,帮助高校管

理人员掌握机构或学科的发展趋势.并充分利用

InCites、WOS、JCR 等配套数据库,从底层数据出

发,结合历史数据、机构对标,从学科潜力、院系贡

献、重要作者、合作网络等维度寻找自身优劣势及原

因,对症寻求提升研究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同时,图书馆接触大量校内用户,了解用户的持

续性及阶段性需求.针对特定需求组织编排形成的

科研素养提升类快报,针对性强,用户关注度高.结

合笔者的实际工作,如在接到电话咨询“为什么自己

发表的论文今年６月份在SCIE里,现在却找不到

了?”,图书馆及时发布微课“２０１８年被剔除的SCIE
期刊”[３５],此快报与学者科研工作密切相关,广受关

注,单篇阅读量达６０００余次.图书馆可借助此类快

报引导用户关注科研评价服务.

３．２　展现形式多样,快报品牌已见雏形

快报以多样化的展现形式,迎合了用户碎片化

阅读的习惯,使用户能快速了解数据内涵、掌握科研

资讯,同时兼顾了快报的学术性、易读性及趣味性.

机构及学科竞争力分析快报以色块、框线及标

题划分结构框架和分析层次,以加粗及对比色凸显

重点内容,方便用户抓取要点.图表做为数据展现

的基础形式,除Excel外,部分图书馆开始使用专业

作图及分析工具扩展图表形式,力求更加直观、准
确、简洁、创新地揭示数据内涵.如同济大学图书馆

采用 VOSviewer分析并展现土木工程基金的研究

热点[３６];四川大学图书馆在«重磅:２０１８年我校 ESI
数据回顾»中采用动图展现各期数据中四川大学各

学科相对位置的百分比变化[３７];华中科技大学图书

馆在«盘点２０１８:我校国际学术论文院系排行榜»中
利用 Python 制作了 １０ 年 间 SCIE/SSCI论 文 数

TOP２０院系排行动态视频[３８].
科研素养提升类快报则偏重引发用户共鸣或兴

趣,或以常见问题或热点切入,或以有奖问答、投票

开展互动,或以时下热门表情包、流行语来增强趣

味性.
部分图书馆开始有意识地通过一致的展现形式

打造快报品牌,包括一致的标题或标题标签、相同的

封面或相似的排版布局,让用户快速形成科研评价

快报的品牌印象.如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的«【ESI
工大打榜】２０１８年第×期 ESI学科排名»、东北大学

图书馆的«【学科前瞻No．×】ESI×学科高水平论文

快报２０１８年×月»采用一致的标题,同济大学图书

馆在其科研评价快报中均添加了“【情报研究】”标
签.不仅在移动端,在其网页端详版报告内容中也

呈现了一致的模式.
此外,有些图书馆将部分快报选题融入图书馆

内其他推文系列,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将科研素

养提升类快报融入“小图微课”,形成更大的品牌

聚合.

３．３　网页端、移动端联合发布,渠道多样

调研结果显示,大部分图书馆的快报服务已形

成网页端、移动端联合发布的模式(２９所),既满足

了不同用户的阅读习惯,也收获了更多关注.
移动端可主动推送,可见度高,是优良的宣传渠

道.但其篇幅有限,旨在传递重点,吸引用户关注.
调研的高校图书馆中有２１所仅在微信端发布,１０
所在微博、微信均有发布.数量上,微信端发布２６０
篇,其中约７５％通过头条提高可见度,如表１所示.
微博７０篇,其中４１篇共享了微信、网页的内容,２９
篇为独有内容.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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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端需被动发现,且栏目路径需用户熟悉,手
机自适应效果差,但可呈现、存储、回溯报告,方便用

户了解整体服务.４０所高校馆网站明确介绍了该

服务,部分附有报告摘录.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图

书馆还设置了“投稿指南”.栏目路径主要分布于

“科研支持”或“学科服务”“新闻动态”及学科服务平

台中.

４　科研评价快报服务现存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４．１　合理规划快报发布渠道及内容,形成常态化发

布机制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快报服务已形成规模,但
仍处于探索阶段,需进行整体规划布局.

