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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概念概览



基本概念：网络学术资源是面向学者／科研人员开放的、具有学术研究
价值的、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领域的电子资源。

网络学术资源类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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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学术资源特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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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WO

平台介绍



学术搜索引擎

网络学术论坛

学科信息门户

学会/协会网站

开放获取资源平台

科研社交网络

WHERE？



2.1 
学术搜索引擎



学术搜索引擎2.1

一般搜索引擎

 检索结果重复率高

 与所需信息相关度不匹配

 深层次网络容易漏检

学术搜索引擎

 无广告

 专业性与相关性

 挖掘深层次的网络资源



资
源
类
型

学术搜索引擎2.1



两大学术搜索引擎

学术搜索引擎2.1



https://scholar.google.com/ 

学术搜索引擎——Google Scholar2.1



在对话框里检索所在学校

设置谷歌学术图书馆链接

最多可添加5个学校/机构



图书馆链接添加后检索结果



Google Scholar 功能简单介绍



Google Scholar 功能简单介绍



Google Scholar 学者主页

两种排序方式

学者影响力情况

进入二级菜单可查看相关领
域或机构的高影响力学者

全文链接

其它来源



Google Scholar 功能简单介绍



http://xueshu.baidu.com 

 中文学术文献优势

 学者主页

 开题分析

 融合文献互助

 融合单篇订购

学术搜索引擎——百度学术搜索2.1





百度学术全文链接揭示及求助全文



百度学术学者主页



同一文献在不同学术搜索引擎的来源线索

Title：Natural Insect Repellents: Activity against Mosquitoes and 

Cockroaches 



学术搜索引擎——微软学术搜索2.1

 国内版-必应学术

网址： https://cn.bing.com/academic/

https://cn.bing.com/academic/
https://cn.bing.com/academic/


 Pubmed：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

 NCBI：https://www.ncbi.nlm.nih.gov/

 Semantic Scholar（语义学者）： https://www.semanticscholar.org/

运用机器学习技术创建的一款搜索引擎，它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来理解论文哪一部分在讨
论试验结果，哪一部分在引用别人的结果，从而提取出方法、材料、类型等关键细节。

 Aminer：http://www.aminer.cn/

科技情报大数据挖掘与服务系统平台，是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唐杰率领
团队建立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科技情报分析与挖掘平台。

学术搜索引擎——其他免费搜索引擎2.1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
https://www.ncbi.nlm.nih.gov/
https://www.semanticscholar.org/
http://www.aminer.cn/


2.2 
开放获取资源



SCI收录期刊不断增加

OA影响力增强

大型出版商开始探索OA期刊的规模化

规模化

覆盖的学科范围越来越大

覆盖面广

1993-2009  +18%

年增长率快

开放存取资源——产生与发展2.2

开放获取（Open Access) ：指科研知识成果在互联网公开发布，用户可免费阅读、下载、复制、保存、

传播、使用。同时著作权人保留著作权，通过开放共享许可协议（例如Creative Common Licenses，

CC许可协议）授权所有用户开放使用。——《自然科学与人文知识开放获取柏林宣言》，2003

OA2020和S计划

倡议转向政策



开放获取产生的背景——传统出版模式的不合理2.2

国家：提供科研经费资助

科研机构：分配到学者个人，激励科研

学者：付费出版，出让成果版权

出版商：垄断出版渠道与成果版权，牟取高额利润

社会大众：付费下载和利用学术成果

图书馆：面临日益高涨的订阅费，缩减资源采购



开放获取的意义2.2

 作者：提高作者研究成果的可见性和影响力

 读者：扩大读者无障碍访问所需文献的范围

 图书馆：解决学术期刊的价格危机和资源限制的许可危机

 出版商：发表的文章更具可见性、可发现性和可获取性

 社会大众：公平获取经过同行评议的科研成果

 科研机构：提高资助机构对科研投资的回报



开放存取期刊
（Open Access Journals）

OAJ期刊集成平台
OAJ期刊专业平台

开放存取仓储
（Open Access Repository）

又称IR-机构知识库、典藏库

开放获取资源——两种形式2.2



开放获取资源——两种形式2.2

金色开放获取（Gold Open Access）

又被称为开放出版（Open access publishing），指期刊论文在经过同行评议发表后立即通过

期刊网站提供完全免费开放获取。

绿色开放获取（Green Open Access）

又被称为延迟开放获取（Delayed OA），指期刊论文在期刊（尤指订购期刊）发表后再储存到

指定的机构（资助者或作者机构）知识库中，在一段时间（开放时滞期，一般6-24个月）后开

放获取。

引自：什么是开放获取[EB/OL].(2020-11-10). http://www.chinaz.com/start/2014/0825/364883.shtml

http://www.chinaz.com/start/2014/0825/364883.shtml


OAJ不注重质量？用数据说话



掠夺性期刊(predatory journal)

