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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粤科图成功承办 2017 战略情报研究学术论坛 
11月 15-17日，由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研究协调组主

办，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简称粤科图）承办的“2017

战略情报研究学术论坛”在广州隆重召开。来自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中科院成都文献

情报中心、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中科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

信息中心、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和

粤科图等 20家相关机构的领导、专家和情

报研究人员 150 余人参加论坛。广东省科

学院院长廖兵、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

刘会洲出席会议并致辞，广东省科学院副

院长李定强、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出

席会议并应邀做报告。 

“战略情报研究学术论坛”是中科院

文献情报中心近年联合有关机构着力打造

的高端学术论坛，旨在展示和交流中科院

文献情报系统各单位、中科院研究所战略

情报研究咨询部门以及国内主要科技情报

研究机构，在科技领域有关战略情报的理

论方法研究、分析工具应用、决策咨询服

务以及技术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和

经验。该论坛自 2006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 11届，2017年论坛首次在广州召开，是

历届参会人员最多的一次，也是粤科图近年来承办的最大规模的全国性学术会议。 

本届论坛分为特邀报告、专题论坛和大会报告等三个部分。在特邀报告会上，上海

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王世伟研究员、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王元卓研究员和中科院武

汉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郝晓光研究员分别以“内参专报撰写的五大要素”、“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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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分析方法与应用案例”和“战略思维在情报研究中的应用——以竖版世界地图为例”

为题作专题学术报告，广东省科学院副院长李定强和中科院发展规划局战略研究处处长

甘泉分别介绍了广东省科学院开展智库建设与服务的探索、实践和中国科学院“十三五”

期间的战略发展规划及其对战略情报的需求、要求。专家们的精彩报告赢得了现场听众

们的阵阵掌声。 

专题论坛分情报研究方法与技术、学科领域情报研究与服务和科技战略与政策情报

研究与服务等三个分会场，来自中科院内外的 50 余位战略情报研究服务人员围绕各分

主题，就国内外科技领域的战略情报研究

与决策咨询服务、情报研究理论方法研究、

科学计量与知识计算方法与应用、情报研

究分析工具平台、科技智库建设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交流与研讨。粤科图粤创中心副

主任祝林应邀参与主持了专题论坛“情

报研究方法与技术”分会场的报告。 

在大会报告环节，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刘细文就计量学方法在政策研究中的

应用，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就该馆（所）开展智库服务的实践探索，中科院文献情

报中心副主任、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张智雄就构建支撑领域监测及评估的云服务体系，

中科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主任曲建升就科技决策咨询范式与影响力拓展机制，上海生命

科学信息中心主任于建荣就大数据环境下科技情报战略协同研究与服务，中科院文献情

报中心副主任、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张志强就政策定量分析以及与智库决策咨询等主

题分别进行了精彩的介绍和阐述。 

本届论坛日程紧凑、报告密集，2天会期里共安排了 60多个报告。作为论坛承办方，

粤科图不但参与了论坛筹备并提供论坛会场，还全程负责了会议接待与会场组织管理工

作，为论坛的顺利举办提供了有力的相关保障，并得到了论坛主办单位和参会人员的高

度肯定与好评。 

（供稿：彭仁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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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1-24 日，广东图书馆学会（简称省学会）2017 年学术年会暨首届“图书馆

发展岭南论坛”在河源市图书馆新馆召开。来自省内外图书馆界及相关单位 600多名代

表参加大会，参会人数创历届之最。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副馆（所）长招富刚率

队一行 20人参加会议。 

粤科图参加广东图书馆学会 2017 年学术年会并承办分会场 

本次大会以“图书馆：创新 智慧 规范 体验”为主题，会议活动推陈出新、丰富

多彩，应邀参会的图情、出版、文化界大咖云集。年会除开幕式、学术报告会分会场学

术会议、闭幕式等传统议程外，首次设立

“图书馆发展岭南论坛”，并举办了“新

时代•心阅读”阅读推广活动。 

22 日上午开幕式上，中国图书馆学会

副理事长、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教

授，河源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玲，省文

化厅副巡视员王莉和省学会理事长刘洪辉

先后致辞。大会颁发 “优秀会员”、“优

秀学会工作者”、“终身荣誉奖”、“优

秀服务奖”和“杰出贡献奖” 等奖项，粤

科图张海燕、彭仁耀分获 “优秀会员”、

“优秀学会工作者”称号，何淑贞、李向

谊 2位退休职工获 “终身荣誉奖”，陆周

贵获“优秀服务奖”。省学会副理事长、

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应邀为“优秀会

员”颁奖。 

23 日举行了 7 个分会场学术会议，其

中粤科图负责承办的第四分会场专业图书

馆论坛在河源市图书馆二楼咖啡吧举行，

共吸引 90余位参会代表参加。在该论坛上，

围绕“面向领导决策的图书馆知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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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用户服务与知识传播中心首席联盟官贾苹、粤科图首席研究