大部分图书馆已形成网页端、移动端的联合发

布模式,但需根据渠道特点、用户群,强化其互补展

现及联合揭示[３９].在移动端,微信侧重展示泛阅读

类型长文,微博通常短小精悍,关注核心[４０],四川大

学图书馆依据其特点,分别在微信端发布 ESI年度

盘点,微博端发布 ESI当期简报.而网页端快报多

隐藏较深,不易被用户发现,可考虑在独立平台汇集

科研评价服务相关内容,并在网站首页开通快捷通

道,提高其可见性.学科相关快报纳入对应学科平

台,以方便不同学科用户的查阅.
建立快报发布计划,并根据用户反馈、新闻热点

适时调整.既要形成快报的常态化发布机制,又要

以一定的敏感性挖掘素材.为避免用户阅读疲劳,
应避免过多的同类快报,对如 ESI类定期发布的快

报,适时变换分析内容、排版布局,在保证准确性、时
效性的前提下,为用户带来良好的阅读体验.

４．２　钻研方法与积累经验并进,结合需求丰富快报

内容

机构及学者竞争力分析类快报多聚焦于本校年

度SCIE、SSCI等重要数据库收录的论文,具有局限

性.图书馆需在评价方法上持续发力:
(１)扩大数据库及科研成果形式选择范围,将新

型计量指标与成果类型纳入考虑.
(２)建立本校学科映射,更有针对性的反映本校

特色学科表现.
(３)成果形式越多,评价机制越复杂,图书馆应

建立长期的科研评价方法研究机制,不断探索学科

分类评价方法,坚持多元评价.虽然目前尚无成熟

的分类评价方法,但各图书馆均在摸索之中,如复旦

大学图书馆结合专家访谈、问卷调查及文献计量,建
立了“以人评文,以文评刊”的人文学科期刊评价

方法[４１].
学者学术影响力宣传类快报,馆员应注重积累

素材,留意记录奖励信息发布时间,或通过与校内相

关职能部门合作,拓宽素材范围.同时,积极与校内

重要学者建立联系,深挖学者成就,使用户能通过获

奖情况更深层次地了解学者.如科睿唯安访谈高被

引科学家深圳大学张晗教授,围绕其跨学科研究领

域的学术成果,将深圳大学科研成果多元评价举措、
学科交叉对产生创新性成果的重要性等内容发布微

信推文,不仅深度宣传了获奖学者,还有助于用户深

刻认识交叉学科多元评价的重要性[４２].
现今高校对科研评价方法及指标的了解需求不

断增大.图书馆在大力发布科研素养提升类快报的

同时,可考虑以高校图书馆联合开发网页或在图书

馆网站建立专栏等方式,普及文献计量相关知识,方
便用户查询及图书馆员学习.

４．３　通过平台化、自动化分析,提升快报的时效性

快报的质量及时效性要求图书馆员在短时间内

完成从数据下载清理、内容设计、排版到发布的全流

程工作.从微信端 ESI快报发布时间看,排除全年

盘点,ESI数据更新后５天内发出的推文约占全部

ESI快报的２０％,５－１０天发出的约占１２％.其中,
浙江大学图书馆发布信息最快,但其内容简单,每期

文字图表模式一致,仅修改数据.可见图书馆快报

服务尚无法满足其时效性要求,对内容的深入分析

及精雕细琢成为限速步骤.此外就整体科研评价服

务而言,为提升用户体验,也越来越要求图书馆员加

快数据处理速度.
图书馆可基于数据分析处理经验建立规范,通

过自主开发,或依托商业数据库、软件工具、本校机

构库或学者库构建数据分析平台,形成自动化的数

据汇总分析,提高数据清洗速度、分析准确性及可视

化效果,促进报告快速生成,提高数据复用性.部分

高校图书馆已建立了数据分析平台,如复旦大学图

书馆以“ESI监控系统”“学科评估与科研产出数据

中心”辅助数据分析[４３],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专利

信息服务平台可实现专利数据的检索、下载、分析及

一键式报告生成[４４].

