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录 CONTENTS 

专题报道 

2018年全国图书馆新型服务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在粤科图举行 1 

馆务简讯 

粤科图赴东莞参加助力东莞实体经济发展主题活动 3 

粤科图举办“科学&艺术儿童体验营”第一期活动 4 

科普悦读进校园再现书香四溢 5 

首期仪器大咖交流会在粤科图举行 5 

粤科图赴广药集团开展战略规划与政策分析培训 6  

粤科图王燕获广州地区“讲科学、秀科普”大赛三等奖 7 

粤科图顺利完成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 7 

粤科图举行 2018 年职工扑克牌拖拉机比赛 8 

项目信息摘录 

西门子医药展出改善手术精度的新型 CIOS ALPHA移动 C型臂 9 

欧盟批准 GSK 的哮喘药物 RELVAR ELLIPTA 扩大应用 9 

NTT 利用声子晶体操纵超声波振动的传播 10 

QIAGEN 和 NATERA 开发用于 GENEREADER NGS NGS 系统的尖端基因 

检测分析技术 11 

安捷伦联手 BIOTEK创建集成式代谢分析和成像平台 11 
 

 



 《科图动态》2018 年第 2 期（总第 63 期） 
 
 

1 
 

专题报道 
 

2018 年全国图书馆新型服务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在粤科图举行 

3月 29日-4月 1日，2018年全国图书

馆新型服务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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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乃至美国的 230 多位图书馆界专家与从业

人员参加了会议，共同探讨和研究新时代图

书馆新型服务能力提升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分析和解决当前及未来图书馆新型服务能

力建设面对的新问题与新挑战。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

究委员会主办，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

员会用户研究与服务专业委员会（简称用户

专委会）、粤科图和《图书情报工作》杂志

社共同承办。用户专委会主任、《图书情报

工作》杂志社社长、主编初景利主持了 30

日上午的开幕式和专家主题报告会，广东省

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廖兵，中国图书馆学

会常务理事、广东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广东

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刘洪辉出席开幕式并

致辞。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参加会议并

做主题报告。 

在为期 1天半的主题报告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宋姬芳，广州奥凯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峻岭，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袁青，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

初景利致辞 

廖兵致辞 

刘洪辉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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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务简讯 

粤科图赴东莞参加助力东莞实体经济发展主题活动 
为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3月 21日，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党委书记、副馆（所）

长黄向丽带队赴东莞参加“真抓实干落实习主席两会广东团讲话精神，只争朝夕投身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实践——广东省科学院助力东莞实体经济发展再添新作为”主题

活动。广东省科学院（简称省科学院）副院长李定强等领导出席此次活动。 

李定强在活动致辞中表示，省科学院将东莞作为两会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第

一站，是“真抓实干”落实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希望通过这

次活动与东莞相关单位和企业进一步深化对接，在智库研究、人才培养、信息资源共享、

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达成更广泛的互利合作，努力把院地合作工作抓紧抓实、抓出实效，

争取在助力东莞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上

不断取得新成果。 

活动中，粤科图与东莞图书馆签署了

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东莞市瑞鹰信息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家瑞鹰•3i 孵化器

入驻企业与省科学院双创服务进行了对

接签约。粤科图首席分析师王春明研究员

代表南方双创汇开展服务品牌推介宣传，

东莞市黑峡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

代表相继做了典型发言。随后，粤科图一

行参观了东莞市瑞鹰信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及在孵化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并与企

业管理人员展开广泛交流，深入挖掘企业

需求，为下一步助力企业创新发展，精准

对接科技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工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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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悦读进校园  再现书香四溢 
“读书不觉春已深，一寸光阴一寸金”。4 月正是广州读书活动月，广东省科技图

