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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服务的海洋学科门户建设

□马芳珍∗　李峰　肖珑

　　摘要　以知识服务为核心的学科服务是图书馆服务转型的重要发展方向.海洋学科门户的

构建就是在对资源、学科、人员和机构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以知识服务为主导,通过更符合学科特

色的资源收集、深度组织和整合,为研究人员提供满足其研究需求的精准服务,为管理人员提供

支撑其学科管理与规划的决策支持服务.海洋学科门户建设是图书馆探索精细化的学科服务,
开展专业化知识服务的一次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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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知识服务对图书馆学科服务的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文献的获取渠道日益丰

富,大量文献的数字化使得用户可检索和利用的资

源量呈爆炸性增长,图书馆用户面临的主要困难不

再是如何检索和获取文献,而是如何精准地提取到

满足特定需求的文献信息.因此,图书馆以资源为

核心的传统服务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用户尤其是研究

型用户的需要,应转向通过对海量信息资源的梳理、
组织和整合为用户提供知识服务.

学科服务作为高校图书馆的重点服务,其核心

就是以用户为中心,针对不同层次的用户群,提供更

有针对性的知识服务.学科门户作为学科服务的基

础平台,承担着对学科群体提供资源服务的重要角

色.传统的学科门户通常尽可能收集更多更全的学

科资源,并提供简单的菜单式浏览功能和检索服务,
其优点是可以作为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展示窗口.但

是这类学科门户的不足是仅考虑了信息资源的情

况,而缺乏对用户使用习惯、目的以及需求的考量.
建设以知识服务为主导的海洋学科平台,主要

是希望在详细调研和分析用户需求的基础上,通过

更符合学科特色的资源收集、深度组织和整合,为研

究人员提供满足其研究需求的精准服务,为管理人

员提供能够支撑其学科管理与规划的决策支持服

务.海洋学科门户是对如何提供更为有效的知识服

务的一个新的探索和尝试.

２　基于知识服务的海洋学科门户建设背景和价值

２．１　海洋学科门户的建设背景

海洋战略的全面实施对于促进我国的整体发展

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国家

“十二五”海洋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国家中长

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等国

家层面的规划中都着重提出发展海洋技术,健全科

技创新体系,培养创新人才,推动我国海洋科技自主

创新发展的目标.２０１２年,在十八大报告中又提出

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海洋教育和海洋研

究是支持我国海洋战略发展的基石,北京大学作为

国家重要的研究和教育基地,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２０１３年筹建并成立了海洋研究院.
由于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是一个新建学院,一

方面由于院系规划、学科设置、学科管理等处在一个

不断发展完善的阶段,对海洋学科的国内外现状和

前景都需要深入了解,从管理层面来看,海洋研究院

急需知识性的学科决策支持服务.另一方面海洋研

究院的研究人员主要是从校内外抽调或引进的跨学

科研究人员,迫切需要从海洋学科的视角了解和追

踪海洋文献资源.海洋学科门户正是基于管理层面

和研究层面对海洋文献资源的需求,由海洋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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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图书馆主要负责建设.

２．２　国内外海洋学科门户建设情况调研

国内已经有一些关于海洋学科门户或文献信息

数据库的建设成果.例如,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图书馆发布的海洋信息资源服务平台集成了行业动

