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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基于万方中外文元数据仓储资

源，以数据建设的支撑站点作为主站点，

以成员单位构建分站点，突出区域特色、

行业特色、服务特色等特色，面向科技人

员、科技工作者以及科技管理人员进行科

技文献共享和科技创新服务决策支撑服

务平台。 

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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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述 

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是面向具有科技服务职能的机构及企业，如政府的科技管理部

门，民间的科技组织、科研院所和各省市及行业情报所等，依托万方海量的中外文科技文献

元数据仓储（基于知识获取五要素的事实型数据库）资源，同时结合现在极富创新性的商业

模式 “O2O”服务模式，构建以科技文献服务为基础、个性化的机构委托服务为支撑，以“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导向，构建具有总分站点的科技文献共享服务体系为目标的科技信

息综合服务集成平台。 

该平台的构建目标是成为科技管理机构的智囊团、科技工作者的图书馆，科技企业的情

报站，为广大科技用户及科技机构提供科技文献、技术研发过程和创新服务做全面的部署。 

2 需求分析 

2.1 适用用户及应用场景 

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的构建目标是为了广大科技用户及科技机构提供科技文献、技术

研发过程和创新服务做全面的部署。该平台适用于几类科技机构： 

（1） 科技口的政府职能部门，例如科技部、工信部等政府的科技管理部门。 

该方案可用于构建技术管理部门的信息门户、情报平台等，实现自下而上的一站式资源

获取服务； 

（2） 知识密集型科技型企业或者科研单位，例如企业情报中心、各省市情报所、科研院

所等。 

该方案可构建企业技术情报中心门户、科技文献共享平台、行业特色专题门户等，用于

特色科技信息展示与跟踪，同时进行情报竞争服务的委托，将机构的优势资源与服务能力进

行整合； 

（3） 行业性的学会、协会等知识服务部门，例如中国科协、各地学会、研究会等民间的

科技组织。 

该方案可用于总中心与分中心构建成一套平台体系，例如机构综合信息发布门户、知识

服务门户等，提供面向总分站不同的知识发现服务，将检索结果与馆藏内容实现无缝链接，

完善了现有的资源共建共享的技术支撑。 

（4） 高校、公共图书馆等资源服务部门，例如华北电力大学、国图等。 

该方案可应用于构建高效数字图书馆、公图信息化平台，满足读者自下而上的文献查询

和原文传递功能等基本功能外，还可以集成图书馆的一些业务服务，进行从资源获取到知识

服务的数字化平台的构建。 

http://baike.baidu.com/view/2679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79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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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设计 

3.1 总体架构 

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采用万方数据的RMSCloud云引擎作为万方云服务平台的核心搜

索引擎，为中心节点、各分中心节点提供资源整合、统一检索、全文资源调度、平台运营服

务提供技术支撑。 

平台的体系架构如图所示： 

 

图片1 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 总体架构 

应用架构核心包括数据层(资源中心)、支撑层(平台支撑)和应用层3层： 

 数据层 

 机构内资源：主要是万方、同方等资源，这部分资源，万方元数据仓储能够完全覆盖，

将通过云服务的方式提供一站式的检索，原文直接定位到资源厂商网络平台或者镜像站点。

共建资源：共建资源将由中心站点的分中心站点单位提供，共建资源数据将在中心站点内的

服务器本地化管理，并集成到文献检索系统中。 

 支撑层 

支撑层为系统需要提供的应用服务，分为数据管理服务和应用服务模块。数据管理服务

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调用、数据备份和用户数据管理，为系统的提供可靠、准确

的数据服务。应用服务模块提供应用服务接口，为应用层提供底层处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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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层 

应用层为提供给用户的实际应用业务，通过系统门户提供给用户使用，具体的应用包括

资源服务、知识服务、情报服务以及工具服务等功能。 

3.2 资源服务 

3.2.1 一站式检索 

统一检索模块，一站式检索是从数据库中直接检索出数据，然后用列表或图表结合形式

直接展示数据，平台支撑异构资源检索，“知识获取五要素”检索、主动识别检索词、中英

文混合检索、快速检索、模糊检索等多种检索方式。 

 

图片2 一站式检索框 

3.2.2 资源分类导航 

平台提供元数据仓储多维的导航方式，能更精确引导用户访问，提供更快捷的信息访问

通道。资源导航筛选： 

按照知识获取五要素：主题、人物、机构、学科、基金 

按照文种、国别、时间、地区导航 

按照文献类型，期刊按刊、年卷期，学位论文按照时间，会议按会议主办单位、会议时

间； 

按中图分类法、国家行业产业分类法 

 

