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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上腾飞的翅膀



大纲

• Springer公司介绍

• 苏州大学在Springer的发文概况

• Springer资源介绍

§ Springer电子期刊

§ Springer电子书

§ SpringerProtocols实验室指南

• 如何在SpringerLink平台上寻找文献

• Springer作者学院—如何撰写学术专著及文章



Springer 历史沿革

• Springer 于1842年始建于柏林，拥有170多年的历史……

Founded:     Breite Straße
Today: Heidelberger Platz



历史沿革

施普林格公司在柏林成立 1842

维也纳办事处成立 1924

海德堡办公楼启用 1946

纽约办事处成立 1964

伦敦办事处成立 1973

收购日本的EBS 1978

在东京成立办事处 1983

成立香港及巴黎办事处 1986

被贝塔斯曼收购大部分股权 1999

被Cinven 及Candover收购 2003

2004
施普林格与Kluwer合并成立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1889
A.E. Kluwer在荷兰成立出版社

1970s 收购 Martinus Nijhoff

及D. Reidel

1978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成立

2003 被Cinven及Candover收购

1998 收购 Plenum及Chapman & Hall

Springer 收购：Current Medicine Group, Humana Press, Bohn 

Stafleu van Loghum 和 BioMed Central.

2005-2010



事实数据

• 全球领先的科技出版商，通过创新的信息产品和服务为客户提供高品质

的内容

• 全球最大的科学、技术和医学类图书出版商和顶尖的学术期刊出版商

• 在全球20多个国家或地区设立了60余家分支机构

• 全球员工超过5,500 名



追求卓越-Springer出版社与诺贝尔奖、费尔兹奖获得者

与Springer合作出版的诺贝尔奖

得主人数:  213位

1904
1921 1922

1944 1950

与Springer合作出版的费尔兹奖得主人

数:

51位 (自1936年以来的全部该奖得主)

高锟（光纤之父）

Charles K. Kao

巴普洛夫
(条件反射)

J.P. Pavlov
Medicine

哈恩(原子弹之父)

Otto Hahn 

Chemistry

第尔斯(发现双烯合成

) Otto P. Diels 

Chemistry

爱因斯坦(相对论

)

Albert Einstein

Physics

玻尔(量子力学)

Niels H. de Bohr

Physics

2009

朱尔·A·奥夫曼

Jules A. Hoffmann

2012



Springer出版理念

始终专注科学，贡献科学



Springer在2008年5月和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签署了OAC的全
国购买协议

• NSTL购买Springer回溯文献（OAC）裸数据全国授权（限非营利性机构
）

• Springer回溯数据（OAC）：收录主要期刊的创刊期-1996年全文，
• 1996年以前出版的丛书的电子版（如果有的话）亦收录其中（计14种丛

书）
• 受惠单位：中国大陆目前全部SpringerLink现刊数据库的现用户（限非

营利性机构）及未来的被授权用户。

Springer回溯数据库（ OAC）与NSTL国家采购协议



在国内与中国知网（CNKI）开展合作
造福更多用户

2008年，施普林格与中国知网（CNKI）签约合作。施普林格向中国知网（
CNKI）免费提供SpringerLink电子出版物发布平台上各类资源（电子期刊、
电子图书、丛书、工具书等）的题录摘要数据。CNKI利用成熟的关联技术
和关键词自动翻译功能，使用户免费看到丰富的施普林格出版物双语题录摘
要。



苏州大学在Springer的发文概况



Cai, Y. (15) 
Shen, Qi (15) 
Shen, Bairong (14) 
Zhu, Qiaoming (14) 
Liang, Guozheng (12) 
Jiang, Min (11) 
Zhang, Yong (10) 
Fei, Min (9) 
Gu, Aijuan (9) 
Huang, He (9) 
Li, Rui (9) 
Yuan, Li (9) 
Huang, Jun (8) 
Huang, Yanlin (8)
……..