态、研究成果、政策法规、标准规范、企业名录等各类

信息资源[１];湛江海洋大学图书馆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建

设海洋文献全文库,该库主要收录期刊论文、学位论

文、会议文献、专利文献等,实现了统一检索、全文检

索和阅读等功能[２];钦州学院围绕涉海专业的学科

教学而建设的海洋文献数据库,主要是以学科专业

为对象、以本学科相关的文献信息为基本内容的教

学参考数据库[３].国外一些大学如佛罗里达州立大

学图书馆、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等建立了海洋学科导

航,从图书、期刊、数据、文章等方面引导用户使用海

洋学科的资源[４－５].
从资源组织的角度来看,这些学科门户或导航

都是将海洋学科作为一个整体,从文献类型的角度

进行分类和导航,未对海洋学科进行细分.从内容

来看,这些门户或导航仍然是文献资源的展示,有些

门户还增加了动态的新闻资讯,但是都不包含基于

海洋学科进行的分析报告或计量研究,其主要目的

仍然是支持传统的检索和浏览等功能,很难满足用

户开展学术研究和学科管理的需求.
另外,还有一些文献是专门针对海洋学进行计

量研究和学科态势分析的,如«从海洋核心期刊论文

看世界海洋研究格局»是从海洋核心期刊的论文入

手,研究海洋学科的格局[６];«中国及国际海洋科学

发展态势文献计量分析»则是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

国际海洋科学论文产出的主题领域及国家分布、中
国海洋科学论文产出的主题领域等从文献计量学的

角度进行了统计分析[７];«韩国海洋学科学实力探

析»以 WebofScience数据库的韩国海洋学主题研

究文献为研究样本,分析韩国海洋研究的历史、机
构、关注领域等问题[８].另外还有基于海洋学科交

叉属性的计量研究,如«Developmentofathematic
filterforthebibliometricdelimitationoninterdisciＧ
plinaryarea:thecaseofMarineScience»[９].这些

研究都是将海洋学作为一个整体,未对海洋学各分

支学科的情况进行观察和分析,因此对于海洋学科

的科研管理和发展规划的参考意义不大.

２．３　海洋学科门户建设的创新之处

虽然学科门户并非新鲜事物,目前已经有很多

高校包括北京大学都建成和发布过多个学科门户,
但是海洋学科门户在建设思想和建设内容上,都有

创新之处.从建设思想来看,门户建设立足于海洋

研究院的立场,并配备了知识服务;对资源类型的收

集大而全,而资源的组织和分类精而细;既服务科研

人员的研究,也支持管理人员的决策等.在建设内

容上,既有基础资源的展示,也有学科规划的分析;
独创了创新的文献筛选分类方式,并通过多种渠道

保证资源发布的时效性等等.通过以上更符合学科

特色的具有创新型的资源收集、深度组织和整合分

析模式,更加精准地满足了海洋学的学术研究和学

科管理的用户需求.

３　海洋学科门户的需求调研和分析

北京大学图书馆拥有丰富的馆藏资源,有关海

洋学的期刊、图书、数据、论文和信息资讯等资源纷

繁复杂.门户建设应考虑如何突出学科特色,有效

的组织和整合资源,对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切实有

用.因此,在规划阶段,在对已有的海洋学科门户和

导航网络调研的基础上,主要从学科、人员、院系和

资源情况四个方面开展了针对用户需求的调研分析

(如图１所示).

图１　海洋学科门户需求分析

(１)海洋学科现状分析.
在学科调研时发现,海洋学科的综合交叉属性

尤为突出,较单一的化学、数学等学科不同,其研究

内容涵盖理、工、医、社会科学、人文等各个领域.以

WebofScience平台的“海洋研究”文献为例,其覆

盖学科多达８０多个.因此,需要对海洋学科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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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细化,才能够方便研究人员找到精确信息,避免大

量的信息冗余.
同时,由于近年来海洋学科的快速发展,海洋研

究的范畴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意义的海洋学.传统

的海洋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指研究海洋

中的物理、化学、气象、地质和其他过程的一切综合

现象的科学[１０],如海洋生物、海洋地质、海洋生态、
海洋化学等基础学科等基础学科,以及海洋环境、海
洋能源、海洋水产、海洋矿物工程等实践性的工程学

科.随着海洋资源开发,维护国家海洋利益已经成

为当代世界政治、经济领域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
因此海洋科学与社会科学互相交叉渗透,由此形成