４．４　深化合作,推进科研评价服务向纵深发展

首先需要加强校内合作.具体包括: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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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开展与校内相关部门的深度合作,与学者建

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使图书馆成为高校科研管

理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真正与学校发展、学者科研紧

密相连.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与中国海洋装备工

程科技战略发展研究院共建成立的基础信息室,形
成图书馆情报人才加专业人才组合,定期发布«海洋

装备简讯»,并建设智库数据平台[４５],精准支撑课题

研究.
(２)寻求机会将图书馆科研评价服务融入校内

大数据平台,提升科研评价数据的可见度、关联度及

复用性,并利用校内数据进一步提高科研分析的深

度和准确性.
(３)加强与校内新媒体的合作互动,扩大用户群

体,提高校内可见度.
(４)积极以快报展现图书馆科研评价成果及服

务新尝试,为图书馆融入学校科研管理及评价工作

寻求合作机会.
其次需要扩大合作范围.加强馆际间的合作,

针对高校无差别快报,通过馆际协调,联合制作及转

发,避免重复劳动,加速传播.扩大与数据库商的合

作方式,除转发外,可与其合作出品快报.如高校图

书馆在知识产权方面人才紧缺,可联合专利数据库

商共同推进相关服务.

４．５　规范服务管理,保障科研评价服务系统化长效

运行

高校图书馆通过招聘、转调和吸收兼职图书馆

员增加人力,通过部门重组合并、部门间合作或成立

小组促进科研评价馆员的密切协作,图书馆对科研

评价服务的保障力度正在不断加大.但随着服务队

伍的扩充,服务深度及广度的扩大,科研评价准确性

的风险随之增加.图书馆需加强管理,建立严格的

工作规范,形成科研评价工作系统化的长效运行

机制.
首先应及时梳理科研评价服务流程,研究科研

评价通用方法和指标体系.具体包括:
(１)建立数据监测及存储规范,保证各类各期数

据备份完整、连续,方便数据的后续处理及用户

查询.
(２)建立数据清理及处理规范,形成数据分析准

则,并以相同规范完成报告,便于长时间内的数据

对比.
(３)建立严格的审核制度以控制报告质量.

(４)建立服务反馈和评价机制.通过移动端快

报运营数据分析、用户调查、职能部处及院系走访,
收集用户反馈,及时调整服务方向及内容.

其次,应重视培训科研评价馆员技能,通过会

议、课程、研讨班、内部培训等途径提升馆员业务

能力.

５　结语

科研评价快报,不仅能充分发挥图书馆文献计

量、数据挖掘的专业技能,还是图书馆宣传、扩大影

响力的重要路径.现阶段,该服务虽已初具规模,但
整体服务仍处于探索阶段,需加强整体统筹管理,深
化内容及合作,推动科研评价快报服务的品牌化、规
范化、体系化.并由“双一流”高校带动业界整体科

研评价服务向前发展,共同促成图书馆的战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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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北京大学图书馆未名学术快报．北京大学２１个人文社科院系/机构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发表著作类成果近２５００项[EB/OL]．[２０１９－０５－２０]．htＧ
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２３０９４０４２８４１６２４２８２９６７９８．

１６　同济大学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专利情报】污水处理技术专

利数据挖掘———观全球,从“一百米宽,一米深”到“一米宽,一百

米深”[EB/OL]．[２０１９－０８－２５]．https://mp．weixin．qq．com/s/

yJ－Xcnb６９oV０UL_MT２２ZPQ．
１７　同济大学图书馆信息服务微信公众号．【知识产权】污水处理专利数

据挖掘———同济,面向全世界的奔跑者! [EB/OL]．[２０１９－０８－
２６]．https://mp．weixin．qq．com/s/j１c１jQQ４xJWX２７１cZqIHrQ．

１８　同济大学图书馆信息服务微信公众号．【知识产权】污水处理技术专利

数据挖掘———脱水药剂,污泥减容减量之必胜法宝[EB/OL]．[２０１９－
０８－２６]．https://mp．weixin．qq．com/s/EhfGCfQ７８fEqzkzmaDefEQ．

