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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资源类型
Resource Type



开放学术资源 政府出版物

公共版权资源 其他免费资源

政府网站相关文件

开放期刊
开放图书

开放学术论文
开放会议论文

开放课件
开放课程

……

著作权保护期终止，
进入公共领域的

图书、论文等

四种网络学术资源类型

学术网站
学术论坛
预印本系统
……



PART 02

获取途径
Access Way



OA（Open Access）

一、开放学术资源

Open Access即开放获取，同传统的商业出版活动不同。

“开放获取” 是指“可以在公共网 上免费地获取文献，允许任何的用户阅读、下载、复制、发

布、打印和查找， 或者提供对这些论文文本的链接、对他们进行索引、将它们作为素材纳入软

件、以及其它任何法律许可的应用。

背景：

有偿————无偿

“开放获取运动”旨在让科学研究的成果供全世界共享，共同促进人类科技和文明的发展，是一

种新的学术文献出版和学术交流方式，并形成了教学科研可供自由使用的新的文献资源类型—

OA资源。



开放学术资源

•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 DOAJ)

https://doaj.org/ 

• High Wire Press

https://www.highwirepress.com/

• PLOS

https://www.plos.org/

• Open Access Lib（开放图书馆）（中外文）

http://www.oalib.com/

• Find Articles

http://findarticles.com/

• ……



开放期刊：以电子形式定期出版，所有论文永久开放使用。

根据维基百科对OA期刊的统计，目前OA期刊已经覆盖了

几乎所有的学科领域。

开放学术资源—开放期刊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open_access_journals


开放学术资源—开放期刊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DOAJ）

瑞典隆德大学（Lund Univ.）开发维护的开放获取期

刊目录

https://doaj.org/


开放学术资源—开放期刊



开放学术资源—开放期刊



High Wire Press

开放学术资源-开放期刊

 是提供免费全文的、全球最大的学术文献出版商之一,于1995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创立。

 收录电子期刊882多种，文章总数已达282多万篇，其中超过103万篇文章可免费获得全文，这些

数据仍在不断增加。

 内容涉及生命科学、医学、物理科学及社会科学方面的期刊及非期刊性质的出版物，及电子书。

通过PubMed的接口可以获取超过4500种期刊的1500万篇文献，可看到书目摘要。

http://highwire.stanford.edu/

http://www.semantico.com/


PLOS

开放学术资源-开放期刊

PLoS 为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the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的简称，是一家由

众多诺贝尔奖得主和慈善机构支持的

非赢利性学术组织，是为科技人员和

医学人员服务并致力于使全球范围科

技和医学领域文献成为可以免费获取

的公共资源。

https://www.plos.org/



FindArticles

开放学术资源-开放期刊

FindArticles可提供访问3,000多种期

刊和其他来源发表的文章，主要集

中于新闻信息的搜索，搜索到信息

提供直接导向到目标网站，或者点

击进入相关网站推荐，最早可追溯

到1998年 。是免费和付费内容的混

合体。

http://findarticles.com/



• 生物医学类开放获取机构库：

BioMed Central

PubMed Central(PMC)