定义 掠夺性期刊一般指以盈利为目的,而没有履行传统出版商义务和责任（如保证出版
物质量、保证学术伦理等）的期刊。

特点
 发表迅速，缺乏同行评审和质量控制；

 接受文章在先，版面费用在后

 群发邮件征稿或邀请专家编委

 虚假的编委会成员（机构邮箱地址）

 模仿知名期刊的网站

 提供虚假的出版运营信息（如办公地址）

 ISSNs的不合理使用

 虚假的或不存在的影响因子

 虚假宣传（如号称被知名数据库索引）

怎么鉴别
Think Check Submit网站 http://thinkchecksubmit.org/

或结合上述特点判别、查询是否wos收录、JCR分区表查询影响因子 、Beall清单……

参考来源：维基百科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edatory_publishing

中国科学院作者发表OA论文指南（2020年版）

http://thinkchecksubmit.or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edatory_publishing
http://www.hf.cas.cn/xwzx1/tztg/202010/P020201028351234404212.pdf


开放获取资源——主要OAJ期刊平台2.2

收录的期刊的有着严格的质量控制，含很多SCI收录的期刊。除了查询OA期刊外，还可以查询部分

期刊的文章内容。

https://doaj.org/

是由中国科学院资助、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建设推出的开放资源。它收录了经严格遴选的来自144家知

名出版社的2500余种OA期刊及其全文，学科领域涉及自然科学领域及部分社会科学领域。

资源特色：期刊遴选 、论文集成、 投稿分析、关联检索、 数据开放

http://gooa.las.ac.cn/external/index.jsp

https://doaj.org/
http://gooa.las.ac.cn/external/index.jsp


 网址：http://highwire.stanford.edu/

 专业范围：生命科学、医学、物理学、社会科学

 网址：http://www.biomedcentral.com/

 专业范围：涵盖生物医学所有领域

 网址：http://adswww.harvard.edu/

 专业范围：航空航天

开放获取资源——主要OAJ专业平台2.2

http://highwire.stanford.edu/
http://highwire.stanford.edu/
http://www.biomedcentral.com/
http://www.biomedcentral.com/
http://adswww.harvard.edu/


预印
本

后印
本

同行评议和出版发表之
前的任何版本，通常指
提交给期刊时的版本

经同行评议之后的任何版本：

1)指经过同行评议后但尚未进
行编辑加工的版本

2)指既经同行评议又经过编辑
加工的版本

开放获取资源——开放存取仓储（OAR）2.2



 ArXiv.org http://arxiv.org/

 Chinaxiv http://chinaxiv.org/home.htm

 Biorxiv https://www.biorxiv.org/about-biorxiv

 ChemRxiv https://chemrxiv.org/

 medRxiv https://www.medrxiv.org/

 电子和计算机科学预印本数据库 http://eprints.ecs.soton.ac.uk/

 有机农业预印本数据库 http://www.orgprints.org/

 E-print Network（电子印本网络）：http://www.osti.gov/eprints/

开放获取资源——预印本平台2.2

http://arxiv.org/
http://chinaxiv.org/home.htm
https://www.biorxiv.org/about-biorxiv
https://chemrxiv.org/
https://www.medrxiv.org/
http://eprints.ecs.soton.ac.uk/
http://www.orgprints.org/
http://www.osti.gov/eprints/


 预印本的优点

 方便快速的交流

 免费开放获取

 建立首发权，掌握主动权

 收到同行的宝贵意见

 提早获得引用

 提供研究证据

 提高合作机会

 发表广泛的研究结果

预印本能否引用？

可以，但尽量在文章主体中说明

开放获取资源——预印本平台2.2



机构典藏（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是开放存取仓储的主要形式之一，是由机构提供一个平台，由机构成员自己

将个人或机构的研究成果提交到机构典藏库中，在一定范围内传播使用，并

进行长期保存。

开放获取资源——开放存取仓储（OAR）2.2



开放获取资源——开放存取仓储（OAR）2.2

http://dspace.xmu.edu.cn/



OpenDOAR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Repositories )

https://www.jisc.ac.uk/opendoar

ROAR

（Registry of Open Access Repositories）

http://roar.eprints.org/

两大开放存储知识库目录

开放获取资源——开放存取仓储（OAR）2.2

https://www.jisc.ac.uk/opendoar
http://roar.eprints.org/


 中国高校机构知识库 http://ir.calis.edu.cn/

 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 http://www.irgrid.ac.cn/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http://www.paper.edu.cn/

