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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获取途径

1.检索课题

1.1 全文数据库 (Elsevier ScienceDirect, CNKI…)

1.2 文摘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EI…)

2.检索指定文献

2.1 东吴搜索（英文）

2.2 读秀（中文）

2.3 学术搜索引擎

2.4 OA 文献

2.5 文献传递和馆际互借



01. 本馆资源的利用



图书馆主页 http://library.suda.edu.cn/



举例：Seyedin S , Uzun S , Levitt A S , et al. MXene Composite and Coaxial Fibers with 

High Stretchability and Conductivity for Wearable Strain Sensing Textiles[J].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2020.

导出引文格式



02. 搜索引擎



学术搜索引擎——百度学术 https://xueshu.baidu.com/

2014年6月初上线,涵盖各类学术期刊、会议论文，百度学术搜索可
检索到收费和免费的学术论文，并通过 “相关性”、“被引频次”、
“发表时间”三个维度分别排序，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举例： H. Itokawa, Q. Shi, T. Akiyama, S.L. Morris-Natschke, K.H. Lee, Recent 
advances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curcuminoids, Chin. Med. 1 (2008) 11



03. 开放获取资源



 1.日益高涨的订阅费

外文学术资源价格每年上涨（数据库和期刊）

 2.版权之争

学术出版的鼻祖Maxwell定下的一条规则：

作者把文章投给出版社，就视为其自愿放弃版权，将版权归属出版社。

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严重损害了科研工作者的利益。

 3.对学术研究发展的影响

16世纪，最早的学术出版是由学会和学院运营的。当时的学术出版期刊的
目的仅用于知识传播，只是知识的载体。

20世纪60年代，Eugene 首创“影响因子”标准，这一切都变了。

开放获取的产生背景



开放获取（Open Access）

 OA伴随着国际学术界、出版界、图书情报界利用互联网自由传播、免费利
用学术信息和科研成果的一系列OA运动而兴起。

 2001年12月，开放协会研究所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召集了一次有关开放访

问的国际研讨会，并起草和发表了著名的“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倡议”
（BOAI）。

 BOAI对开放存取的定义为：开放存取文献是指Internet上公开出版的，允许

任何用户对其全文进行阅读、下载、复制、传播、打印、检索或连接，将其
用作软件数据或用于其他任何合法目的，除网络自身的访问限制外不存在任
何经济、法律或技术方面的障碍的全文文献。

 简言之：开放获取文档是电子化的，在线的，免费的，不受多数版权、许可
权限制的



开放获取模式

一般有两种模式：金色和绿色。
金色开放获取（Gold OA）：指出版商将已出版的学术资料免费提

供到网上。金色开放获取论文的版本将是最终的，经过同行评审的
论文。发表费用由作者负担。目前大部分的大型出版社都有提供开
放获取选项，而有些（像 PLOS）是纯开放获取期刊。
绿色开放获取（Green OA）：作者将发表的文章免费提供存档，可
以储存到开放获取数据库，称为自存档 (self-archiving)。通常，无法

负担发表费用的作者会选用这种模式发表，不过储存在数据库的文
章版本没有校对，可能还没有经过同行评审。出版商将保留一份完
整的、经过同行评议的版本。



资源类别
1.开放获取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s，简称
OAJ）,如非盈利组织PLOS出版的期刊；商业机
构如BioMed Central出版的生物医学期刊

2.开放获取仓储（open access repository ,简称
OAR），如基于机构的麻省理工学院
DSPACE@MIT,基于学科的ArXiv电子出版存档

3.整合开放获取资源的检索工具、门户类网站，
如集成开放获取期刊的网站DOAJ，集成开放获
取仓储的门户网站OpenDOAR



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the publiclibrary of 

science ）8种公开获取期刊
PLOS Biology

PLOS Medicine

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

PLOS Currents

PLOS Genetics

PLOS Pathogens

PLOS ONE

PLOS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

https://plos.org/



https://www.biomedcentral.com/



麻省理工MIT@Dspace
http://dspace.mit.edu/



香港科技大学机构库
https://repository.ust.hk/ir/





国内平台



开放的学术环境

开放获取期刊
开放获取仓储
开放学位论文
开放专利
开放获取图书
开放教育资源
开放数据
开放报告
开放软件、工具：Mendeley、Zotero（文献管理软件）
……



台湾地区的硕博士论文
https://ndltd.ncl.edu.tw/cgi-

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



公开专利
http://epub.cnipa.gov.cn/



政府公告、统计数据、法律法规等



开放数据



标准全文



04.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
馆际互借：就是对于本馆没有的文献，在本馆读者需要时，根
据馆际互借制度、协议、办法和收费标准，向外馆借入。
适用于返还式文献和复制－非返还式文献。对于复制－非返还式文献也可以通过文
献传递方式获取。