海洋经济学、海洋法学、海洋历史学等有关海洋的社

会科学[１１].但是目前的一些分类体系如中图法等,
还都将海洋学归于自然科学,在进行资源组织和整

理时导致很多资源无类可归.为了满足海洋门户对

研究的支持,需要参考现有分类体系,结合北京大学

海洋研究院的特色,构建新的分类体系.
(２)调研海洋研究院的管理现状和研究人员的

学科背景.
海洋学科门户的首要目标用户是北京大学海洋

研究院的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因此除了考虑图书

馆的资源情况、学科发展状况,还需考虑海洋研究院

的人员现状.从管理方面,由于北京大学海洋研究

院是新成立的院系,海洋学科的整体规划、学科管

理、科研制度等都处于制定和完善的阶段,尤其需要

了解目前国内外海洋学整体发展状况、海洋研究顶

尖机构特别是高校的学科发展现状、海洋学科的研

究前沿、研究合作和发展情况等.因此学科发展态

势、学科前沿等分析报告等对于管理人员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在研究层面,由于海洋研究院研究人

员主要是从各院系抽调人员组建,他们原来从事与

海洋相关的研究,如来自生命科学院的研究员主要

从事生物及海洋生物的研究,物理学院的研究员从

事的海洋大气的研究等.其研究领域往往与原所在

院系的学科关联度较大,对学科文献关注也主要集

中在原学科,而对海洋学科的专业期刊、图书系列等

并不熟悉.因此,在门户建设时还应重视海洋学科

基础的文献信息,梳理清楚,并尽可能提供详细的参

考信息,例如海洋期刊影响因子、海洋数据的提供机

构等等.
(３)对部分研究人员面对面的访谈和交流.

通过整理海洋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信息发现,从
学科背景上主要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以理学、工学

为主,主要从事海洋科学的研究;一类以文、史、法律

等人文社科为主,主要从事海洋人文的研究.为了

解用户需求,一方面通过个人访谈或者研究组的座

谈会等形式对上述两类研究人员的研究活动和所需

要的信息资源进行专门交流,另一方面学科馆员通

过参加研究院的一些学术研讨会来观察和了解研究

人员的科研活动.通过一段时间的跟踪和交流,发
现研究人员的研究领域极为分散,基本上都处在不

同的领域方向.同时,研究者们目前已经形成了一

些固定的文献追踪习惯和模式,仅对自己的研究领

域较为了解,对于新的领域———海洋学体系的了解

还不够完善.加入海洋研究院后,研究者们希望能

够通过某种途径如快讯、简报、资源推荐、学科导航

等方式加强对海洋专业的了解.另外,对于新兴的

数据共享和利用问题也很感兴趣,希望能够通过海

洋研究数据导航的方式增加对其他研究机构共享数

据的查找和利用.

４　面向知识服务的海洋学科门户架构和主要内容

海洋学科门户是面向知识服务的综合性门户,
建设内容主要基于对学科、人员、院系等情况的深入

调查,同时结合北京大学图书馆丰富的文献资源,不
仅要涵盖图书、期刊、学位论文等传统的文献资源,
还应加入海洋最新研究成果报道、海洋研究数据、海
洋资讯等最新学术服务,海洋数据的热点资源以及

海洋学计量分析报告等一系列内容,才能支撑海洋

研究院的管理和研究需求.海洋学科门户主要包含

四个模块:文献资源综合导航服务、动态学术信息服

务、学科决策支持服务、院系学术成果及影响力

展示.

