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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下载2 https://lib.xmu.edu.cn/lecture/



视频回放3

• 课程结束24小时后通过课程链接重返课堂可看回放（客户端或
APP）

• B站（https://www.bilibili.com）搜索用户“厦大图书馆”，有
惊喜哦！

https://www.bilibili.com/


加入我们!
联系人：李显辉（i学堂总负责人）

邮箱：shining@x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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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文献资源服务全解析

主讲人：庄 锐 锌
zrx@xmu.edu.cn



1、主页检索框
2、我的图书馆
3、图书荐购
4、随书光盘
5、电子书

11、专利查找
12、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13、文献互助论坛
14、文献查重
15、学科服务

主要内容

16、成果证明
17、储存图书馆
18、正版软件
19、校外访问入口VPN

6、电子期刊
7、学术视频、实验视频
8、休闲娱乐杂志
9、常用中文数据库
10、常用外文数据库



图书馆主页 https://library.xmu.edu.cn/

书刊 OPAC， 全称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ue, 在图书馆学上被称作“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
百度学术 全网搜索 + 本馆搜索
中文发现 轻松发现图书馆中文学术资源（超星公司搭建）
Discovery      外文学术资源一站式搜索（EBSCO公司搭建，免费试用）

1、主页检索框

https://library.xmu.edu.cn/


OPAC检索涵盖内容

馆藏纸本期刊 &  图书

电子图书

随书光盘

多媒体资源

西文现刊目次



检索举例

查找《我们仨》

《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去掉特殊字符



登录“我的图书馆”进行多字段检索

“我的图书馆”在主页右上角 ，链接是 https://catalog.xmu.edu.cn/reader/login.php

2、我的图书馆



可根据馆藏地查看



登录“我的图书馆”进行“读者荐购”

3、读者荐购

教学、科研相关书籍，采购后优先借阅



4、随书光盘 举例 ：轻松听懂VOA标准英语

步骤 :  在主页“书刊”模块检索，选中记录，点开



点击下载



5、电子书

点击“电子书”



中文推荐超星，英文的推荐综合性数据库
ScienceDirect Books 和 Springer Ebooks



6、电子期刊

点击“电子期刊”



举例 ： 查找nature期刊，精确匹配

旧版界面



多个链接均可打开

查看数据库收录情况，Nature被SCI数据库收录

旧版界面



新版电子书刊导航系统



7、学术视频、实验视频



学术视频



举例 ： 搜索“线性代数”



很多名校精品课程



部分可直接下载MP4格式视频



实验视频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25/1178.htm

全球首例实验视频期刊，解决当今科学研究中的两大难题：

1. 复杂实验的低复制性；2. 学习新实验技术需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8、休闲娱乐杂志

点击“在线报刊”



电脑端观看链接

手机端观看需下载APP



9、常用中文数据库 首页 >  资源 >  中文数据库

中国知网是最大的中文知识门户网站

我校目前订购期刊、博士学位论文、优秀硕士学位论
文、年鉴、学术辑刊、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超星资源平台，可下载大量中文电子书、读秀学术搜索可查找各类中文文献（类似知网），
百链云图书馆提供文献传递服务（通过邮箱获取）



10、常用外文数据库

点击数据库名称查看简介

EI（工程索引） 、SCI（科学引文索引）、CPCI （会议索引）是理工科三大检索工具。
相对应，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PCI-SSH（会议索引-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
是文科的重要数据库。其中SCI、CPCI、SSCI、CPCI-SSH均在Web of Knowledge数
据库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36/1234.htm

首页 >  资源 >  外文数据库



Web of Knowledge数据库



11、专利查找

中文检索（也可检索外文文献）

1、SooPAT 专利搜索官网 http://www.soopat.com     免费网站，高级功能需要付费。
2、专利信息服务平台 http://search.cnipr.com   中国知识产权网的检索平台，知识产权出版社主办，免费。
3、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 http://www.sipo.gov.cn   最权威， 免费。

外文检索

1、欧洲专利局（EPO） worldwide.espacenet.com
2、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 www.uspto.gov
3、日本特许厅 www.jpo.go.jp



Soopat检索页面，简单易用，可进行专利分析



检索举例

专利号 US 5255452杰克逊专利鞋

杰克逊专利鞋，也叫反重力鞋，MJ在1992年单曲
《Smooth Criminal》的现场演出中，表演了倾斜45度
角站立的经典魔幻动作。这个动作在当时引起了非常
大的轰动。这可不是通过在身体上绑上绳索完成，而
是通过专门特制的鞋子完成了这个动作。1993年MJ还
为此申请了美国专利（US 5255452 ）。 这个特制的
鞋子后跟处有一个特别设计的凹槽。表演45度角站立
时，穿着者轻微向前移动，将这个凹槽与穿过舞台的
可移动凸出物体并扣合，从而让整个装置能拉住身体，
这样就能达到让身体向前倾斜以超过自身重心的效果。