图片3 国家行业产业分类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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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资源来源、资源库导航 

 

图片4 资源来源导航 

3.2.3 原文获取服务 

平台通过灵活的原文调度服务，提供二次文献的调度以及原文定位与获取。 

通过多途径全文资源调度，实现覆盖全面的原文获取途径的揭示，打通资源厂商、百度

文库、道客巴巴等互联网通道。 

OPENNURL原文链接调度。本地未购买的资源，直接指向有全文资源的资源厂商的网页

便于进行下载浏览。 

镜像原文下载。平台整合资源厂商资源权限，将元数据与本地资源进行链接，对于已购

全文资源，可直接进行全文下载与浏览。 

3.3 知识服务 

3.3.1  特色专题库 

平台依托万方元数据仓储中的数据资源，结合各机构的行业、产业特色，进行专业的数

据抽取与知识再组织，面向不同的区域用户及个人，提供特色专题服务： 

 行业产业专题：结合自身行业定位，构建长期的行业产业信息的专题定制，中心与分中

心节点可以进行不同的特色专题的组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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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5 行业产业特色专题库 

 定题产业情报信息：平台可以定期做一些的检索词的设定，从而进行已设置关键词相关

的阶段性产业情报的跟踪与展示。 

 

图片6 定制专题特色库 

3.3.2 特色门户定制 

平台还可以依据机构用户的定位不同，来进行不同的主站点与分站点的门户定制，包括

行业产业门户、机构门户、以及个人门户的定制。针对不同门户，可以提供包括数据资源、

界面、特色专题以及委托服务的定制，在实现数据共享的基础上，满足私有数据与服务的管

理与组织需求。 

3.3.2.1 产业门户 

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产业门户将集成科技计划项目、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专家、科技

人才、科技成果、科技奖励、等科技管理业务数据库的基础上，围绕机构经济发展确定的重

点行业和产业，建立集产业政策、产业发展趋势、产业技术前沿、技术热点、专利、标准、

科技文献、国内外行业相关重点企业、行业动态和技术供需等科技类信息于一体的重点产业

科技发展数据库，服务于重点产业发展，为平台总中心以及分中心机构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图片7 产业知识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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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 机构门户 

机构分站点面向的是面向一个群体服务，机构分站点作为分中心站点，具体功能如下：

分中心机构馆可以随时发布机构相关的新闻、动态等；同时，可进行机构关注、机构收藏、

机构特色专题、机构项目跟踪、机构相关服务订单及机构用户使用情况统计等。 

 

图片8 总中心门户-分中心站点地图导航 

 

图片9 分中心门户-绍兴站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 

 

图片10 分服务站-杭州未来科技城科技文献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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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3 个人门户 

系统提供个性化门户配置功能。“个人门户”能够提供给个人或者基层组织实现个性化

的内容组织和定制。用户一旦设置后，以下的内容都可以通过浏览器、邮件、移动App以及

微信等接收阅读：我的订阅，我的收藏历史，我的检索历史，我的咨询专家，我的关注，我

的委托服务进度跟踪及反馈等。 

 

图片1 1 个人门户-个人中心展示 

3.4 情报服务 

情报服务，是将科技委托服务流程结合现在极富创新性的商业模式 “O2O”服务模式，

构建以科技文献服务为基础、个性化的机构委托服务为支撑的科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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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科技委托服务 

 竞争情报服务 

 代查代借 

 委托检索 

 定题跟踪 

 专利分析 

科技委托服务涵盖个人用户和后台管理用户的业务流程支持。对于个人用户，平台实现

服务服务请求提交、服务过程跟踪、服务计费、服务报告下载、服务结果反馈的全程服务反

馈机制；对于后台管理用户，平台实现一站式的服务订单管理、订单分配、订单处理服务、

订单统计以及服务结果邮件推送等业务流程支持。科技服务委托流程图： 

 

图片12 科技服务委托流程图 

3.4.2 参考咨询模块 

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的构建提供一些与业务相关的在线委托服务，因此，平台集成

了第三方的在线交流工具QQ或者微信，提供在线咨询与微信的多客服接入与管理功能，用

于平台管理人员与个人用户进行实时沟通与便捷的客服服务。 

3.5 工具服务 

通过平台的开放接口，接入万方软件构建的一些基于元数据仓储进行科技文献分析与评

价的工具，用于提升平台的科技服务能力。万方软件工具主要从学科、主题、人物、机构等

多个要素对元数据仓储进行深度挖掘分析，如主题趋势分析、人物科研合作关系分析、学科

发展成熟度分析、机构科研能力变化趋势等，用数据和图形说话。 

软件工具包括：创新助手--学术分析工具，机构科研创新力分析--机构创新力评价工具，

成果价值发现系统--成果评价工具，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网--论文收录引证查询工具，科