员张军、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夏旭、广州奥凯信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峻岭、粤科

图信息情报部主任高屹依次做专题报告。专家们的报告亮点纷呈，专家与听众互动频繁，

整个分会场气氛热烈、精彩不断。在第五分会场，粤科图粤创中心提交的“广东省生物

医药与大健康大数据平台”入选年会图书馆网络与智能应用优秀案例。 

23日下午闭幕式由魏东原主持。大会先邀请知名作家聂震宁做题为“全民阅读：为

了不同目的的阅读”的主题演讲，随后给首届图书馆杯“4.23 世界读书日”主题海报创

意设计大赛获奖作品和年会征文获奖作者分别颁奖。广东图书馆学会理事、粤科图业务

部主任彭仁耀应邀为征文获奖作者颁奖。 

（供稿：易晓阳、彭仁耀） 

粤科图举办“我与科学家的亲密接触”活动 
为激发青少年的科学兴趣，提高中小学生的科学素质，11 月 4 日和 11 日，粤科图

举办了两期“我与科学家的亲密接触”活动。来自华侨外国语学校、中星小学、先烈中

路小学、水荫路小学、侨乐小学、农林下路小学、花都北兴小学等学校的两百多名学生

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广东省科学院科研院所的科学家零距离接触，亲密互动。粤科

图党委副书记、副馆（所）长黄向丽出席活动并致辞。 

活动分为“星路分享”、“刁难科学家”、“我是一个小小科学家”三个环节。来

自省微生物研究所的李泰辉教授向大家讲述了自己艰辛的成长历程，分享了和国内外同

行野外冒雨采集蘑菇的趣闻，并带领同学们认识了高大环柄菇、野生平菇、鸡油菌、紫

褐牛肝菌等各种有趣的食药用菌。陈能场博士展示的精彩纷呈搞怪图片让同学们对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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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日常生活窥之一二：原来科学家并不是严肃无趣的，他们同样懂得在枯燥的科研中

寻找生活的乐趣。智能化是近来的热点，省智能制造研究所周松斌教授通过《终结者》、

《星球大战》、《变形金刚》等影片讲述了人与机器人的关系，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兴趣

和思考。广州地理研究所的唐光良教授带来了 DIY打造的无人机、充气地球仪、珍贵的

玻璃陨石等让同学们近距离观察，让大家深刻地认识到科学家是如何开展地学观测工作

的。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的李跃林博士用浅显生动的语言介绍了三大生态系统，还带来含

羞草、豆瓣绿等小盆栽作为小礼物送给大家。广州分析测试中心林晨教授教大家如何选

购食材，如何保障舌尖上的安全，实用性非常强。 

活动的第二环节，同学们轮番“刁难”科学家，提出了一个个刁钻的问题：机器人

会不会统治人类？机器人聪明还是人类聪明？为什么含羞草会害羞，而其他植物不

会？……第三环节进行角色转换，由科学家来向学生提问，在这个环节，科学家们发现，

同学们年纪虽小，知识面却不小，各种创意回答常常令科学家赞叹不已。 

活动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活动结束后，同学们都围着科学家进行交流，争着让科学

家签名、合影。“我与科学家的亲密接触”搭建起中小学生与科学家之间的桥梁，让同

学们亲睹科学家的非凡风采，激发对科学的兴趣，养成从小爱科学、学科学的良好习惯。 

(供稿：曾观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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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务简讯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刘会洲调研粤科图 
11 月 16 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简称院中心）主任刘会洲一行 2 人在广州

参加“2017 战略情报研究学术论坛”期间，抽空调研了粤科图。粤科图馆（所）长魏东

原热情地接待了刘会洲一行，并陪同其参观了部分业务部门和服务区域。 

在陪同参观时，魏东原向刘会洲介

绍了粤科图近年的发展概况、创新服务

的举措、开展智库建设服务，以及实施

广东省科学院与院中心战略合作的有关

情况，对院中心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帮助

表达了真挚的感谢。刘会洲肯定了粤科

图近年发展的创新举措和取得成效，表

示将继续加强与粤科图的各项合作。 

 （供稿：彭仁耀） 

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崇伊中学多媒体科普阅览室揭牌 
11 月 22 日，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副馆（所）长黄向丽、招富刚等一行，百