１９　北京大学图书馆未名学术快报．北京大学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获授权专利

３０００余项,获中国专利优秀奖８项[EB/OL]．[２０１９－０５－２０]．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２３０９４０４２８４１６１４１７４４８７１０．

２０　复旦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EB/OL]．[２０１９－
０６－１５]．http://www．library．fudan．edu．cn/xkfw．

２１　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前沿快讯|NATURE、

SCIENCE最新快讯(２０１８/１２/２５)[EB/OL]．[２０１９－０７－８]．htＧ
tps://mp．weixin．qq．com/s/pVDiiLeZZyZBtqugOJED２A．

２２　吉林大学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２０１８研究前沿»已经发布,快
来看看今年的全球热点和新兴前沿研究! [EB/OL]．[２０１９－０７
－ １０]．https://mp．weixin．qq．com/s/rLXD１YWCAvE _

UMOMaVu０Ig．
２３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２０１８年最新期刊影响因

子发布! [EB/OL]．[２０１９－０８－２０]．https://mp．weixin．qq．
com/s/QM６YWDwFlAzkRMfx６hWJRQ．

２４　同济大学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情报研究】２０１８年期刊影响

因子发布啦! [EB/OL]．[２０１９－０８－２５]．https://mp．weixin．

qq．com/s/l６CyvL３bZet５rhZuqqVoUA．
２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２０１８年最新JCR数

据发布[EB/OL]．[２０１９－０８－２５]．https://mp．weixin．qq．com/

s/paj_eaDEEtsQFrF７vyDrGA．
２６　吉林大学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震惊:这３７本SCI期刊已被

剔除,快看你中枪了吗? [EB/OL]．[２０１９－０７－１０]．https://

mp．weixin．qq．com/s/qwS７YTvX１t１３VP４yoefjKw．
２７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２０１８年被剔除的SCIE

期刊[EB/OL]．[２０１９－０８－１８]．https://mp．weixin．qq．com/s/

qbIZYwkmVB_Wc５Ti７M９GoA．
２８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术规范与投稿指南[EB/OL]．[２０１９－０８－

１２]．https://www．lib．pku．edu．cn/portal/cn/fw/xkfw/lunＧ

wenxiezuojisuyang．
２９　浙江大学图书馆．核心期刊导航[EB/OL]．[２０１９－０８－１２]．htＧ

tp://libweb．zju．edu．cn/libweb/redir．php? catalog_id＝４２４４８．
３０　厦门大学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XMUScholars小程序发布

[EB/OL]．[２０１９－０８－２２]．https://mp．weixin．qq．com/s/

rRaV４e_sv９QdW８_NL０sQfA．
３１　清华大学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数据驱动服务创新|科睿唯安

与清华大学(图书馆)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EB/OL]．[２０１９－０６－
１２]．https://mp．weixin．qq．com/s/QOQO２ellSALr０zbsrjIoqA．

３２　北京大学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服务动态|北京大学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中心成立并发布«北京大学专利竞争力分析报告(２０１８
年版)»[EB/OL]．[２０１９－０５－２０]．https://mp．weixin．qq．com/

s/DGusGWsp１Ej２a３u９８２jLEg．
３３　东北大学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东大名师———院士系列】闻

邦椿:一个不断给自己提出新目标的人[EB/OL]．[２０１９－０７－
０６]．https://mp．weixin．qq．com/s/y７０yKd９UK７LlaZ_A－ICMＧ
NA．

３４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院士风采之邵明安

[EB/OL]．[２０１９－０４－１５]．https://mp．weixin．qq．com/s/

５e８qhdendKDJeQukt２ya３w．
３５　同２７．
３６　同济大学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情报研究】近三年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研究热点分析[EB/OL]．[２０１９－０８－２０]．https://mp．
weixin．qq．com/s/qnyxTtaiFmceEqYWQPCIzA．