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科普悦读进校园”活动应邀走进附近小学，

引导学生多读书、读好书，让书香溢满校园。 

4月 23日，粤科图“科普悦读进校园”走进华侨外国语学校，助力其体育科技读书

节。4月 28日，粤科图的流动书车如约驶入先烈中路小学，为其一年一度的科技节盛会

添彩。每次活动一进校园，粤科图的科普图书展借便受到小读者们的追捧，工作人员甚

至还来不及布好场，孩子们便蜂拥而至把展借处围个水泄不通。有的拿到自己中意的书

就靠在墙壁和栏杆埋头“苦”读，有的则速战速决，挑好书赶紧办好借阅手续再转场去

参加其他活动。“科普悦读”俨然成为校园里的一道亮丽风景。 

活动时间虽然有限，但阅读习惯却可以持久。近年来，粤科图与学校进行合作，坚

持举办“科普悦读进校园”活动，为孩子们提供更加便捷的借阅服务，致力于推动书香

校园的建设，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供稿：曾观凤  摄影：黄璇熙） 

首期仪器大咖交流会在粤科图举行 
3月 17日，由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和广东省中

科进出口公司主办的“仪器大咖”第一期线下交流会在粤科图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活

动以“仪器大咖，乐于分享”为主题，力图打通设备仪器供需对接的桥梁，借助广东省

科学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南方双创汇”将设备仪器的生产商、经销商与用户等多

方资源进行聚合，通过信息交流和资源整合，更好地服务仪器科研和业界。 



《科图动态》2018 年第 2 期（总第 63 期） 

 

4 
 

粤科图粤创中心参与承办此次活动，省科学院综合办公室及对外合作部相关负责人、

南方传媒相关人员参加了本次活动。 

（供稿：刘敏  摄影：欧阳志楠） 

粤科图举办“科学&艺术儿童体验营”第一期活动 
3月 24日，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第一期“科学

&艺术儿童体验营”活动在五楼活动室举行，25个家庭参与了本次活动。 

本期活动主题为“爱洗澡的大象”。孩子们带着“大象为什么用鼻子喝水而不是嘴

巴？大象用鼻子喝水不会被呛到吗？大象为什么那么喜欢洗澡？”等问题等待着科普老

师的答疑解惑。科普老师巧妙利用泡泡画

这种不一样的绘画手法吸引孩子们的眼球，

引导着孩子进入大象的神秘世界。在老师

的指导下，孩子们在白纸上吹出形状多变

的七彩泡泡，然后再贴上画好的大象图画，

一幅幅天马行空，充满想象力的佳作就诞

生了。 

科学和艺术的相结合能碰撞出强烈

而有趣的火花。“科学&艺术儿童体验营”

每场活动围绕一个科普知识点，以科普故

事、创意绘画等形式开展，通过科学探索

+艺术启迪的方法，激发好奇与兴趣，培

养孩子们的思考能力，丰富孩子的内心世

界。粤科图将继续定期举办系列体验活动，

和感兴趣的亲子家庭一起探索科学的奥

秘，领略艺术的魅力。 

（供稿：曾观凤  摄影：黄璇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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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委员会主任、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和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曹树金等 9位

业界专家分别围绕图书馆的学科知识服务、数据管理与开放服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嵌入式服务、智慧服务等主题，以及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和专业图书馆、公共图书馆

的服务与能力建设等实践进行了精彩演讲。魏东原以“专业图书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思

考与实践”为题介绍了粤科图近年为实体经济服务实践的有关案例，他的激情演讲受到

与会人员的高度关注。 

江苏宝和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研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知网高等教育行

业公司的有关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其所在公司开展Scholargate学者库和智库服务支撑体

系的建设情况，以及嵌入式知识服务实践的分享。最后，初景利做会议总结，他高度赞

扬了本次研讨会取得的成果，并从传统图书馆与新时代图书馆比较，传统服务与新型服

务差异，以及新型服务能力建设所能带来什么等方面进行了精辟阐述。 

会议期间，用户专委会还召开了工作会议，对 2017、2018 年工作分别进行总结和

部署，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商讨。 

（供稿：彭仁耀  摄影：黄转青） 

吴建中做报告

 

吴建中做报告 

会议现场 

吴建中做报告 吴建中做报告 曹树金做报告 

魏东原做报告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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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大咖云集，共有业内品牌生

产商、代理商代表和广东省科学院下属科

研机构专家约 200人参与，气氛十分热烈。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副所长张中强和广