 麻省理工学院机构库 http://dspace.mit.edu/

 南安普顿大学机构库 http://eprints.soton.ac.uk/

 台湾学术机构典藏库 http://tair.org.tw/

 香港大学机构仓储 http://hub.hku.hk/

开放获取资源——常用机构仓储2.2

http://ir.calis.edu.cn/
http://www.irgrid.ac.cn/
http://www.paper.edu.cn/
http://dspace.mit.edu/
http://eprints.soton.ac.uk/
http://tair.org.tw/
http://hub.hku.hk/


开放获取资源——开放获取图书目录(doab) 2.2

https://www.doabooks.org/

https://www.doabooks.org/


使用提示

 OAJ，因其有和传统期刊一样的

同行评价机制，质量一般有保证

 警惕掠夺性期刊

 OAR,质量则良莠不齐，在使用时

需要认真加以甄别

开放获取资源2.2



2.3 
科研社交网络



美国

Academia

德国

ResearchGate

英国

Mendeley

https://www.academia.edu/http://www.researchgate.com https://www.mendeley.com/

 形成学术社群，促进相关领域的学者交流

 发现最新科研动态

 实现文献共享

 促进交叉学科的发展

科研社交网络——三足鼎立2.3

https://www.academia.edu/
http://www.researchgate.com/
https://www.mendeley.com/


ResearchGate

阅读并且讨论
学术文献

分享成果获得
关注和引用

获取研究的统
计数据

与你的同行远
程交流

提出问题与解
决问题

寻找合适的工
作机会



 关注（ follow ）学者后，可在个人home界面显示

关注学者的科研动态（也可通过邮件订阅）并经私信

与同行进行交流。

 对于感兴趣的研究成果，可通过关注（ follow ）或

者推荐（recommend）进行持续关注或交流。



直接下载 OR 向作者请求获取全文

 建议尽可能地详尽描写你的需求及自身研究方向

 或是请周围的科研牛人帮你申请



https://www.researchgate.net/RGScore/FAQ

ResearchGateScore

更多详情可访问：

ResearchGateScore

为ResearchGate设计的一项指

标，是根据网站所记录的科研人

员贡献（contribution）、交流

（interactions）和声誉

（reputation）等指标，计算得

到的结果。虽然科学计量界对此

存在一定争议，但是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科研人员的学术影响力。

https://www.researchgate.net/RGScore/FAQ


Academia

 期刊PLOS one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上传到Academia的文章在最近5年

能提升69%的引用率。



Mendeley

Mendeley

除了具有学术交流外，

最大的特点在于：

1、结合了文献管理

功能；

2、通过不同的群组

分类，区别不同的文

献交流权限。

了解更多
http://www.elsevier.com/online-tools/mendeley

http://www.elsevier.com/online-tools/mendeley


2.4 
网络学术论坛



科研社交网络
 提供了文档分享与学术交流的平台

 帮助科研工作者拓宽交际面

 促进交叉学科的兴起

 文献互助交流的园地

 现逐渐向科研互动交流转变

 讨论话题既有专业性又有广泛性

网络学术论坛

网络学术论坛2.4



专业性论坛

丁香园 http://www.dxy.cn

生物谷 http://www.bioon.com/

博研联盟 http://bbs.myboyan.com/

经管之家（原人大经济论坛） http://bbs.pinggu.org/

综合性论坛

科学网 http://www.sciencenet.cn/

零点花园（疑似关站） http://www.soudoc.com/bbs

小木虫 http://muchong.com/bbs/

科研速递论坛 http://www.expaper.cn

网络学术论坛2.4

http://www.dxy.cn/
http://www.bioon.com/
http://bbs.myboyan.com/
http://bbs.pinggu.org/
http://www.sciencenet.cn/
http://www.soudoc.com/bbs
http://muchong.com/bbs/
http://www.expaper.cn/


2.5 
学会/协会网站
学科信息门户



政策文件的解读述评

出版物

会议信息及摘要

数据报告

学习资源



2.6 
其 他



公共图书馆资源

 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www.ucdrs.superlib.net/ )

访问方式：注册后，可通过邮箱获取全文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http://www.nssd.org/)

访问方式：用户注册后即可使用

 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http://mylib.nlc.cn)