文章作者



出版物概况







Springer的资源介绍



• Springer电子期刊

• Springer电子图书

• Springer Protocols 实验室指南



Springer 电子期刊



Springer电子期刊特点

• Springer电子期刊有1580多种

• 60%以上被SCI和SSCI收录

• 随时出版，随时更新

• IP控制，无并发用户限制

• 与Springer所有电子资源整合，充分实现链接功能

• 涵盖11个学科，一些期刊在相关学科有较高排名



Springer出版物学科分类

主学科 分学科

1
人文

Behavioral Science

2 & Business & Economics

3 社科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 & Law

4

科技
＆

工程

Chemistry & Material Science

5 Computer Science

6 Earth & Environmental Science

7 Engineering

8 Mathematics

9 Physics &Astronomy

10 医学
＆

生命科学

Biomedical & Life Science

11 Medic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Vision(国际计算机视觉

杂志) 

• ISSN: 0920-5691 (print version)

• ISSN: 1573-1405 (electronic version) 

Impact Factor: 3.623(2012) *

2012年下载全文使用量：275,257

2011年被引用次数：8673

刊载计算机视觉科学的理论和应用方面的研究论文和书评，涉

及视觉算法、视觉系统、人工智能、视觉用计算机体系结构、

视觉在机器人学与照片判读上的应用等。

Computer Science



《分析化学和生物分析化学》 刊载分析
化学方面的研究论文、文摘、简讯、书
评以及会议与展览消息等。

Chemistry and Materials Science 

ANALYTICAL & BIOANALYTICAL CHEMITRY

2012使用量
1,807,153



Physics and Astronomy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Review
ØPublishes invited reviews by leading exper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ØCovers the full range of topics in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ØTopics include cosmic ray physics; solar system studies; 
astrobiology; relevant progress in laboratory or particle physics; 
instrumentation and more 
ØArticles are chosen both for content and readability 

2011年影响因子
11.526



Springer 电子图书



Springer电子书特点

• 内容优势

• 超过56,000种电子图书，并每年递增多达7000种

• 包括13个学科，组成了理想的跨学科电子书数据库

• 图书作者来自有影响力的科研人士

• 功能优势

• IP控制，无并发用户限制，最大程度鼓励用户的自由使用

• 可进行章节级别检索，实现全文索引功能

• 与Springer所有电子资源整合，充分实现链接功能

• 提供MARC数据和完整的使用统计



Springer电子书学科分类

学科

1 Behavioral Science 行为科学

2 Business & Economics 商学和经济学

3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 & Law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法律

4 Chemistry & Material Science 化学和材料科学

5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科学

6
Professional Computing and Applied Computing计算机职业技
术与专业计算机应用

7 Earth & Environmental Science地球与环境科学

8 Engineering 工程学

9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数学与统计学

10

11 Physics & Astronomy 物理和天文学

12 Biomedical & Life Science 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

13 Medicine 医学

Energy 能源



Springer电子图书在中国

• 2007年，与清华大学图书馆组织Springer电子图书集团采购

• 中国大陆地区最大的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集团

• 200余家高校客户

• 包含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

等中国顶尖科研机构和公共图书馆



Springer图书的作者

• 医学领域2012年诺贝尔奖获奖者在Springer的著作

• Nuclear Reprogramming and Stem Cells



Springer图书的作者

• 物理学领域2012年诺贝尔奖获奖者在Springer的著作

• Quantum Decoherence

• Decoherence，Entanglement and Information Protection in Complex Quantum System

• Quantum Communication，Computing，and Measurement 3

• Quantum Future From Volta and Como to the Present and Beyond

• Fundamentals of Quantum Optics

• High-Resolution Laser Spectroscopy



Springer图书的作者

• 数学领域菲尔兹奖获奖者在Springer的著作

• Perspectives in Analysis，Optimal Transport Old and New



SpringerProtocols实验室指南数据库



– SpringerProtocols介绍



什么是实验指南？



– 主要用于生命科学

– 一步一步的指示，帮助研究人员进行实验

– 经过验证的书面程序，用于设计和实施实验:

• 背景资料

• 材料

• 仪器

• 实验方法

• 数据样本

• 技巧提示/疑难解决方案

• 来源文献

什么是实验指南？



SpringerProtocols.com 是…

• 全球最大的在线试验室指南数据库

• 皆经同行评审

• SpringerProtocols.com为研究员和科学

家提供易于访问、内容全面且更新迅速的

实验室指南数据库，实验室指南来自于著

名系列：分子生物方法（Methods in 
Molecular Biologyä Series）和分子

医学方法（Methods in Molecular 
Medicineä series）

• Springer Protocol 由 Protocol的鼻祖

John M. Walker博士担任主编

全球最大的在线实验室指南数据库
皆经同行评审



被 PubMed/MEDLINE、Web of Science 等数据库索引

每个月，访问
SpringerProtocols.com的用户
有40000多位来自PubMed 

PubMed的
SpringerProtocol
链接

同时SpringerProtocols 也被
Embase.com, Scopus, 
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收
录



Springer实验室指南学科分类

● 生物化学 ● 生物信息学

● 生物工艺学 ● 癌症研究

● 细胞生物学 ● 遗传/基因

● 成像/ 放射医学 ● 免疫学

● 传染性疾病 ● 微生物学

● 分子医学 ● 神经系统科学

● 药理学/毒物学 ● 植物科学

● 蛋白质科学

Springer实验室指南包含以下15个学科分类：



Protocols 适用的领域

分子医学

•癌症

•传染病

•疫苗

•基因疗法

生物技术

•纳米生物技术

•药物研发/制造

•病原体研究

•酶的生产

•营养学

•生物修复

生命科学

•蛋白质组学

•基因组学

•生物信息学

•神经学

•免疫化学

•植物科学

•微生物学



SpringerProtocols高质量内容：实验室指南皆经同行评议

• 系列图书

–Methods in Molecular Biology

Editor: Dr. John M. Walker

–Methods in Molecular Medicine

–Methods in Biotechnology

–Methods in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

–NeuroMethods

•期刊

Full source list available from 
http://bit.ly/springerprotocolsbooks 

http://bit.ly/springerprotocolsjournals

• 手册

–The Protein Protocols Handbook

–Molecular Biomethods Handbook

And many more….

SpringerProtocols的内容来源



SpringerProtocols.com 特点与优势

• 标准、规范、数据可靠

– Protocol鼻祖亲历亲为(Springerprotocols的主编是全球Protocol标

准的创建人)

– 出版500余本广受欢迎及经同行评议的书籍；这些书籍曾在过去20年

被全球100+万研究人员使用

• 收藏内容丰富

– SpringerProtocol为全球最大的在线Protocol数据库，所有内容皆经

同行评议。每周更新内容,目前约30000条，每年增加3000余条。

– 涵盖数年Protocol数据，不仅适用最新设备，使用老设备亦能得到同

样的实验结果。

– 新增video 的protocol！



SpringerProtocols.com特点与优点

• 所有指南皆被PubMed/Medline索引，提供摘要

– 极大地方便广大读者检索实验室指南

• SpringerProtocol功能强大的平台

–最全面且最大量的有线实验指南集合

–设有提醒功能，让您随时捕捉最新动态

–7Web 2.0功能令搜寻和浏览变得更方便﹑更轻松

–移动版网页适用于任何苹果，安卓和黑莓系统移动设备

–数据——用户可以随时下载符合COUNTER标准的使用统计



如何在SpringerLink 平台搜索资源



Link.springer.com

Ø新平台的改进

Ø新平台的整合检索

Ø在新平台浏览资源（期刊、图书和实验室指南）



2012年11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7时平台更新

Ø www.springerlink.com

Ø link.springer.com

新的 URL地址: link.springer.com



新平台速度更快

页面平均下载
时间

页面平均下载
时间



新平台适应各种移动终端、智能手机

• 网络响应设计让所有移动设备具有最佳视觉效果

平板电脑（终端）桌面

普通电脑桌面

手机-竖版桌面

手机-横版桌面



搜索时自动建议功能（以Google关键字数据为准）

每个文件可
以预览两页

（不
仅限于浏览
图书章节）



新平台的整合检索

• 简单搜索

• 高级检索

• 检索显示

• 结果聚类

• 权限识别



主页分成三个部分:

•搜索

•浏览

•内容

本单位最新阅读文献

SpringerLink主页



灵活的高级检索

出版时间设定

权限范围设定



检索结果显示

Library

1

1   排序（默认相关性）
2   时间设定
3   RSS订阅
4   CSV格式输出

2

3 4

检索速度平均3倍于旧平台



实用的搜索结果聚类功能

聚类选项包括:

• 全文权限

• 内容类型

• 学科（24）

• 子学科（220）

• 作者

• 语种



期刊主页

功能概述:

1. 浏览卷和期

2. 在此期刊内搜索

3. 期刊标题

4. 期刊 ISSN

5. 期刊描述

6. 卷和期的导航

7. 最新文章列表

8. 期刊封面

9. 查看内容

(1)
(2)

(3)
(4)

(5)

(6)

(7)

(8)
(9)



期刊主页

所有的卷和期

1. 在页面上方，您可以
看到最新的内容链接

2. 过往期刊将会以灰色
显示

3. 点击此卷显示条，您
可以看到该卷的内容

(1)

(2)

(3)



期刊文章
功能概述

1. 下载PDF 

2. 浏览(HTML) 文章

3. 期刊标题

4. 出版年限

5. 文章标题

6. 作者

7. 下载PDF 

8. 浏览(HTML) 文章

9. 摘要

10. 期刊封面

11. 内容查看(预览) （Look 
Inside)

12. 在此期刊内的链接（Within 
this Article Links）

13. 导出参考文献

14. 相关文章

15. 补充材料

16. 参考文献

17. 有关此文章

(1) (2)
(3)(4)

(5)
(6)

(7) (8)

(9)
(10) (11)

(12)

(14)

(17)

(15
)(16)

(13)



图书主页
功能概述

1. 在本书内搜索

2. 出版年限

3. 图书标题

4. 图书子标题

5. 作者

6. ISBN 

7. 图书章节列表

8. 关于本书

(1)
(2)

(3)
(4)

(5)
(6)

(7)

(8)



图书主页
在本书内搜索

如果您需要搜索特定的关
键词，你可以使用页面上
方的“在本书内搜索”
（search within this book
）

搜索结果将跳转到新的页
面



图书主页
关于本书

在页面下方，您会看到关
于本书的相关信息，包括
:

1. 在页面左侧，您可以
看到书目信息

2. springer.com网站上提
供的信息和服务以额
外链接形式呈现在页
面下方

3. “主题”（Topics）这
些链接指向相关主题
的搜索结果列表

4. 在页面右侧您可以看
到作者信息和所属单
位或机构信息

(1)

(2)

(3) (4)



图书章节
功能概述

1. 下载 PDF

2. 内容查看(预览)

3. 摘要

4. 导出文献

5. 相关内容

6. 补充材料

7. 参考文献

8. 关于本章节

本网页结构和期刊网页结
构类似

(1)
(2)(3)

(8)

(5)
(6)

(7)

(1)

(4)



清晰的HTML全文



参考文献链接



题录导出格式多样化



脚注

概述

浏览内容可分为：

1. 行业

2. 内容类型

3. 其他Springer链接

4. 协助和联系方式

5. 已认证的机构和商业伙伴的电话号码

(1)

(2) (3) (4)

(5)



作者学院

• http://academy.springer.com/zh-hans

• Springer作者学院是施普林格（Springer）和理文编辑（Edanz
）为提高作者撰写和发表科研论文的能力而专门设计的一个

指南性网站。



提问?

• 如您需要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pringer.com或联系我们：

• 张文瑾: jin.zhang@springer.com



感谢您对Springer的支持

谢谢！

施普林格亚洲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中国北京海淀区北四环西路58号

理想国际大厦409-411室，100080

电话：0086 10 82670211
传真：0086 10 82670212

www.springer.com.cn
www. link. spring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