４．１　文献资源综合导航服务

许多学科门户将文献资源作为主要内容,通常

以收集更全面的、更多类型的文献资源作为目标,但
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建设海洋学科门户时更注重文

献的整理、组织、抽取、分类标引等过程,更重视该模

块的知识服务功能.
文献资源导航仍然以传统的资源类型进行栏目

划分,包括海洋期刊、海洋图书、海洋学术会议,另外

还增加了研究领域的热点资源———海洋数据.建设

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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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海洋学科门户首页

(１)在文献资源收集和筛选的过程中,根据海洋

学发展的特点,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采用关键词检

索、文献倒查的方式筛选期刊、图书文献.如前所

述,目前海洋学处在快速发展,学科边界不断延伸的

阶段,因此使用传统的分类方法筛选,会漏掉很多学

科资源.期刊的筛选方法是先用关键词在数据库中

检索海洋研究类的文章,再通过倒查文章所属的期

刊、根据期刊题名筛选期刊、期刊分类等多种方式来

确定期刊导航的列表.图书的筛选也没有采用«中
国图书馆分类法»来抽取,而是直接采用关键词检索

的方式抽取图书再进行筛选和甄别.
(２)根据学科现状制定分类体系.由于文献筛

选方式的改变,使得抽取的文献较«中国图书馆分类

法»范畴更广,同时由于研究者们希望能够快速便捷

地定位到自己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领域较传统的

分类更细,因此在参考«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基础

上,制定了更细致的学科分类规范.
(３)海洋研究数据导航服务.研究数据的开放

共享服务是近几年来的新兴领域,同时也是研究人

员较为陌生的领域.无论是共享自身的数据,还是

查找他人的数据,很多研究人员都不熟悉如何操作,
因此也很难在数据开放的大环境下有效利用这一新

的资源.为此,海洋门户建立海洋研究数据导航,帮
助研究者更便利地发现和利用数据资源.

４．２　动态学术信息服务

海洋学的跨学科特点和海洋研究院人员的研究

背景,导致研究人员往往更熟悉原所在院系专业的

学术信息搜索渠道,而对海洋学相关的领域了解不

足.因此海洋学科门户希望通过动态学术信息模块

帮助研究者快速掌握海洋学科的学术动态.根据研

究者主要关注情况,该模块分为最新热点文章、最新

资讯和最新图书３个子栏目.
热点 文 章 主 要 抽 取 最 近 １ 年 内 的 Webof

Science平台的热点文章(TopPaper)和高被引论文

(HighCitedPaper),并增加主题标引.最新资讯主

要收集国内外海洋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机构和一些

国际海洋组织的新闻,以快报的形式发布,分为国内

新闻、国际新闻、海洋科技、中外合作、海洋安全、重
点关注等.最新图书则主要收集爱思唯尔、施普林

格等大型学术出版社和亚马逊图书网站的英文图

书,并增加了一键推荐的功能,方便研究人员推荐给

图书馆购买.
动态学术信息服务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通过

人工或系统的方式,保证信息的即时更新.如最新

图书采用的是数据定时抓取和自动更新的模式,最
新资讯和热点论文则以人工采集分析的方式定期更

新内容;第二,服务方式灵活多样.海洋资讯栏目的

快报除了在学科门户、研究院的网站上发布外,还通

过海洋研究院的公众号发布,满足研究者利用碎块

时间阅读的需要.

４．３　学科管理和决策支持服务

海洋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文献计量

等分析研究也较普通学科更为复杂.根据海洋研究

院现阶段面临的众多问题,学科门户通过一系列计

量统计和研究报告的方式为海洋研究院的管理者提

供管理和决策支持服务,例如已发布的学科前沿态

势分析报告、海洋研究顶尖机构统计等.北京大学

图书馆能够使用 WebofScience、SCOPUS、INCITＧ
ES、ESI、TDA、INNOGRAPHY等数据库或分析工

具,为开展海洋决策支持知识服务提供了条件保障.
目前,已经完成的«全球海洋学科发展态势及北

大分析报告»主要以 WebofScience数据库的文献

为主,同时参考SCPOUS数据库的数据,使用关键

词检索方式筛选相关文献,对近５－１０年的海洋研

究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和对比,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

法,从海洋研究的交叉学科属性的角度对学科进行

解构,对比我国和全球的海洋研究的现状、学科布局

和学科发展趋势,提出我国海洋学科建设的发展对

策.同时报告还专门从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的现状

和学术表现入手,分析目前海洋研究院的基本状况、
问题和发展方向等.图３为报告的部分分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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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全球海洋学科发展态势分析报告主要内容

　　随着学科服务的深入和需求的不断变化,这一

模块还将不断积累和丰富,通过大量的切合需求的

分析来支撑海洋研究院的管理和决策工作.