忙中驱车前往东源县黄村镇的崇伊中学，为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崇伊中学多媒体科普阅览

室揭牌。 

虽然强冷空气南下，粤北山区寒意袭人，但此时的崇伊中学，却是暖意融融。粤科

图为崇伊中学送来了 2000 册科普图书，20 余台多媒体电脑，给山区的孩子们带来了一

份大礼。孩子们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图书刚刚拆箱，就迫不及待地争相传阅，欣喜之

情溢于言表。 

崇伊中学多媒体科普阅览室的落成，是粤科图积极贯彻落实省政府“振兴粤东西北”

战略，继共建“阳春市科普分馆”等之后又一善举。魏东原馆（所）长在讲话中表示，

崇伊中学为当地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粤科图将一如既往的关注学校的发展，为发展

山区教育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供稿:黄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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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科图文献传递工作获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多项表彰 
11 月 8 日，由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协办的“2017

年统一自动化及文献传递系统培训暨表彰会”在西安召开，来自 61 个研究所和公共支

撑单位的 106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聚焦全院统一自动化系统及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系统，围绕阵地服务内容，

综合设置了讲座、研讨、培训与表彰环节，为全院文献情报系统阵地服务下一步发展提

供意见和建议。会议对过去一年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统一自动化系统与阵地服务方面

的优秀榜样进行了表彰。粤科图荣获“文献传递系统申请 Top 5”、“文献传递系统接

收申请 Top 5”两项团体奖；图书馆文献传递系统管理员吴耀楣荣获“优秀馆际互借员”

荣誉称号。 

（供稿：吴耀楣） 

 

 

 

南方双创汇专家赴科达节能公司进行线下技术对接 
12月 12日，粤科图南方双创汇运营团队和广东省智能制造研究所（简称智能所）3

位专家一行 6人赴广东科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科达公司）开展线下对接活动。 

会上，智能所党委书记胡战虎介绍了该所的发展历程以及其关键技术的应用与示范，

陈宇博士分享了该所在日化、食药保健品、装备制造、电力、电子信息等领域的生产全

过程管控（MES）研究案例。在交流互动环节，科达公司研发人员积极向专家咨询技术

问题，并探讨下一步合作意向。 

本次会议是南方双创汇运营团队撮合专家与企业定向对接的首场活动，是南方双创

汇精准匹配人才及技术资源的开端。未来南方双创汇线下对接将朝着精准化、专业化、

差异化方向发展，为企业提供更深层次、更有针对性的成果转移转化服务。 

 (供稿：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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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东原率队赴广西大学图书馆交流调研 
12 月 15-16 日，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馆（所）

长魏东原率队一行 6人赴广西大学图书馆交流调研，得到该校副馆长王承就和林葵的热

情接待。 

调研座谈会在该校图书馆一楼会议厅举行，广西大学图书馆技术部、信息咨询部、

资源建设部、办公室等主要负责人参与了本次交流。首先，王承就对广西大学图书馆的

历史沿革、馆情业务、发展方向等做了简要介绍，随后魏东原具体介绍了粤科图的基本

情况，包括粤科图在数字图书馆和智库建设方面的研究与实践，及其在支撑产业技术发

展、支撑领导决策和服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方面取得的成效等。粤科图韦艳芳介绍了粤

科图在自动化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网络化

信息服务、特色数字资源建设等方面的实践

经验。交流讨论会随之围绕“专业图书馆与

大学图书馆”的差异性和共性热烈展开。 

此次调研达到了互相学习，共同发展的

目的，也将对粤科图继续开展信息系统建设、

网络化信息服务和智库服务提供有益的参考。 

（供稿：张锐） 

魏东原率队参加专业图书馆分会 2017 年知识服务学术年会 
10月 31日至 11月 3日，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率队一行 7人赴桂林参加中国图

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 2017年知识服务学术年会。 

本次会议主题为“知识服务 2017：数据融汇与智能化”，主要议程包括开幕式、专

题报告、论文交流和闭幕式等内容。开幕式上，国家科技图书馆文献中心副主任吴波尔

和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刘会洲先后致辞。 

在专题报告环节，与会人员围绕战略与规划、实践与探索二个分主题进行了热烈的

交流与探讨。魏东原以“立智立言——区域专业图书馆智库建设研究与实践”为题向大

会介绍了粤科图在开展区域科技智库建设与服务的实践、探索，及其支撑产业技术发展

和、支撑领导决策和服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取得的成效，受到与会人员的广泛关注。 