访问方式：实名注册后可访问部分资源

 各地方图书馆购买的数字资源

http://www.baidu.com/link?url=UBnLnnFtb6Ew1fVVQ3dolu9q7dGgwiNcohHDJ7Dr1ddaCc5UNJjhJLxCGDxA1uu6
http://www.nssd.org/
http://mylib.nlc.cn/


公共图书馆电子资源

 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http://mylib.nlc.cn)

访问方式：实名注册后可访问部分资源

 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www.ucdrs.superlib.net/ )

访问方式：注册后，可通过邮箱获取全文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http://www.nssd.org/)

访问方式：用户注册后即可使用

http://mylib.nlc.cn/
http://www.baidu.com/link?url=UBnLnnFtb6Ew1fVVQ3dolu9q7dGgwiNcohHDJ7Dr1ddaCc5UNJjhJLxCGDxA1uu6
http://www.nssd.org/


政府信息
 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cn)

 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https://data.sh.gov.cn/）

学习资源

 中国大学MOOC（https://www.icourse163.org/）

专利标准
 国家知识产权局（https://www.cnipa.gov.cn/）

 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http://openstd.samr.gov.cn/bzgk/gb/）

科技报告

 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https://www.nstrs.cn/）

http://www.stats.gov.cn/tjsj/.cn
https://data.sh.gov.cn/
https://www.icourse163.org/
https://www.cnipa.gov.cn/
http://openstd.samr.gov.cn/bzgk/gb/
https://www.nstrs.cn/


电子书资源

 燕京大学明清和民國方志 https://hollis.harvard.edu/primo-

explore/search?query=lsr38,contains,Chinese%20Local%20Gazetteer

s,AND&tab=books&search_scope=default_scope&vid=HVD2&mode

=advanced&offset=0

 古腾堡计划 https://www.gutenberg.org/

 Archive.org互联网档案馆(book)

https://archive.org/details/books

 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 http://www.hathitrust.org

https://hollis.harvard.edu/primo-explore/search?query=lsr38,contains,Chinese Local Gazetteers,AND&tab=books&search_scope=default_scope&vid=HVD2&mode=advanced&offset=0
https://www.gutenberg.org/
https://archive.org/details/books
http://www.hathitrust.org/


PART 
THREE

检索技巧



学术搜索引擎能涵盖的文献来源



学术搜索引擎——了解学术动态，做文献综述,查找全文链接

开放存取资源——跟踪开放期刊最新资源、获取开放学术资源

科研社交网络——关注专家学者的动态，相关研究领域的社交群

网络学术论坛——资源检索、资源互助、经验交流等

无唯一标准

平台选择3.1



 不同关键词组合多尝试

 积累关键词

不同表达方式：李联欢 、Lieng-Huang Lee

卢嘉锡 、Chia-si Lu

概念间的关系：上位、下位；同义、近义……

多种组合检索

……

关键词选择3.2



 搜索结果展示

 排序功能的运用

 Search Tool（搜索工具）选项：精炼搜索结果

 检索范围的进一步限定

 选项根据搜索内容不同有变化

 高级搜索及专业检索（常用的检索语法《》和“”）

检索技巧及运用3.2



PART 
FOUR

案例演示



David Zeevi团队2015年11月在《cell》上发布的论文，阐述了机

器学习应用于营养学的积极作用

案例一：

查询提示：

 利用学术搜索引擎的“高级检索”迅速定位到目标文献



案例二：

 The Berwald connection of a Finsler space with an (α,β)-metric

Matsumoto, Makoto  

Tensor (N.S.)  1991

查询提示：

 利用学术搜索引擎检索获取文献的卷期页码，再根据记录翻查本馆纸本馆藏





运用生物词汇结合仿生与TRIZ之绿色创新设计方法研究

台湾成功大学学位论文

案例三：

查询提示：

 利用DOAR定位至台湾成功大学的机构典藏库，可检索到所需学位论文
 检索前检索词应转换为繁体



孔立. 朝鲜与郑成功父子[J]. 清史研究, 1983(4):24-27.

案例四：

查询提示：

 百度学术来源链接失效
 用百度搜索检索期刊题名，进入期刊主页，按卷期号浏览定位到目标文献



Ono, H., Y. Sada-aki, et al. A record of benthic dinoflagellates 

from Japan, Jpn. J. Phycol. , 1999 47（1）11-21

案例五：

查询提示：
 判断可能为日文刊
 根据期刊名查谷歌搜索引擎，进入学会网站，找到出版物链接

http://sourui.org/publications/sorui/list/index.html





检索思维3.2

『器·术·道』

文献检索中的



李显辉 shining@xm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