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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读秀

l 考试学习类资源

l 专利



图书馆门户



u网址:   library.suda.edu.cn

u校外使用需要先登录VPN  

vpn.suda.edu.cn



u导航条



u检索区



u常用资源和服务区



u我的图书馆



u公告新闻区



读秀

l 名称: 读秀学术搜索（含图书、方志、视频、课程课件等）

l 访问地址: http://www.duxiu.com/

: l 简介: 读秀学术搜索是目前比较完整的图书、文献搜索及获
取服务平台，其后台建构在由海量全文数据及元数据组成
的超大型数据库基础上。它以200多万种中文图书资源为基
础，提供深入图书资源内容的全文检索、部分文献的全文
试读。同时，它还与本馆电子图书数据库、馆藏目录系统
挂接，方便读者使用。



读秀



人力资源管理



选择自己需要的图
书类型

左侧聚类方便读者按
照图书的年代学科等
缩小检索范围



点击本馆电子
图书

得到拥有电子全
文的图书



点击本馆馆藏
纸书

得到图书馆拥有
纸质馆藏的图书



点击图书封面或标
题链接，进入图书
详细信息页面

提供与检索词相
关的目录信息



点击部分阅读或在
线阅读链接线阅读链接



对图书的书名页、版权页、
前言页、目录页和部分正文
页进行在线试读



对于图书馆拥有纸本的图
书，提供本馆馆藏纸书链
接，点击进入图书馆馆藏接，点击进入图书馆馆藏
目录系统





对于图书馆拥有电子全文
的图书，提供阅读全文链的图书，提供阅读全文链
接，点击进行在线阅读



使用书内搜索在本书
中检索知识点，比翻
书更方便

点击目录标签，查
看本书目录结构



部分图书提供图书下
载按钮，点击进入下
载页面



使用右键另存为，
即可把整本图书下
载到本地



读秀



多种获取方式

对于图书馆没有的资源，
读秀提供了推荐图书馆
购买功能





填写您需要的该本图书
的页码范围，并正确填
写接收邮箱



提交之后仅需要几分钟，
就可以登录邮箱查看传
递的结果了



读秀文献传递

ll 读秀文献传递是通过机器自动进行，可以立

即获取所需要的资料，没有时间、空间的限

制。

l 读秀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其所拥有图书的自动

的文献传递。



图书获取方式小结

ll 图书馆拥有的资源：图书馆拥有的资源：本馆纸本资源、电子本馆纸本资源、电子

资源，图书下载。资源，图书下载。

l 图书馆没有的资源：文献传递、其他图书馆

馆藏、推荐图书馆购买、按需印刷、网络书

店。



点击进入查看
中文图书收藏
情况





读秀---知识

l 检索深入到章节目录

l 任何一句话、一句诗词都能检索到



使用右键另存为，将
pdf格式的段落下载到
本地

检索结果以章节链接的形
式提供，并提供pdf下载
按钮，点击按钮进入下载
页面

点击链接进行在
线阅读



使用选取文字按钮将图
书内容变成文本格式以
便摘录



点击本页来源按钮
查看来源图书

点击书名链接进入图
书详细信息页面





在检索结果页的检索框
中输入关键词，点击在
结果中搜索

缩小检索范围的方法之：二次检索



缩小检索范围的方法之：书名参与定位

搜索时输入关键词、空
格、书名或部分书名，
读秀会默认在您所输入
的书名中进行检索



缩小检索范围的方法之：time:语法

搜索时输入关键词、空格、
time:某年，即可得到您输
入的年份的资源



缩小检索范围的方法之：减号语法



使用减号语法，过滤
掉不需要的词



读秀---其他文献服务



右侧显示其他频
道的相关资源



点击链接可以直
接切换到该频道
的检索结果页面





通过检索框上方的
频道链接也可进行
频道间切换



页面上方是
近义词提示近义词提示



页面下方相关
词提示



考试学习类资源

l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l 起点自主考试学习系统

l 爱迪科森网上报告厅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l 简介: 包含应用外语类课程、出国考试类课程、国内