东省中科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红亮分

别进行了致辞，仪器界龙头公司的代表们

就美菱冰箱、赛默飞质谱系列产品、日立

电镜、布鲁克能谱仪、山特 UPS等产品进

行了生动形象地介绍，并分享了行业经历和业内经验。会上，粤科图首席分析师王春明

研究员代表广东省科学院“南方双创汇”团队，推介了“南方双创汇”平台在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和仪器共享等方面开展的服务，获得现场众多设备仪器的经销商、生产商与用

户的关注和好评。 

（供稿：欧阳志楠、周丹） 

粤科图赴广药集团开展战略规划与政策分析培训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广东省科技创

新大会精神，落实广东省科学院与广药集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再添助力广东实体经济

发展新作为， 4 月 25 日，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应

邀出席“广药集团 2017 年度战略规划及政策研究骨干培训暨优秀信息员表彰活动”并

做专题培训。 

广药集团董事长李楚源出席并讲话。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副主任苏雄斌做了题为

“企业科技政策和项目综合介绍”专题报告。

粤科图粤创中心邓衢文副研究员以“产业技

术创新研究：理论、政策与工具”为题，分

享了产业技术创新理论和政策研究方法，并

介绍了产业研究、战略规划、项目管理和动

态监测等领域常见工具。 

该次活动亦是粤科图南方双创汇团队

为广药集团目标客户精心设计的一场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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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培训，旨在提升该集团科研管理人员的战略思维能力及对政策分析方法的实际运用水

平。该培训得到了科研管理人员的广泛好评。 

粤科图粤创中心相关人员及广药集团高层管理人员、政策研究骨干、信息员近 100

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供稿：邓衢文  摄影：祝林) 

粤科图王燕获广州地区“讲科学、秀科普”大赛三等奖 
4 月 18-19 日，2018 年广州地区“讲科学、秀科普”大赛暨 2018 年全国科普讲解

大赛选拔赛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来自广州各区 13个代表队 105名选手进行半决赛。 

本次大赛相较往年规模进一步扩大，参与度更高。非专职科普的参赛选手显著增加，

达到了 80%。不仅有广州各科普基地的职业人员，还有许多高校学生、教师，医生、科

研院所的科研人员，甚至企业高素质人才

和社会志愿者也积极参与。 

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

与发展战略研究所）王燕副研究馆员参加

了本次比赛，她凭着过硬的演讲实力在越

秀区预选赛中脱颖而出，以区第一名的成

绩进入半决赛，最终取得了大赛三等奖的

优异成绩。 

（供稿：王燕） 

粤科图顺利完成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

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

所）党委于 4月下旬顺利完成了四个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 

为了确保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完成，馆（所）党委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深入讨

论和具体部署，明确了组织原则、工作程序和要求。各党支部严格按照党的有关规定和

馆（所）党委的布置，认真组织，充分酝酿支委候选人名单，采取差额选举和无记名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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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方法选出各党支部的支部委员，并完成了支委分工。 

馆（所）党委提出，各党支部要以此次换届选举作为新起点，团结奋进，积极推进

各项党建工作，进一步在保障政治方向、营造良好氛围、推动馆（所）业务发展等方面

发挥作用，不断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发挥好党支部战斗堡

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力争使支部工作更上新台阶。 

（供稿：黄彬娜） 

粤科图举行 2018 年职工扑克牌拖拉机比赛 
3 月 7 日，为丰富职工文体活动，提升团队凝聚力，搭建切磋技艺、增进交流、融

洽感情的平台，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工会举行了职工拖拉机扑克牌比赛，全馆九个部门共

40名选手参加。 

本次比赛设双人赛和团体赛 2个项目。参赛者中不乏经验丰富的“高手”，还有刚

学会规则就上台的“新手”。比赛中，他们或挠头思考、表情严肃，或调侃“手气”、

无奈叹息，或潇洒出牌、开怀大笑，或总结经验、继续战斗……现场气氛紧张活跃、其

乐融融，还吸引了不少观赛者来为自己团队加油助威。 

经过 3轮角逐，团体赛前 3名依次为物业管理部、综合办公室和信息情报部；双人

赛前 3 名依次为罗光旺/曾远军、魏东原/张旭煌和刘漪/陆周贵组合。粤科图馆（所）

长魏东原、党委书记黄向丽、工会副主席张旭煌分别为获奖部门和双人组合颁奖。 

（供稿：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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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信息摘录 
 

