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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小白兔去钓鱼，一无所获。第二天，它又去钓鱼，还是如此。
第三天它刚到，一条大鱼从河里跳出来，大叫：你要是再敢用

当鱼饵，我就扁死你！

• 思考：图书馆提供的资源都是读者想要的吗？

一个小故事

——引自彭晓东（重庆大学）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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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双一流”



狭义“双一流”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
世界一流学科



“双一流”高校版图



狭隘的“双一流”观

没进一流大学名单的学校，与我无关？
没进一流学科名单的学科，与我何干？



省级重点实验室

211
小211

国家级精品课程
省级精品课程

985

国家重点实验室

还记得这些套路么？



世界级“双一流”建设

是新一轮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示范工程

代表着高校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新时期

结论



双一流建设模型



双一流建设职业教育在行动：双高计划



双一流建设陕西在行动：四个一流
陕西省教育厅研究制定了《关于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学院、

一流专业”的实施方案》（陕教〔2017〕171号）



学科建设
是全面打造一流教育的起点和基础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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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一流与图书馆角色



一流大学建设
是系统工程



把握本质



正确地做正确的事



一流大学三要素



图书馆的主要任务



信息量足够多：大数据的要求

覆盖面足够宽：学科交叉发展

特色化足够亮：突出学科资源

共享度足够高：多快好省保障

学科专业资源建设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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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流资源，一流教育



一个应用实例

火箭发动机文献的应用场景



火箭发动机研究追踪



火箭发动机研究追踪



火箭发动机研究高被引图书和期刊论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3094)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1615) 
西北工业大学(1160) 
哈尔滨工业大学(470) 
东北大学(354) 
大连理工大学(225) 
电子科技大学(182)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178) 

•西北工业大学(132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097) 
•国防科技大学(979） 
•南京理工大学(548) 
•北京理工大学(386) 
•哈尔滨工业大学(340) 
•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322)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201) 

航空发动机
研究生论文单位

火箭发动机
研究生论文单位

航空与火箭发动机力量的分布



•西北工业大学(1323) 
• 航天学院(249) 

• 航天工程学院(82) 

• 动力与能源学院(69) 

• 燃烧热结构与内流场重点实验室(55) 

• 航空学院(20) 

• 材料学院(7) 

• 理学院(7) 

• 自动化学院(5) 

• 飞机系(3) 

• 精确制导与控制研究所(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097) 
•宇航学院(377)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1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14) 

•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7)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6) 

•动力系(4) 

•计算机学院(3) 

•403教研室(2) 

•国家计算流体力学实验室(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 

火箭发动机研究方向判断：不同视角



火箭发动机研究方向判断
 国防科技大学(979) 

 航天与材料工程学院(451) 

 航天技术系(101)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14) 

 计算机学院(8) 

 系统工程研究所(5) 

 新型陶瓷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2)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ATR重点实验室(1)

 …… 



火箭发动机研究主要人员及代表成果



•何国强(247) 
•张为华(198) 
•刘佩进(153) 
•蔡国飙(149) 
•刘宇(117) 
•夏智勋(116) 
•刘洋(104) 
•李江(103) 
•秦飞(101) 
•王宁飞(92) 

何国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西北工业大学副校
长，燃烧、热结构与内流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国宇航学会固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总装专业组
成员，中国高超声速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
委员

张为华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国防科技大学航天
与材料工程学院空间技术研究所所长，

刘佩进教授。原国防科工委“空天飞行器科技创新
团队”成员，获国防科学技术二等奖2项

火箭发动机研究高产出人员



火箭发动机研究最新学位论文[学位论文] 基于Modelica的液体火箭发动机系统建模与仿真研究 
作者：吴有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
学位名称：硕士
出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 2018 

 [学位论文] 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推力控制系统研究 
作者：余业辉（南京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出处：南京理工大学 2018 

 [学位论文] 某运载火箭发动机项目质量管理研究 
作者：潘亮（哈尔滨工业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出处：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8 

 [学位论文] 液体火箭发动机喷注系统动力学特性研究 
作者：刘曌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
学位名称：硕士
出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 2018 
关键词：液体火箭发动机　　不稳定燃烧　　喷嘴动力学

[学位论文] DPM与VOF耦合方法在固体火箭发动机沉积研究中的应用 
作者：刘涵元（哈尔滨工程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出处：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8 

[学位论文] 固体火箭发动机喷管扩张段补充燃烧技术研究 
作者：张琦（哈尔滨工程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出处：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8 

 [学位论文] 固体火箭发动机羽焰真温测量技术研究 
作者：梁美（哈尔滨工业大学）
学位名称：博士
出处：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7 

[学位论文] 固液火箭发动机多次点火与喷管烧蚀特性研究 
英文题名：Study of Multiple Start and Nozzle Erosion of Hybrid Rocket Motors
作者：赵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学位名称：博士
出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6 