• 其他期刊获取网站（经济类）：

WebEc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经济类数据库

EBSCO中小企业及创业数据库

开放学术资源-开放期刊



 图书搜索引擎搜索到的图书大部分可以浏览其中一定的页数，通常大约占全书

的20%。如果要阅读全文，图书搜索一般提供网上购书途径。但是对于公共版权

的书（属于公众领域并且已不受版权法保护）可以阅读全文。

开放学术资源-开放图书



古登堡计划
http://www.gutenberg.org/



Library Genesis
http://gen.lib.rus.ec/



ebookee http://ebookee.org/



The Online Books Page



Get Free e-Books
http://www.getfreeebooks.com/



BookYards http://www.bookyards.com/en/welcome



 纵横文学——前身是百度图书搜索 （学术图书较少）

http://book.baidu.com/ 

 读秀图书搜索，读秀允许上网用户阅读部分无版权限制图书的全部内容，对于

受版权保护的图书，可以在线阅读其详细题录信息、目录及少量内容预览。

http://www.duxiu.com/

 超星电子（可以在线阅读）网页版和移动版均可使用

http://mlib.zucc.edu.cn/

开放学术资源-开放图书

http://www.duxiu.com/
http://mlib.zucc.edu.cn/


 超星电子（可以在线阅读）网页版和移动版均可使用

http://mlib.zucc.edu.cn/

开放学术资源-开放图书



开放学术资源-开放图书

畅想之星：免费提供2000册电子图书。

此外可登录统一身份认证，推荐图书馆购买



开放学术资源-开放图书



开放学术资源 - 学位论文、会议论文

 芬兰电子学科博士论文（英文）

芬兰电子学科博士论文：包括在线浏览、获取全文。

https://aaltodoc.aalto.fi/handle/123456789/5

Australian Digital Theses Program（英文）

 澳洲数字论文计划，由澳洲大学图书馆员协会发起。包含澳洲40余所大学的15440

篇硕博论文，涵盖各个学科

http://www.caul.edu.au/caul-programs/australasian-digital-theses/finding-theses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libraries（英文）



 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电子论文库，包含1848篇全文，涵盖材料学、教育学、工学、

法学、医学、航空、经济、化工、建筑等各个学科

http://upenn.summon.serialssolutions.com/search#!/

 ETDOhioLINK

ETDOhioLINK（Ohi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Network）是美国俄亥俄(Ohio)州大学和

学院图书馆共同组建的一个覆盖全州的大型图书文献信息网络，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地

区电子文献资源共享网络。这个数据库集成了世界范围内基于因特网的主要电子学位

论文记录。共有记录170,060条(2006年10月)，是全球最大的免费学位论文数据库。

https://www.ohiolink.edu/content/ohiolink_electronic_theses_and_dissertations

开放学术资源 - 学位论文、会议论文

http://upenn.summon.serialssolutions.com/search


 NDLTD 学位论文库 (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一个网上学位论文共建共享项目，利

用Open Archives Initiative- OAI的学位论文联合目录，目前包含全球十几家成员，多数

有全文) 

 MIT Theses(MIT学位论文，多数有全文，下载时间稍长。)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学位论文库

多数有全文，但论文列表前有“vt”标记的，不能访问全文。

 Texas Digital Library(The Universit-y of Texas、Texas A&M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Houston、Texas Tech Universit-y四所大学的部分学位论文，有全文。)

 DIVA Portal(北欧部分大学的学位论文，部分有全文。) 

 Digital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from Swedish Universities(可查到瑞典学位论文以及其他

科技出版物，有全文。) 

 ETH 学位论文库(1999年以来的一些瑞士学位论文，有全文。) 

开放学术资源 - 学位论文



 PQDD         

http://proquest.calis.edu.cn

 伍斯特工学院电子学位论文

http://www.wpi.edu/Pubs/E

 诺丁汉大学电子学位论文

http://etheses.nottingham.ac.uk

 弗吉尼亚公共资产大学免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etd.vcu.edu/ETD-db/ETD-search/search

 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电子论文库

http://etda.libraries.psu.edu/ETD-db/ETD-search/search

开放学术资源 - 学位论文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http://www.lib.ncsu.edu/ETD-db/ETD-search/search

 俄亥俄州立大学电子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http://www.ohiolink.edu/etd/search.cgi

 田纳西大学电子学位论文数据库

http://diglib.lib.utk.edu/cgi/b/bib/bib-idx?c=etd-bib; cc=etd-bib;page=index

 加拿大AMICUS学位论文检索系统

http://www.collectionscanada.gc.ca/thesescanada /index-e.html

 比勒陀利亚大学的电子学位论文

http://upetd.up.ac.za

开放学术资源 - 学位论文



 AllConferences 该网站包含大量国际学术会议、商业会议信息，相关会议网站，会

议预告等。

 中国学术会议在线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的国内学术会议信息交流平台，涵盖

学科领域广，更新及时。办有电子期刊《国际学术动态》，刊登国际学术会议评论、

出国考察报告、国际合作项目进展等内容。使用该网站请先注册。

开放学术资源 - 会议论文



开放学术资源 - 开放科技报告

 OE Information Bridge可以检索并获得美国能源部（DOE）提供的研究与发展报

告全文，内容涉及物理、化学、材料、生物、环境、能源等领域。

http://www.osti.gov

 NASA Technical Reports Server (NTRS)由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维护，提供有