近日，德国西门子医疗集团在 2018 年查林十字国际血管和血管内手术研讨会上展

示其新型移动 C型臂 Cios Alpha。新版设备配备了经过修正的视网膜技术，并首次配备

了集成 CMOS 检测器，使其可以产生具有非常高的分辨率与清晰对比度的 X 射线图像，

能够在血管手术期间实现高度精确性。此外，从西门子医药获得 CARE（联合应用减少照

射）技术，也意味着外科医生可以单独调整每位患者的使用剂量。新系统可选配无线脚

踏开关等新元素使得手术室（OR）中的工作流程更简单快捷，同时，系统的抗菌表面更

能保证卫生。此外，西门子的数字生态系统接口允许用户扩展移动 C 型臂的功能范围。 

西门子医药展出改善手术精度的新型CIOS ALPHA移动C型臂 

在图像引导治疗中减少剂量通常会导致图像质量下降，而高剂量则可提供更清晰的

图像，但会对患者、外科医生和其他工作人员构成健康风险。而全新 Cios Alpha 提供

的一系列功能，可以在保持最佳图像质量的同时减少剂量。来自西门子医疗器械的各种

CARE技术可辅助治疗医师将剂量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全新的成像算法配合新型CMOS

检测器实现出色的图像质量。例如，通过预定义适当剂量配置文件，手术进行过程中即

可选择合适的剂量，并且可以使用智能 X射线屏幕来准确地捕捉辐射。患者身上的激光

灯标将移动 C形臂引导至正确的位置，而无需使用放射线。智能电源管理可根据程序的

要求自动调整系统电源。此外，主动冷却系统可以保护设备免受过热，确保始终如一的

高品质图像质量，即使在非常长的手术过程中也是如此。 

（供稿：姚德杨） 

英国 GlaxoSmithKline（GSK）公司近日宣布，

欧盟委员会已批准其呼吸药物 Relvar Ellipta

（fluticasone furoate/vilanterol，FF/VI，糠酸

氟替卡松/维兰特罗）的 II 类标签更新，扩大该药

的适用范围--用于接受吸入性糖皮质激素（ICS）和

欧盟批准GSK的哮喘药物RELVARELLIPTA扩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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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效 β2 受体激动剂（LABA）组合方案已充分控制病情的哮喘患者。此次 II 类标签变

更的批准，是基于一项非劣效性肺功能研究的数据支持。该研究显示，病情控制良好的

哮喘患者可以从每日 2次 Seretide Accuhaler（品牌名：舒利迭，通用名：丙酸氟替卡

松/沙美特罗，FP/SAL，250/50）转向每日一次的 Relvar Ellipta（FF/VI 100/25），

同时不影响肺功能。该研究中未发现新的安全信号，不良事件数据与 FF/VI在哮喘患者

中已知的安全性一致。 

GSK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官 Theodore J. Witek Jr 表示，此次监管批准的支持数

据表明，与每日 2次 ICS/LABA方案相比，每日 1次 Relvar Ellipta 对哮喘患者具有同

等的肺功能受益和安全性。此次批准是 Relvar Ellipta 在监管方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供稿：徐玉霞） 