考试类课程、实用技能培训类课程等四大系列教学

辅助资源。内容包括：出国考试类（TOEFL经典课程、

GRE经典课程）、国内考试类（大学英语六级）、

应用外语类（英语初级口语、英语高级口语、日语、

法语、德语，课堂版新概念第三、四册）、实用技

能类（求职指导）、资格考试类（国家公务员）。



起点自主考试学习系统

l 简介:包含英语、计算机、公务员考试、司法、财经、

考研、工程、医学类考试等整合性模拟学习平台，

由以下7部分组成；试卷、随机组卷、专项训练、模

拟考场、自建库、我的资料、后台管理。



爱迪科森网上报告厅

l 简介: 《网上报告厅》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视频资源数

据库，整合了国内外包括著名院士、政府领导、专

业研究人员以及《百家讲坛》热点人物在内的千余

名一流专家学者近万场视频学术报告；包括理工类、

经管类、文史类、就业择业、法律视点、文体教学、

综合素质、心理健康等系列。目前该库收藏1万个视

频，每年新增视频2000部。



专利

l 专利是受法律规范保护的发明创造，它是指一项

发明创造向国家审批机关提出专利申请，经依法

审查合格后向专利申请人授予的在规定的时间内

对该项发明创造享有的专有权。

l 专利是世界上最大的技术信息源，据实证统计分

析，专利包含了世界科技信息的90%-95%。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l 新颖性：在申请专利前，从未公开发表，从未公

开使用或没有被公众所知。

l 创造性：具备创造性的实用新型同现有技术相

比，应当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l 实用性：是指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申请的主题必须

能够在产业上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

效果。



专利权的特性

l 独占性：专属于权利人。

l 地域性：在哪个国家申请专利，就由哪个国家授
予专利权，而且只在专利授予国的范围内有效，
而对其他国家则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其他国家而对其他国家则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其他国家
不承担任何保护义务。

l 时间性：权利有法定保护期限。



专利种类

l 根据专利的保护对象及特性可分为：

Ø 发明专利 （保护20年）

10Ø 实用新型专利（保护10年）

Ø 外观设计专利（保护10年）



专利号

cncn 2013 1 1 0045546 ..44

申请年份为申请年份为
20132013年年

11------发明专利发明专利

22------实用新型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33------外观设计专利外观设计专利

当年专利申当年专利申
请流水号请流水号

计算机校验码计算机校验码国家代码国家代码



国际专利中常见国家及组织代码

• W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WIPO）

• EP---欧洲专利组织（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

• US---美国

• CA---加拿大• CA---加拿大

• AU---澳大利亚

• GB---英国

• JP---日本

• FR---法国

• DE---德国



中国专利网站

l 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局
http://www.sipo.gov.cn/

l 高校专利信息服务平台
http://zhuanli.eol.cn/cnipr/









• 专利申请号检索

– 查找专利申请号为cn201310045546 的专利的

有关信息有关信息

• 专利申请号= cn201310045546









• 发明名称的检索

– 查找有关电脑工作椅方面的专利

– 检索表达式：发明名称=电脑%椅

模糊匹配符“%” 







n 发明名称的检索

–– 查找有关电脑工作椅方面的专利查找有关电脑工作椅方面的专利

空一字符

发明名称=(电脑 or 计算机) and 椅

注意：所有运算符号
必须为英文半角

空一字符







复合检索

• 查1999年申请的用于急救的心脏起搏装
置方面的专利

检索表达式：

专利申请日=1999 and 发明名称=心脏%起搏

操作







专利法律状态检索

• 查找专利申请号为00101179的专利的有关

法律状态信息

n 法律状态检索

专利申请号= 00101179







谢谢聆听！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