关航空航天方面的科技报告，可以检索并浏览，部分有全文

http://ntrs.nasa.gov/search.jsp

 NTIS (美国政府科技报告)由美国国家技术情报社出版，可免费看文摘。主要收

录美国政府立项研究及开发的项目报告，少量收录西欧、日本及世界各国（包括

中国）的科学研究报告。专业内容覆盖科学技术各个领域。

http://www.ntis.gov

 美国国防部科技信息库STINET(提供科技报告免费检索，部分可看全文) 

http://stinet.dtic.mil



 GrayLIT NetWork：可以检索并浏览DTIC、NASA、DOE、EPA 等美国政府报告，

有全文。

 FedWorld：可免费检索美国政府科技报告（NTIS）的文摘题录，全文需订购。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 Collection：美国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提

供的科技报告，涉及国防及其相关领域，多数可以看到摘要，有些只能得到题录，

个别能看到全文。

 Networked Computer Science Technical Reports Library(NCSTRL)：汇集了世界上许

多大学以及研究实验室有关计算机学科的科技报告，可以浏览或检索，可免费得

到全文。

 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s：这是Committee for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Environment 的站点，提供了许多环境方面的报告全文。

开放学术资源 - 开放科技报告



 NBER Working Paper：这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研究报告文摘。

 Documents & Reports of the WorldBank Group：世界银行组织的文件与报告库，

可以免费看全文。

 Economics WPA：由华盛顿大学经济系提供的经济学科的报告，其中包括许多

大学的研究成果，多数可以免费得到全文。

 WoPEc Electronic 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由华盛顿大学搜集整理的因特网

上经济类报告，可以下载全文。

 Search for California Environmental Documents：美国加州大学环境科学方面的科

技报告全文。

开放学术资源 - 开放科技报告



开放学术资源 政府出版物

公共版权资源 其他免费资源

政府网站相关文件

开放期刊
开放图书

开放学术论文
开放会议论文

开放课件
开放课程

……

著作权保护期终止，
进入公共领域的

图书、论文等

四种网络学术资源类型

学术网站
学术论坛
预印本系统
……



开放政府网站

 Science.gov

 Data.gov

 Data.gov.uk

 Data.gov.sg

 data.stats.gov.cn





开放政府网站

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特点：

•详实的月度、季度、年度数据以及普查、地区、部门、国

际数据

•- 提供多种文件输出、制表、绘图、指标解释、表格转置、

可视化图表、数据地理信息系统等多种功能

特色服务

•- 数据挖掘随心所欲

•- 海量数据一键下载

•- 精品资源一键分享

http://www.baidu.com/link?url=Esa_lDHMhBTSFOdmXUh-rxgnTYTRc87i-trz9-fC-vo-GcVSU9I6rxwivG2c3q8E&wd=&eqid=97ee41cc00058934000000045bfddfbe


学术论坛

 ResarchGate

https://www.researchgate.net/

是一个科研社交网站，致力于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合作，分享科学方法，交

流科研发现，科研成果等

 Mendeley

https://www.mendeley.com/

Mendeley不仅仅是一个文献管理工具，还是一个学术交流平台，可以创建自己

的账号，上传文章，并与其他用户进行学术交流，共享学术成果。

https://www.researchgate.net/
https://www.mendeley.com/


网上读书园地 http://readfree.net/bbs/ 

零点花园论坛 http://www.soudoc.com/bbs/

科技论坛 http://www.tech-domain.com

美河学习在线 http://www.eimhe.com/bbs/

小木虫论坛 http://emuch.net/bbs/

丁香园（生命科学专业论坛）http://www.dxy.cn/bbs/

啄木鸟论坛 http://www.zhuomu.cn/

研学论坛 http://www.yxres.com/bbs/

阿果资源网 http://www.agpr.net/

学术论坛

http://readfree.net/bbs/
http://www.soudoc.com/bbs/
http://www.tech-domain.com/
http://www.eimhe.com/bbs/
http://www.emuch.net/bbs/
http://www.dxy.cn/bbs/
http://www.zhuomu.cn/
http://www.agpr.net/