３７　四川大学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重磅:２０１８年我校ESI数据回

顾[EB/OL]．[２０１９－０６－１８]．https://mp．weixin．qq．com/s/

ZHsUxWmRi６zsJIhmBvPdqw．
３８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盘点２０１８:我校国际学术

论文院系排行榜[EB/OL]．[２０１９－０６－１５]．https://mp．weixin．

qq．com/s/PowShDcAImmYLdZRSNgQHA．
３９　同５:６０．
４０　汤正午,高波,朱志鹏．静态阅读推广视角下高校图书馆微博与

微信服务的比较[J]．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８(２０):８５－９３．
４１　侯鑫鑫,等．人文学科期刊评价新视角:以人评文,以文评刊———

以中国语言文学为例[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９,３０(５):５３７
－５４４．

４２　科睿唯安官方微信公众号．打破学科壁垒有助于产出创新型成

果———访“高被引科学家”、深圳大学张晗教授[EB/OL]．[２０１９－０８
－０７]．https://mp．weixin．qq．com/s/z１０d７qW０LGtfUgg３nklX４A．

４３　复旦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情报研究[EB/OL]．[２０１９－
０６－１５]．http://www．library．fudan．edu．cn/qbyj．

４４　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专利信息服务平 台 [EB/OL]．
[２０１９－０７－３１]．http://２０２．１１９．２５２．１７８/njtechzlxxfw．

４５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智库服务[EB/OL]．
[２０１９－０７－３０]．http://www．lib．sjtu．edu．cn/f/content/detail．
shtml?id＝６０９８&lang＝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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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andAnalysisonResearchEvaluationBulletin
Serviceof“DoubleＧFirstＧClass”UniversityLibraries

LiuFei　ZhangLing

Abstract:ResearchevaluationbulletinisanimportantserviceinChineseuniversitylibraries．ThebulＧ

letinspublishedonwebsiteandmobileintheyear２０１８of４２“DoubleＧFirstＧClass”universitylibrariesare

collectedanddividedinto４groupswhichare:analysisonthecompetitivenessofinstitutionsanddisciＧ

plines,improvementofscientificresearchliteracy,dynamicpublicityoflibraryserviceandpublicityofacaＧ

demicinfluenceofscholars．Thesurveyindicatesthatthebulletinserviceishighlytargetedandoriginal．It

containsvariousformsofpresentation,andthebrandhastakenshape．Itmostlyreleasesjointlyonboth

webandmobile．Basedontheissuesanalyzedwithpractices,suggestionsareputforwardfordeepeningand

improvingtheresearchevaluationbulletinserviceofuniversitylibrariesinChina．

Keywords:ResearchEvaluationBulletin;Bibliometric;University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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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ofaPatentandConstructionofQuantitativeEvaluationSystem
—BasedonNeighborhoodRoughSetandFruitFlyAlgorithm OptimizedNeuralNetwork

ShenJinhua　LiuYue　ZhangGengping

Abstract:Inordertoimprovetheaccuracyofpatentvaluepredictionandpromotethetransferofpatent

rights,thisstudyfocusesonhowtoevaluatethepatentvalueobjectivelyintheprocessofpatenttransfer,

andthenconstructsanindexsystemforquantitativeevaluationofapatent,inhopeofovercomingthesubＧ

jectivityintheevaluationofpatentvalue．Itusestheneighborhoodroughsetmethodtoeliminateredundant

attributesandtheFruitFlyOptimizationAlgorithmtooptimizetheBPneuralnetwork,inordertoreduce

theriskofthattheBPneuralnetworkiseasytofallintolocalminimum．Throughempiricalresearch,itis

foundthatthepatentvalueindexsystemconstructedinthispapercanquantitativelyevaluateasinglepaＧ

tent．TheBPneuralnetworkoptimizedbyFruitFlyOptimizationAlgorithmhasrelativelyfastandaccurate

predictionability,togetherwithgoodgeneralizationabilityandeffectiveinactualprediction．

Keywords:PatentValuation;NeighborhoodRoughSet;OptimizationAlgorithm;BPNeural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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