（供稿：范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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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科图参加 2017 院所协同情报工作研讨会 
 11月 27-29日，2017院所协同情报工作研讨会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领域示

范情报网年会在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召开。来自全国科研情报系统近百位代表参加

了大会。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率队一行 3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张智雄、海洋研究所副所长李超伦、华南农业

大学海洋学院院长秦启伟、粤科图魏东原等先后作了大会报告，来自南京古生物研究所、

上海药物研究所等代表在工作交流研讨环节进行了发言。魏东原应邀作了题为“专业图

书馆转型的思索与实践”的大会报告，比较了三大类型图书馆生存空间的差异，深入剖

析了专业图书馆面临的挑战，并着重介绍了粤科图近年来在转型过程中的探索和体会。

报告引起了与会同仁们的强烈共鸣。粤创中心相关人员参与了本次会议。 

（供稿：祝林） 

魏东原率队参加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学会 2017 年度综合研讨会 
12月 13-14日，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一行 8人赴清远参加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

学会 2017年度综合研究会。 

本次会议内容包括 2017年常务理事扩大会议、情报（信息）机构负责人工作会议、

特邀专家以及学会会员单位专题分享及工作经验介绍等。在情报（信息）机构负责人工

作会议中，魏东原与各机构负责人交流了业务发展、改革进程与研究所新时期情报工作

发展的思路。在专题分享阶段，粤科图粤创中心祝林播放了粤科图“立志立言 粤创粤

新”的宣传视频，并做了题为“广东省科技图书馆智库服务的实践探索”的报告，受到

了与会人员的广泛关注。 

（供稿：徐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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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兵到粤科图调研督导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工作 
12月 11日，广东省科学院党委书

记、院长廖兵，党群工作部主任肖维

良到粤科图调研督导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工作，党委副书记兼副

馆（所）长黄向丽、馆（所）长魏东

原、副馆（所）长招富刚和在职支部

书记参加了调研督导座谈会。 

会上，黄向丽全面汇报了粤科图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工作情况，魏东原、

招富刚分别结合工作谈了学习体会，支部书记分别汇报支部开展学习情况。在听取汇报

发言后，廖兵对粤科图党委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工作给予了肯定，认为党委重

视，能压实责任、扎实开展、方法创新，强调要把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工作持续抓紧抓实。提出接下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关键

要结合实际深入理解并贯彻落实到谋划单位的发展上来，全馆上下要统一思想，加强职

工思维方式、基本技能和组织模式的培训，要在思维方式、管理模式、考核方式方面转

型，充分发挥引进人才、团队的作用，把粤科图从情报信息分析到战略咨询方向打造发

展。 

肖维良充分肯定了粤科图党员组织生活的开展情况。 

（供稿：李欣欣） 

粤科图参加 2017 年“科创杯”职工保龄球比赛获佳绩 
11 月 4 日，广东省科学院 2017 年“科创杯”职工保龄球比赛在天河体育中心大世

界保龄球馆举行，粤科图由馆（所）长魏东原、党委副书记兼副馆（所）长黄向丽率队

参加。 

经过 4局的激烈较量，粤科图参赛选手凭借着精湛的球技在群英中脱颖而出，夺得

团体第三名、黄国强男子个人第二名的好成绩。这次比赛，选手们切磋球技，增进了交

流，展现粤科图职工团结进取的精神风貌。 

（供稿：黄彬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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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GKN 还将与松下捷豹电动方程式赛车队开展合作，为其提供新的组件和

技术。目前，GKN 已经交付了首批定制液流阀，采用了激光烧结钢材料。新的液流阀

证明了 GKN 在添加剂制造方面的专业知识，借此 GKN 可以提供更耐用、具有更多的

几何设计自由度的部件，并且构建速度更快。未来汽车应用研发的关键领域是 3D 打印

钛，GKN 凭借其优秀的航空航天部门在该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GKN 在其英国创

新中心显示屏上展出了一系列先进复合传动元件，还进行了碳纤维传动轴制造的现场演

示。这些复合轴可显著降低电动汽车和赛车的重量，并提升能效。GKN 提供的碳纤维

传动系统，在轴和恒速接头之间具有最佳的集成度。另外，GKN 正在英国创新中心为

电动汽车制造新的“扭矩变换”系统。双速系统能够比传统的 eDrive 系统每千瓦提供更

多的里程。同时，英国创新中心正在开发一种新的原型储能装置，与上一代飞轮系统相

比，其成本将大大降低。这种新的飞轮技术专门设计用于商用车和越野车，提供有效的

电力驱动能力，而不需要更高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或全电动系统的成本。飞轮系统在峰值