预印本系统

 预印本系统指的是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还未发表在正式刊物上，出于与同行

交流的意愿，自愿在学术会议上或者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科技论文、科技报告等。

与刊物发表的文章以及网页发布的文章相比，预印本具有交流速度快、利于学术

争鸣、可靠性高的特点

 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 http://prep.istic.ac.cn/main.html?action=index

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与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和国家科技图书馆已经合并，读

者可以通过NSTL系统首页进行登录，来管理自己的论文。

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分为：“国内预印本系统”和“国外预印本系统”。（国

外预印本门户因丹麦科技大学图书馆技术信息中心关闭其平台而停止服务。）

http://prep.istic.ac.cn/main.html?action=index




Open access to 1,377,332 e-prints in Physics, Mathematics, Computer Science, Quantitative Biology, 
Quantitative Finance, Statistics,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Systems Science, and Economics

arXiv 原先是由物理学家保罗·金斯巴格在1991年建立的网站，
本意在收集物理学的论文预印本，随后括及天文、数学、金融
等其它领域。

arXiv受到科学研究者的积极支持，有一半以上的物理学家和数
学家将最新的研究成果提交arXiv上。

arXiv上的文章由康奈尔大学审核和管理。

 国外预印本系统

 arXiv.org e-Print archive

https://arxiv.org/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F%9D%E7%BE%85%C2%B7%E9%87%91%E6%96%AF%E5%B7%B4%E6%A0%BC&action=edit&redlink=1


 国外预印本系统

 化学预印本服务器 (CPS) 