文献传递：将用户所需的文献复制品以有效的方式和合理的费
用，直接或间接传递给用户的一种非返还式的文献提供服务，
它具有快速、高效、简便的特点。
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从馆际互借发展而来，但又优于馆际互借的一种服务。通过
开展文献传递服务，缓解图书馆经费、资源不足与读者日益增长的文献需求之间的
矛盾，也对教学科研起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服务平台
全国性 ：

CALIS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

CASHL：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NSTL   : 国家科技文献中心



CALIS文献传递服务

•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CALIS，是经国务院批准
的我国高等教育“211工程”“九五”“十五”总体规
划的公共服务体系之一，是我国高校图书馆内最大的文
献资源共享体系。

• CALIS适用对象：所有学科



CASHL文献传递服务
•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hina Academi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Library)简称CASHL，
是教育部拨专项经费建立的全国性唯一的人文社会文献
保障体系。

• 收录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图书馆国外人
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期刊和重要印本期刊达26490种；
电子期刊达2739种，电子图书达73万余种；外文印本图
书达200余万种。

• CASHL适用对象：人文社科、经济管理、法律等相关专
业师生



NSTL文献中心
•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是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批

示于2000年6月12日组建的一个虚拟的科技文献信息服
务机构，成员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工程
技术图书馆（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机械工业信息
研究院、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中国化工信息中
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

• NSTL适用对象:理、工、农、医等学科



服务流程：

网上注册 邮件确认 审核通过
提交文献
传递信息

查看申请
处理进程



CALIS注册



CALIS注册

1. 2021级新生初始密码是‘SUDA’+身份证后8位数字
（如果末尾有‘X’，请去掉‘X’向前取8位数

字）。
2. 2020级和2019级读者初始密码是'suda'+身份证后8

位数字。
3. 2019级研究生，用户名、密码都是学号。
4. 2018级老生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后8位。
5. 教工账号为工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后8位数字。
2019年及以前入职教工，初始密码为工号。如果显
示密码错，可试试身份证后6位。





http://www.cashl.edu.cn/



CASHL注册

学生证号码

学生证

苏州大学+姓名

江苏省苏州市

苏州大学

提交注册申请后请到本部图书馆
二楼信息服务部预存费用





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总书库、全球最大的中文文献保障基地和
国内最大的外文文献收藏机构；

上海图书馆：馆藏资源丰富，门类齐全，拥有图书、报刊和科技
资料近5300万册（件）。其中可外借的外文图书包括英、法、俄、
德、日等多语种共计65万册；



-- 国家图书(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
http://opac.nlc.cn/F/5LKQ2TFKY8XXF54KPU9FCA54PS49D28KNS1Y66YTX3N6TPACBR-
02842?func=find-b-0

-- 上海图书馆
https://library.sh.cn/#/index



举例
推荐检索顺序：上海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1. Foreign law in civil litigation:a comparative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2.日本共产党的六十年/刘洪才,段元培,李永生,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3.方言語彙論の方法 / 室山敏昭編.



-- 国家图书馆馆际互借价格及CALIS补贴

-- 上海图书馆馆际互借价格及CALIS补贴

* 说明：以上费用均含往返物流费、包装费、馆际互借服务费







https://suda.nstl.gov.cn/index.html



三个平台对比：

服务平台 适用学科 特点

CALIS 所有学科 资源丰富，我馆有补
贴

CASHL 人文社科、经济管理、
法律等

疫情期间原书不传递，
只能复印或扫描

NSTL 理工类、医学类 响应快速，用自己邮
箱接收，方便快捷



三个平台收费说明：
服务平台 收费 优惠补贴

CALIS 1.一般文献：（如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图书的部分
章节等）
复制费：0.30元/页（包括复印＋扫描+快递费）

学位论文：遵循文献提供馆的收费标准。
2.馆际互借：10-40元/册
3.特殊文献：（如古籍、民国文献、标准、报告等）
遵循文献提供馆的收费标准。

补贴60%
（校内用户期
刊免费）

CASHL 一般文献复制费：0.3元/页

图书借阅：40元/册

无
（要预存费用）

NSTL 文献电子版0.3元/页 无
（要预存费用）



邮箱：szdxwxcd@163.com

直接发送至馆际互借员邮箱进行申请

QQ群：364090593，发布各平台优惠活动

电话：65112705-802 何柯

QQ:941106756（注明院系、学号、姓名）

咨询与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