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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书馆馆藏资源概况

中文图书：104.1万册，外文图书：4.8万册
期刊合订本：7.9万册，学位论文：6.8万册
每年新增图书约3.5万册。

电子图书：335万册
电子期刊：3.3万份
数据库：订购和共建共享数据库88个

中文期刊：2.0万份
外文期刊：1.3万份
报纸：71种

呦呦搜索、本校学位论文库、机构知识库、教材教参特色库、
馆藏数字化平台。

纸质图书

数字资源

纸质期刊

特色数据库

截止到2018年底，共有纸质图书108.9万册；纸质期刊922种；电子图书335万册，订购和共建
共享数据库88个，自建数据库3个。



便利的服务

查询机

远程访问系统 原文传递和馆际互借系统

官方微信

library.cup.edu.cn



资源利用效益分析

纸质图书
由于数字化大环境、读者获取信息的途径多样化的影响，2007年2017

年，总体借阅率呈现下降趋势。

但在2017年趋势出现扭转，借阅次数有大幅度回升，与图书馆加大力
度开展阅读推广有密切关系。



资源利用效益分析

为适应读者借阅习惯的变化，图书馆近几年将文献资源建设的重点逐步

转移至数字资源。数字资源经费已占文献购置经费的50%以上。

数据库名称 数据库语种 数据库类型 2016全文下载量(篇) 2017全文下载量(篇)

读秀 中文 电子书 274136 353172

书香石油大学 中文 电子书 304373 129186

中华数字书苑 中文 电子书 140191 129635

NoteExpress 中文 管理软件 151397 204065

银符考试题库 中文 考试题库 71041 61285

新东方多媒体库 中文 课件 96287 16486

知网 中文 全文 4137252 4375308

万方知识库 中文 全文 2334200 2520735

ACM美国计算机学会 外文 全文 3554 5224

AGU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外文 全文 11216 21763

APS美国物理学会 外文 全文 6633 6474

IOP英国物理学会 外文 全文 9640 9687

Nature自然与两种子刊 外文 全文 33124 31371

PNAS美国科学院院报 外文 全文 2753 4996

Science科学周刊 外文 全文 10386 14468

ScienceDirect 外文 全文 1371879 1627262

SPE OnePetro 外文 全文 150948 167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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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图书馆丰富数据资源分布

http://library.cup.edu.cn/



期刊论文

• CNKI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 万方数据学术期刊

学位论文

• CNKI中国硕博士学位论文全文
库

•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全文库

• 本校学位论文库（05年以后）

• ……

常用中文数据库

中文图书

• 超星读秀

• 石油工业出版社电子图书

• 中华数字书苑

• ……

专利文献

•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

• 知网数据专利库

• 万方数据专利库

2.1 图书馆丰富数据资源分布



期刊论文

•SCI

•EI

•Elsevier 

•Springer

•Wiley

•Taylor

•AAPG （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

•SPE （美国石油工程师协会）

•SEG （美国勘探地球物理学家协会）

•ACS（美国化工学会数据库）

•ASME（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

•Emerald （工商）

•……

会议论文

•CPCI科学会议录索引

•EI会议论文

•SPE 、 SEG 、ASME、IEL等

专业数据库会议论文

专利文献

•欧专局网站

•美国专利与商标局网站
•其他国家专利局网站

科技报告

•国外科技报告信息资源服务系统
•NTIS(美国政府报告文摘数据库）

常用英文数据库

2.1 图书馆丰富数据资源分布



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2.2 如何利用？



搜索引擎
（百度，bing…）

专业数据库
（知网、万方、EI、SCI等)

检索方法 简单 需要了解每个数据库的特点

学科分类 否 是

专业的词库 无 有

内容的来源
抓取网页；

部分学术内容来自数据
库的授权

按学科收集相关资源

内容的可靠性 不一定 可靠

2.2 如何利用

你所学专业有哪些常用数据库？



地质学科为例-GSW



• Earth-Science Reviews

• Sedimentary geology

• Marine and Petroleum Geology

•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Elsevier 



Wiley

• Basin Research

• Sedimentology



PQDT硕博论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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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呦呦搜索一站式检索

• 呦呦检索

–实现图书馆馆藏资源和电子资源（比如图书、期刊文章和其他数字对象）一

站式发现和获取；也可以进行图书的续借、预约和查询个人的借阅情况等 。

点击进入主页面



3.1 呦呦搜索可以找到什么

•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图书馆的馆藏目录

• 图书馆传统纸质资源为主

•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图书馆可访问的电子期刊

• 订购的中外文期刊

• 部分非订购的外文学术期刊题录信息

• 学术会议、学位论文、电子书等

• 部分开放获取期刊

中外文期刊包括但不限于如下资源：

SpringerLink Wiley

Taylor & Francis                                            Elsevier

GSW                                                              SEG

Web Of Science                                             Proquest

Emerald （工商） Nature

…….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 缺少知网数据库！！！



3.2 实例

• 可选择检索范围

• 系统可进行检索词扩展

sequence stratigraphy



高级检索



检索结果限定



通过左侧分面筛选或精简检索结果

排除某个分
面

选择多个分
面



定制检索结果排序（主要针对电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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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保存及导出



读者个人空间登录

• 通过图书馆读者证卡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28



我的图书馆——电子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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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图书馆——检索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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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图书馆——保存检索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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呦呦搜索主要功能小结

• 资源发现
– 既可以发现图书馆纸质资源，也可以发现电子资源、特色资源。

– 既可限定在本馆订购的资源范围内进行检索，也可扩展发现更多非订
购资源、开放获取资源。

• 资源获取
– 针对不同类型资源，提供多种获取途径。

• 个人空间
– 保存检索记录、检索历史、修改个人设置。

• 期刊导航
– 针对电子期刊的独立的导航系统。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