https://www.chemweb.com/databases

里面包含了很多免费获取的预印本文献

https://www.chemweb.com/databases


开放获取的机构收藏库

开放获取的机构收藏库又称OA仓贮，OA仓贮主要由学术研究团体、高

等院校和政府研究机构建立，并有向相应的立法或机构作为保证，因此

具有极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MIT机构收藏库（MIT Dspace）

http://dspace.mit.edu/

 香港科技大学OA仓储

http://repository.ust.hk/ir/

 加利福尼亚大学机构收藏库（eScholarship Repository of California University）

http://escholarship.org/





国内可免费获取的学术资源

• 中国国家图书馆（部分免费，部分需登录后使用）

http://dportal.nlc.cn:8332/zylb/zylb.htm

• 杭州图书馆电子资源（登录后访问）

http://www.hzlib.net/szzy/index.htm

• 浙江图书馆数据库（登录后访问）

http://www.zjlib.cn/zyszzy/index.htm?li_id=1

• Open Access Lib（开放图书馆）（中外文）

http://www.oalib.com/

•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国家科学图书馆）

http://www.las.ac.cn/



浙江图书馆

注册 登录 数字资源

http://www.zjlib.cn/

http://www.zjlib.cn/fwkjss/49349.htm支付宝办证

http://www.zjlib.cn/zyszzy/index.htm?li_id=1


浙江图书馆数字资源

统一检索搜索引擎



PART 03

检索方法
Search Method



基于搜索引擎的学术搜索

用什么样的搜索引擎

目的明确，即先知道要什么，然后有目的的去寻找答案，这种方
式看上去很有效率。

信息库——海量的信息库Internet

信息检索工具——搜索引擎

1个Internet N个搜索引擎
不同的搜索引擎，
搜索结果不尽相同。



全文搜索（Full-Text Search Engine）

从网站提取信息建立网页数据库。

用什么样的搜索引擎

目录索引（Search Directory） 产品或服务

通过搜集和整理因特网的资源，根据搜索到网页的内容，将其网址分配到

相关分类主题目录的不同层次的类目之下，形成像图书馆目录一样的分类树形结

构索引。

元搜索（Search Engine）

接受用户查询请求后，同时在多个搜索引擎上搜索，并将结果返回给用户。



常用学术搜索引擎
中文

• 百度学术搜索

http://xueshu.baidu.com/

• 读秀学术搜索

http://www.duxiu.com/

• CNKI知识搜索

http://search.cnki.net/

外文

• 微软学术搜索（Microsoft Academic Search）
https://academic.microsoft.com/

• Scopus搜索引擎 http://www.scopus.com



关键词 逻辑运算符 限定检索

学术搜索引擎检索技巧



学术搜索引擎检索技巧

关键词的可以是：人名、网站、新闻、小说、软件、游戏、星座、
工作、购物、论文……

无实质意义的词汇，如冠词、介词、连词、某些副词以及某些形
容词均不能做关键词。(禁用词表)

一、关键词的选取

• a     as     but     from      he     it 

• in     of     that     was      you   or

• an    at      by      had      her    to

• is    on      this    which     &     with

• are   be     for     have      his  



把中文汉字序列切分成有意义的词，就是中文分词 。

中文搜索引擎，跟英文搜索引擎最大的区别是分词。

英文以词为单位用空格分隔的。

中文以字为单位，句子中所有的字连起来才能描述一个意思。

例如：电子商务 ELECTRONIC COMMERCE       

“电” “子” “商” “务”

“ELECTRONIC”    “COMMERCE ” 

关键词的选取

中文分词



不使用过于通俗简单的词语

如：你想查找有关降雨量方面的信息 天气 —————— 降雨量

1. 专业性

关键词的选取

2. 同义词和相关词

要注意一词多义的问题

如： 笔记本————笔记本电脑

肿瘤——癌症、赘生物细胞群

碳纤维——碳纤维、炭纤维

高分子——macromolecule 、macro  molecule 、high polymer 



《跨国公司经营管理研究》 《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的相关词跨国公司的同义词

跨国企业

跨国经营

国际化经营

关键词的选取

社会保险

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



3、注意适当控制关键词的内涵与外延

关键词的选取

如以跨国公司和经营管理作为检索词，将会漏掉一些文章，因为有些文献题名对跨国公司经

营管理的表述并没有“经营管理”一词。如：

跨国公司的营销管理、

跨国公司的质量管理、

跨国公司的财务管理、

跨国公司的不动产管理、

跨国公司的流动资产管理等等，

所以“管理”一词，则可保证最大限度的查全率。

例： 《跨国公司经营管理研究》



学术搜索引擎检索技巧

二、逻辑运算符的使用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需要
用括号改变执行顺序。



学术搜索引擎检索技巧

减少二次检索操作，提高检索效率。

 filetype —— 限定文档类型

 Site   —— 限定特定站点

 intext —— 在全文里检索

 intitle —— 限定网页标题检索

 Inurl —— 限定特定网址

 双引号“” —— 精确检索

 减号- —— 减除无关资料

 截词符

三、限定检索



以百度学术搜索引擎检索为例

百度学术（http://xueshu.baidu.com）于2014年6月上线，是百度旗下的免费学

术资源搜索平台，致力于将资源检索技术和大数据挖掘分析能力贡献于学术研究，

优化学术资源生态，引导学术价值创新，为海内外科研工作者提供最全面的学术

资源检索和最好的科研服务体验。



以百度学术搜索引擎检索为例

自定义数据库检索范围



例《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

关键词：社会保险 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 中国特色 保障制度



高级检索
精确检索

逻辑“或”检索

intext检索

限定时间范围检索

限定语种检索



进行二次检索



数据库来源（需授
权才能下载全文） 免费全文来源



PART 04

全文获取
Full Text



图书馆文献
or   文献传递

tsgszzy@zucc.edu.cn

网站全文获取

写信给作者 各种专业交流论坛



Dear Mr．(author name)：
I would appreciate receiving a reprint of your 

article：**(title of this paper)．**journal 

name．However，this Journal is not available in 

Our library． I wonder if you would consider 

sending me the full text by E-mail.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consideration!

Sincerely：
Your name

向作者索取原文的一份索取信示例



THANKS FOR LISENING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