４．４　院系学术成果及影响力展示

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作为一个年轻的学院,目
前的学术成果还比较少,处于积累阶段,相应的科研

管理尚未规范.海洋学科门户这一模块的主要功能

就是对海洋研究院的学术成果进行规范化处理,并
跟踪其影响力状况,为海洋研究院的学术成果宣传

和展示提供一个窗口.目前,学术成果模块的内容

还较为简单,但是随着海洋研究院的成长将会不断

丰富.

５　海洋学科门户的建设效果和展望

５．１　海洋学科门户的特色

北京大学海洋学科门户作为一个更注重用户使

用体验的新型学科门户,有着自身独特的价值和特

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１)突破了传统学科门户主要由图书馆建设的

模式.海洋学科门户由学院(用户)提出需求,图书

馆在对科研和管理人员进行深入调研后建设,充分

反映用户的需求.门户建设不是图书馆的闭门造

车,而是要充分调研、访谈、观察的基础上,结合学院

的实际需求和图书馆员的情报学知识和经验,共同

设计完成的.
(２)资源的收集原则是大而全,资源的组织和分

类原则是细而精.例如门户中的海洋学期刊涵盖了

理、工、人文、医学等全部涉海学科,每一领域都细分

到具体的研究方向,便于用户精准浏览和检索.
(３)创新文献筛选分类方式.根据学科特点,采

用创新的关键词检索、文献倒查的方式筛选期刊、图
书文献,并制定了更细致、更有针对性的学科分类

规范.
(４)提供动态信息,更具即时性.门户采用数据

定时抓取、自动更新、人工采集、分析、更新等多种方

式,以及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发布渠道,保证了

资源的时效性.
(５)突破了传统学科门户单一的文献揭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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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文献的整合、细分、重组,不仅满足科研人员

的研究需求,还满足管理人员的科学管理和决策需

求.门户不仅包含图书、期刊等传统文献,还包括了

最新研究成果报道、海洋研究数据、海洋资讯等最新

学术服务,海洋数据的热点资源以及海洋学计量分

析报告等一系列深层次内容.文献导航服务使得科

研人员可方便快捷地获取研究所需的信息;海洋学

的计量研究报告,则对管理人员如何发展海洋学科、
如何配置人员和资金、如何争创一流学科等都具有

参考意义.

５．２　海洋学科门户的展望

在资源和数据梳理的过程中,学科门户建设小

组还发现了中国海洋研究和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的

一些问题.如在整理期刊列表时发现我国目前人文

社科类海洋期刊数量较少;在对比国内海洋研究机

构学术成果时,发现北京大学海洋院的研究人员在

发文倾向和署名规范方面的问题;在建设海洋数据

导航时发现海洋数据在共享层次和标引方面的问题

等.建设小组针对这些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的建设

性报告和建议,提交给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以供参

考,有些建议已经被采纳并列入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这也成为海洋学科门户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

作为面向知识服务的综合性门户,北京大学海

洋学科门户目前已经正式上线,为海洋研究院的建

设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文献保障和决策支持.该门

户的建设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支持学校新兴学科发展

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深化学科服务、开展专业化知

识服务的一次新的尝试和探索.然而,海洋学科门

户在资源组织、内容管理等方面尚待完善,在用户的

互动功能设计上还有不足,还需要不断改进.从海

洋学科信息服务的角度,海洋学科门户将对校外开

放,对促进我国海洋学科的文献信息服务和知识服

务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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