服聚微平台—科技服务微信端运营管理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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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后台管理模块 

3.6.1 管理功能模块 

平台基于中心站点与分站点构建了强大的用户中心管理体系，同时结合在线计费体系与

支付体系，为个人用户与后台管理用户提供了强大的后台管理功能。 

对于个人用户，平台提供常规个人账户、权限管理功能外，还提供支付宝系统充值，以

及文献券与创新券等消费余额的管理，同时，用户可以进行文献收藏，检索历史，订单查询

等用户信息的管理与维护。 

对于后台管理用户，可以进行从总站到分站多级的权限管理，以及平台服务流程的的操

作及管理，还可以进行计费与收费操作，可进行文献券与创新券的充值与管理，同时，平台

为后台人员提供日志跟踪与行为统计等功能。 

3.6.2 统计分析 

平台由总中心与分中心构建成一套平台体系，因此，平台在信息信息加工处理子系统提

供了信息生产统计分析能力。对于个人用户，可以进行资源检索/下载、检索词统计，用户

浏览统计以及消费统计等用户行为统计功能。对于后台管理用户，可以进行服务订单统计、

资源使用统计、用户行为统计、分中心人物分配统计、计费统计等功能。 

 

图片13 委托服务订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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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方案优势 

 万方海量元数据仓储 

万方元数据仓储主要是面向中外文的元数据仓储知识库建设，涵盖期刊论文、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科技报告、专利、标准、政策法规、科技成果、图书专著、视频等各种类型资源。

中文元数据仓储涵盖万方、同方、维普、龙源、超星、书生、方正等数据库厂商；外文元数

据仓储涵盖 PubMed、Springer、ScienceDirect、Johnwiley  Balckwell、HighWire、EBSCO、

ProQuest、Nature、BioMed Central、RSC 、BMA、DOAJ、ACS、PMC等数据库厂商。 

万方数据加工整理了中外文元数据仓储（基于知识获取五要素的事实型数据库）知识库，

构成了覆盖全面、来源丰富、更新及时的二次文献仓储，并以学科、主题、人物、机构、基

金等知识获取五要素进行数据的深度标引和质量检查，以作为海量科技文献统一检索和知识

挖掘分析服务的数据基础。 

 RMSCloud云搜索引擎 

MSCloud云搜索引擎是万方承担“863 计划”课题《以科技文献服务为主的搜索引擎的

研制》成果，该引擎基于海量中外文科技文献元数据仓储知识库，面向互联网大用户量、大

并发量客户应用需求，为用户提供海量数据的全文检索和知识挖掘分析服务。 

 建立具有产业、机构、个人特色的知识服务 

建立与国家和地区科技创新发展相适应的覆盖全面、来源权威、分类科学的行业资源组

织体系；同时，满足机构相适应的行业特色、区域优势的特色资源组织展示。 

 建立统一的运营服务模式，梳理统一的服务品牌 

平台将机构现有的科技服务，进行 O2O服务模式的构建，实现科技服务的互联网化与服

务机制的统一标准化。同时，树立“开放、合作、共享、无偿服务与增值服务相结合”的原

则，为促进区域、行业创新提供资源、平台、服务一体化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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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我们 

北京万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软件）成立于 2011 年，是北京万方数据股

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核心技术为驱动，依托万方软件构建

的中外文科技文献元数据仓储知识库和机构、学者、项目、成果等事实数据库，专注于云服

务架构下的资源整合与统一检索、知识发现与获取、大数据分析、动态数字出版与数字资产

管理等核心技术研发。 

万方软件以“让知识发现更简单、让科技决策更有据”为公司使命，围绕“中国学术搜

索网”，为用户提供各种面向科技管理的学者学术能力评价、机构科研能力评估，以及面向

科研活动过程的立项选题分析、科技查新、论文引证分析、科技创新辅助决策支持等增值信

息服务。 

 

 

 

 

北京万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58882746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5号 

邮编：100038 

网址：http://www.infosoft.cc/  

 

http://www.infosoft.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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