[学位论文] 液体火箭发动机诱导轮空化流动仿真与试验研究 
英文题名：Numerical and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s on the Cavitation Flow of Liquid Rock
et Engine Inducer
作者：李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学位名称：博士
出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6 

 [学位论文] 深水条件下固体火箭发动机燃气射流与推力特性研究 
作者：唐云龙（北京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博士
出处：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 2016 

[学位论文] 固液混合火箭发动机高效燃烧技术 
英文题名：Research on High Combustion Efficiency Hybrid Rocket Motor
作者：王鹏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学位名称：博士
出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5 

[学位论文] 大长径比固体火箭发动机不稳定燃烧预示及抑制方法研究 引证(6) 
作者：苏万兴（北京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博士
出处：北京理工大学 2015 

[学位论文] 基于埋入式光纤传感器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健康监测系统 
作者：陈涛（湖南大学）
学位名称：博士
出处：湖南大学 2015 

[学位论文] 基于数值仿真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协同设计优化技术研究 
英文题名：Research on Collaborative Design Optimization of Solid Rocket Motor Based on N
umerical Simulation
作者：陈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学位名称：博士
出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5 



通过云图书馆
获得全文









海量、全面的学术大数据

高水平高等教育的基石



支持空检索



图书3千万种

期刊4.1亿篇

报纸1.9亿篇

学位论文1千万篇

会议论文2.8千万篇

标准379万篇

专利1.3亿篇

音视频1.4千万部

科技成果520万条

年鉴1.8千万条

法律法规443万条

……

9.3亿条元数据

数据规模406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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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



大数据中洞察产业方向：中国海洋战略的实质



页岩气专利发展态势分析：战略产业方向



智能终端对产业发展影响的态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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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质量的提升
核心是教学内容的创新



职业教育的教材建设动向



54626



经典教材



最新教材



建筑学教材



旅游管理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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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源的教学应用



课堂形式的演变

传统
课堂

• 教材

• 黑板

多媒体
课堂

• PPT

• 投影仪

智慧
课堂

• 手机/PAD

• 大屏



基于云舟专题平台的电子教参系统



智能资源推送

根据学生错题情
况或薄弱的知识
点自动推送相关

资源



学生方便的自主学习

v  学习监控：防拖拽防跳集

v  闯关学习：视频作业问答

v  在线支持：客服及时答疑

v  在线互动：小组交流讨论

v  在线笔记：支持笔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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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路与对策



资源建设之全局观

Part 1



建设的范围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

信息资源的结构、重点和保障就不同

学科资源建设必须充分考虑学科背景



某大学新专业迅速形成保障能力

新专业资源保障



新专业资源保障：思政资源成就了马院申报



新专业资源保障：一个硕士专业群的诞生
Ebsco与学科群发展



资源建设之专业特色资源观

Part 2



专业特色 中国特色

学科特色 历史特色

地域特色 产业特色

特色资源



特色资源足够全

特色资源足够专

两个原则



一流学科的资源保障率？



学科文献保障率=
可供资源

应供资源



       1996年全国重点学科保障率调查要求：
重点学科文献保障率达到研究级

一个实例

何为研究级保障？

以中文图书为例，该学科已出版图书满足率

应达到90～95%以上



——引自胡淑君（中国科学院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我所馆藏文献的调查与评估》，
《图书馆》，1996，No.3



某大学地球科学馆藏现状

学科资源保障能力评价：地质学达研究级



引文分析与核心资源建设



学科可供资源能力比较



资源建设之大数据资源观

Part 3



大数据资源观应具备的两个要素

信息量足够多：大数据的要求

覆盖面足够宽：学科交叉发展



文献多元化与创新



学位论文选题重复情况惊人



学科交叉发展



资源建设之多样性观

Part 4



学科专业资源构成
丰富的学习资源
文学艺术类、心理学、名人传记、历史地理、……

最优的学术资源
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学术视频等专业学术资源 

优质的课程资源
与课程有关的名师名校课程教材、教辅资料、教学大纲、课件、

试题、文档等各类教学备课资源

实用的产业资源
行业动向、新技术应用、市场、就业信息、技术资源



山东理工大学王朝阳同学20
15年跨专业以149分考入湖
南大学结构工程系研究生

同济朱慈勉老师在超星主讲
《结构力学》

一个故事：



优质讲座、公开课

    国际著名慕课、“双一流”学校和学
科的名校、名师、名课、讲座、报告





资源建设之共享观

Part 5



传统的建设思想：

先建设，不足的靠共享弥补

颠覆的学科资源建设思维

科学的建设思想：

先共享，核心资源靠建设保障



需要处理好购买与共享的关系

购买：常用、基础、实用资源

共享：稀缺、不常用、外文、昂贵



  

结语



阮冈纳赞
（Ranganathan，Shiyali Ramamrita）

1892-1972

1.书是为了用的 

2.让读者有其书

3.让书有其读者 

4.节省读者时间 

5.图书馆是个生长着的有机体 

图书馆学五定律



高水平学术资源建设
是图书馆发展的永远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