负载情况下可提供能量提升，因此可缩小内燃机以提高效率。 

GKN英国创新中心将加速发展下一代电动汽车技术 
近日，GKN 在英国开设新的创新中心，用于开发下一代电动汽车技术，帮助制造

更轻、更安静、更高效的电动车。该中心位于牛津郡的阿宾登，将使用 GKN 在电动传

动系、轻质结构、复合材料和添加剂制造方面的专长，为下一代车辆创造一系列新技术。 

（供稿：李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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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AWS），亚马逊（Amazon.com）公司和微软公司宣

布联合推出了一个名为 Gluon 的新型深度学习库，允许任意技能水平的开发人员构建、

培训和部署复杂的机器学习模型，并适用于云端、移动设备和移动应用。Gluon 接口目

前适用于 Apache MXNet，并将在即将发布的版本中支持 Microsoft Cognitive Toolkit

（CNTK）。通过使用 Gluon 界面，开发人员可以使用简单的 Python API 和一系列预先

构建的优化神经网络组件来构建机器学习模型，这意味着所有技能级别的开发人员都能

够更容易地使用简单代码构建神经网络，同时确保常规性能。AWS 和微软还发布了

Gluon 的参考规范，因此其他深度学习引擎可以与其界面集成。 

开发人员使用三个组件构建神经网络：训练数据、模型和算法。由于数据量大，模

型和算法复杂，培训模式往往需要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诸如 Apache MXNet、Microsoft 

Cognitive Toolkit 和 TensorFlow 等深度学习引擎已经研发成功，有助于优化和加快培训

进程。然而，这些引擎要求使用冗长、复杂的代码来改变原先的模型和算法。相比之下，

其他学习工具使模型构建更加简易，但这种简易性须以较慢的训练性能为代价。 

Gluon 接口为开发人员提供了两个方面的便捷。首先是简洁易懂的编程界面，这使

开发人员可以快速地对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原型和实验，并在运行中创建神经网络，动态

更改其大小和形状。另外，由于 Gluon 接口将训练算法和神经网络模型相结合，开发人

员可以一次性执行模型训练。这意味着调试、更新和重用神经网络将更为简便。亚马逊

方面表示期待与 Microsoft 的持续深入合作，为致力于机器学习的开发人员提供深入开

发 Gluon 界面的机会。 

（供稿：邬可心） 

AWS、亚马逊和微软联合推出GLUON新型深度学习库 

思科日前宣布更新其以应用为中心的基础架构 Cisco ACI™，该架构是行业领先的软

件定义网络（SDN）解决方案，使客户更容易为其数据中心采用和推进基于意图的网络。

通过最新的软件版本（ACI 3.0），超过 4000 名 ACI 客户可以通过网络自动化简化管理，

提高业务灵活性，改进用于私有云和数据中心的容器、虚拟机和裸机等各种负载组合的

安全性。 

思科通过新的ACI功能提升基于意图的网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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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3.0 的新功能包括： 

 多站点管理：客户可以无缝连接和管理多个地理分布的 ACI 架构，通过隔离故

障区域提高可用性，并通过单个管理门户提供全局的网络策略。 

 Kubernetes 集成：客户可以将其工作负载作为微服务部署在容器中，通过

Kubernetes 定义 ACI 网络策略，并为容器、虚拟机和裸机获得统一的网络结构。 

 操作灵活性和可见性：新的下一代 ACI 用户界面通过新的一致布局和简化的拓

扑视图以及故障排除向导来提高可用性。 

 安全性：ACI 3.0 提供了全新功能，包括通过首次安全集成、减轻 IP / MAC 欺

骗等攻击来保护网络，自动验证带内的工作负载并将其置于受信任的安全组中，以及支

持同一安全组的终端精细执行策略。 

（供稿：黄转青） 

欧姆龙公司推出了下一代接近传感器 E2E-NEXT，可实现世界上最长的传感距离。

E2E-NEXT 的传感距离近两倍于以往机型，结合“e-jig”安装套件可大大减少汽车零部

件工厂生产时，感应对象发生碰撞而导致的故障几率。此外，“e-jig”安装套件可大幅

降低机器故障后更换传感器所需的时间，使得平均故障恢复时间减少至 50 分钟。通过

引入 E2E-NEXT 和“e-jig”，在更换接近传感器时，可在一次操作中确定传感器的安装

位置，从而使用户将设备的意外停机时间减少约 173 小时。 

（供稿：陆周贵） 

 

欧姆龙推出全球最长检测距离的接近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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