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和日

本东北大学通过使用一种被称为声

子晶体的人工复合材料，能够操纵超

声波振动的“流动”，从而实现了现

有 MEMS 技术难以完成的对超声波

振动速度和波长的控制，并证实了通

过波形压缩产生的信号放大。其中，

声子晶体通常由散射体和基体组成，

前者以周期分布形式嵌入到基体中，

可以对振动波的散射特性进行有效

操控。 

NTT利用声子晶体操纵超声波振动的传播 

该研究中使用的声子晶体是由类似于鼓膜沿一个方向延伸的传输微小振动路径（波

导路）组成，通过向安装在波导端上的电极施加电压，可通过压电效应局部诱发超声波

振动。测量这种振动的传播及输入从导波管端施加频率调制的振动，能够精确地控制该

分散波形的扩大和压缩。通过使用该技术可精确地控制振动波形的压缩比例、压缩的位

置和时间。MEMS 技术还可以显著减小信号处理装置的尺寸并提高集成度。 

为了让该技术能应用在以移动电话为首的移动通信系统的高频滤波器等信号处理

设备中，今后除通过波形压缩、放大效果实现低耗电化外，还将向小型化、集成化以及

高功能化推进。 
（供稿：张乐  徐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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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提供 Sample to Insight 分子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企业德国凯杰（QIAGEN）

和下一代测序（NGS）检测试剂（包括非侵入性产前基因检测和循环肿瘤 DNA 分析）领

先开发商 Natera，Inc.宣布，将合作开发用于 QIAGEN公司 GeneReader NGS 系统的尖端

无细胞 DNA 分析技术。该系统是第一个完全集成的 Sample to Insight NGS 解决方案，

旨在为全球的医院和实验室实施相关检测，包括产前筛查。Natera 的 Constellation™

软件也可以与 QIAGEN Clinical Insights（QCI）生物信息学解决方案结合使用进行相

关检测分析。 

QIAGEN和NATERA开发用于GENEREADER NGS系统的尖端

基因检测分析技术 

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基于 Natera 生殖遗传学和非侵入性无细胞 DNA 测试方面的

专业知识，包括针对非侵入性产前检测（NIPT）高度准确和广泛覆盖的解决方案，诸如

Panorama®和 Vistara™、Horizon™遗传携带检测、Spectrum®植入前基因检测（PGD/PGS）、

Anora®流产检测和最近是用于肿瘤研究的 Signatera™（RUO）高灵敏度检测。新的 NIPT

检测方法将分析非侵入性的母体血液样本，并反映液体活组织检查的能力以获取见解。

以 QIAGEN 领先的 PAXgene 无血细胞 DNA 采集和样品处理技术为基础，该技术完全自动

化并集成到 GeneReader NGS 工作流程中，预计这些检测项目将选择性区分胎儿 DNA 与

母亲 DNA 背景，以测试宝宝遗传疾病的风险。Sample to Insight 工作流程还将为医疗

保健和遗传咨询提供个性化风险报告。 

（供稿：黄尤江） 

美国安捷伦科技公司（Agilent）与美国 BioTek 

Instruments 公司宣布推出一套结合细胞代谢与成

像技术的全新集成式解决方案。经过优化的解决方

案集成了 Agilent Seahorse XFe96/XFe24 分析仪

与 BioTek Cytation 1 细胞成像多模式读取器。该

解决方案为比较 XF 数据集、改进分析工作流程、

将图片嵌入 WAVE 软件以及将标准化数值应用于

安捷伦联手BIOTEK创建集成式代谢分析和成像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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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horse XF 测量提供了标准化方法。新方案为 XF数据增加了另一个维度，具有将高质

量图像结合到 Agilent Seahorse XF WAVE 软件的能力，研究人员可以在切换 XF 数据、

明视场图像和荧光图像中拥有统一的软件操作体验。在分析 XF 数据的同时参考图像，

有助于获得如何限制 XF 分析差异并提高分析重现性的依据和指导。应用基于细胞计数

的标准化数值，从根本上将解析 Seahorse XF 数据以及寻找数据间的关系变得更轻松。 

Agilent Seahorse XFe 分析仪可同时测量活细胞中线粒体呼吸和糖酵解这两个主要

细胞产能通路的活性。这些测量可帮助科学家更好的掌握细胞生理过程与基因组/蛋白

质组学数据间的关联。BioTek Cytation 1 细胞成像多模式读取器经过配置，可显示最

高放大 60倍的荧光和高对比明视场细胞成像，并在多种应用中发挥潜力。除标准化外，

灵活的 Cytation 1 细胞成像读取器还有潜力扩充全新的应用领域。双方此次合作旨在

以集成式解决方案为基础，进一步探索这些可能性。 

（供稿：黄尤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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