12、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服务内容

1、向本校用户提供我馆未收藏文献的复制及原文传递服务请求
2、为其他协作单位提供本馆文献资源

服务对象：
厦门大学全体师生

服务形式：
馆际互借：提供原始文献的返还式服务
文献传递：提供复印件或电子文档等非返还式服务

https://library.xmu.edu.cn/fw/gjhj.htm



学校已补贴绝大部分费用，少量费用可以从课题组经费报销



13、文献互助论坛

专业性论坛

丁香园 http://www.dxy.cn

生物谷 http://www.bioon.com/

手机版 http://bbs.bioon.net/bbs/forum.php

生物秀论坛 http://bbs.bbioo.com/

百思论坛（机电工程） http://www.baisi.net/

北大中文论坛 http://www.pkucn.com/forum.php

经管之家（原人大经济论坛） http://bbs.pinggu.org/

综合性论坛

零点花园 http://www.soudoc.com

小木虫 http://emuch.net/

科研速递论坛 http://www.expaper.cn

http://www.dxy.cn/
http://www.bioon.com/手机版
http://www.bioon.com/手机版
http://bbs.bioon.net/bbs/forum.php
http://bbs.bbioo.com/
http://www.baisi.net/
http://www.pkucn.com/forum.php
http://bbs.pinggu.org/
http://www.soudoc.com/
http://emuch.net/
http://www.expaper.cn/


14、文献查重

1、Turnitin 系统 适合于英文

需要导师申请，请联系对口院系的学科馆员开通帐号。 需要提供导师的邮箱、姓名、教工号、手
机号，发邮件给学科馆员。

学科馆员列表 https://library.xmu.edu.cn/fw/xkfw.htm
Turnitin简介（http://turnitin.com/） https://library.xmu.edu.cn/fw/kyjc.htm

2、知网查重 适合于中文

一般是对硕、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查重，请联系本学院的研究生教学秘书

3、未购买的，有维普、万方等中文查重系统 。

免费的，有超星大雅相似度分析
http://dsa.dayainfo.com/dsa/show/upload?allowReg=true&unitId=20



15、学科服务

图书馆根据学校院系及学科分布情况分别设置了学科馆员及学科馆员工作室。读者在使用图书
馆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或建议都可以和他们联系。

学科馆员主要工作职责：

•深入了解对口院系的教学科研情况和发展动态，熟悉该学科的文献资源分布。
•开办相关图书馆讲座，解答课题咨询，逐步提高对口院系师生的信息素养。
•深入院系，征求读者意见及信息需求。
•编写、更新相关学科的读者参考资料，包括学科服务网页、资源使用指南等。
•通过多种渠道宣传推广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以提高文献资源利用效率。
•试用、评价、搜集和采购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源。
•为对口院系的课题提供文献层面的特别帮助；与对口院系学术带头人建立联系。

https://library.xmu.edu.cn/fw/xkfw.htm

学科馆员列表 https://library.xmu.edu.cn/fw/xkfw.htm



16、成果证明

总馆信息咨询部和翔安分馆均开展对读者被收录在主要检索工具（如SCI、EI、SSCI、A&HCI、
CPCI等）的论文成果及被引用情况进行检索并出具证明。

总馆信息咨询部联系电话：2185190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8:00-11:40，14:30-17:30（周三下午不提供服务）

翔安分馆联系电话：2888305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4:30-17:30（周三下午不提供服务）

https://library.xmu.edu.cn/fw/cgzm1/cgzm.htm

评奖、评优、评职称，一般需要来图书馆开具文章收录证明，点击链接有具体流程说明



17、储存图书馆

全校的总储备书库，位于德旺图书馆一层，用于收藏低利用率文献。

https://libx.xmu.edu.cn/cyfw/cctsg.htm

储存图书馆办公室地址：德旺图书馆一层东南角B102室
对外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3：00－16：00
（注：1.周三下午闭馆整理内务；2.法定节假日闭馆；3.寒暑假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电话：0592-2888325
E-mail: xacb@xmu.edu.cn



18、正版软件

厦门大学校园正版化项目，旨在为厦门大学在校师生提供正版化服务。使用正版化软件的
优势有：

1、全面实现正版化可以减少盗版系统校园网信息安全带来的隐患，降低IT维护成本，全
面提高学校信息化及科学管理水平；

2、实施校园软件正版化是尊重知识产权，维护学校国际交流形象的现实要求；

3、实施校园软件正版化是满足以最经济的方式实现学校全面正版化的首选方案。

http://genuine.xmu.edu.cn/



19、校外访问入口VPN https://library.xmu.edu.cn/zy/xwfw/sm.htm



外出交流、寒暑假回家，可用过VPN访问图书馆电子资源



使用浏览器访问数据库

• 禁止使用：360和搜狗浏览器

• 可使用：IE, Firefox和Chrome



谢谢大家!



扫码反馈意见与建议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