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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为主馆及主楼阅览室两部分，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 

• 主馆建于1994年，设有中文书库、外文书库、密集书库、学位论文库。 

• 主楼阅览室建于2015年，设有期刊报纸阅览室、自习阅览室。 

• 石油石化资源特色鲜明且多学科文献并存的资源保障体系。 

• 纸质资源与电子资源并存且相互补充的文献体系。 

• 最长的开馆时间之一，全天开馆时间为15.5小时。 

• 齐全的服务项目，提供图书借阅、电子资源查询、学科服务、信息

素养教育、科技查新等服务。 

一、认识一下图书馆 

资源
特色 

概况 

服务
特色 

发展
愿景 

• 致力于发展成为石油石化行业的文献中心。 

• 与学校发展愿景想匹配的研究型图书馆。 



开馆
时间 

7：30-22：30 
周一至周日 

 

节假日开放时间将在图书馆主页和图书馆入口处通知。 

自习
座位 • 共1400多个阅览座位，需要对号入座。 

• 凭一卡通在座位管理一体机上直接选座，也可以提前

一日预约座位。 

• 一次分配时长为5个小时。在分配时间截止前30分钟

内可以进行续时，每次续时时长为5个小时。 

一、认识一下图书馆 



自习座位 入馆注意事项 

• 持本人校园一卡通进入，严禁多人一卡或借用他人一卡通入馆 

• 衣着文明，举止得体 

• 不准吸烟、动用明火 

• 不准携带食品及易燃易爆物品 

• 不准大声喧哗，手机保持静音 

• 自觉刷卡选座，对号入座，禁止离馆后长期占居阅览座位 

• 爱护书刊，不准随意涂画，更不得窃为己有 

• 爱护馆内公共设施，不得随意挪动阅览桌椅，不准乱引插线板 

一、认识一下图书馆 



自习座位 

一、认识一下图书馆 

了解图书馆主页 

馆藏目录：馆藏纸质书刊目录检索系统 

呦呦搜索：知识发现系统，一站式检索平台 

百链搜索：可一站式检索多个中外文数据库海量文献元

数据，通过文献传递获取原文 

百度学术搜索：一站式搜索图书馆订购的中外文电子资

源及互联网学术资源 

CASHL：检索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的

文献资源，并可通过文献传递获取全文 

想获取图书馆最新资讯信息请关注“新闻公告” 
想了解资源最新订购及试用请关注“资源公告” 

资源版块请特别关注“数据库导航”，点击可进入数
据库浏览界面。 

服务版块涵盖了图书馆常用服务项目，请特别留意
“资源校外访问”，可在校外访问图书馆部分资源。 



二、图书馆资源 

 120万册纸质图书，分布在主馆1-4层各个书库； 

 931种现刊或7万多册过刊收藏在主楼阅览室； 

 更有80多个数据库，涵盖330万册电子图书、2.9万份电子期刊、

以及学位论文、科技报告等多种电子资源； 

 多种课程视频、英语学习视频、考试题库等在线多媒体学习资源。 



主馆二层 

主馆三层 

主馆四层 

主馆一层 
外文书库（周一～周日 8:00-11:30；14:00-17:30；19:00-22:30） 
学位论文库及光盘库（周一～周五 8:00-11:30；14:00-17:30） 
密集书库（周一～周五 8:00-11:30；14:00-17:30） 
外文书、密集书库图书、光盘可借，单独办理借阅； 

社会科学书库（中图分类号A-G） 

周一～周日 7：00-22：30 
可借，自助借还 

社会科学书库（中图分类号H、I、J、K） 

周一～周日 7：00-22：30 
可借，自助借还 

自然科学书库（中图分类号N-V,X、Z） 

周一～周日 7：00-22：30 
可借，自助借还 

1、图书馆纸质资源分布 



主楼阅览室二层 

主楼阅览室二层
B213 

主楼阅览室一层 
社会科学类现刊、报纸 
周一～周日 7：00-22：30 
开架，可借出 

过刊 
周一～周日 7：00-22：30 
不可借，仅供阅览 

自然科学现刊 
周一～周五 8:00-11:30  14:00-17:30 
不可借，仅供阅览 

1、图书馆纸质资源分布 



2、纸质资源借阅规则 

总借书量     图书类型 最大借阅量 借阅期限 逾期罚款 

   10本 

一般图书 10本 60天 每册图书 
中文0.1元/天 
外文0.2元/天 

I大类图书（小说） 5本 30天 

外文书库图书 4本 60天 

（1）借阅权限 

• 凭本人一卡通在图书馆借书。 

• 查询馆藏目录，记下索书号及馆藏地等信息，到书

库找书。 

• 持书办理借书手续。主馆2-4层图书在一层大厅自助

借还书机中自行借书；外文图书在主馆一层外文书

库借书；密集书库图书在一层学位论文库借书。 

• 读者应妥善保护所借图书，不得拆散、剪裁、圈点、

涂画。 

（2）借书 

• 除了外文图书和密集书库中的图书外，

其它图书请到自助借还书机中自行借还。

若自助借还机出现故障，请到总服务台

进行人工借还。 

• 所借图书需按时归还，如产生逾期罚款，

可通过自助缴纳罚款机刷校园一卡通自

行缴纳。 

（3）还书 



2、纸质资源借阅规则 

• 读者可自行在书目检索系统中预约图书。 

• 该种图书全部借出方能办理预约手续。 

• 预约时需要先登录我的图书馆，输入用户名及密

码。 

• 执行预约申请后，图书到馆为读者保留图书最多

7天。 

（4）预约 

• 可以在自助借还机或登录“我的图书馆”办

理续借手续。 

• 图书到期前10天方能办理续借。 

• 同种图书最多只能续借一次，续借天数为20

天。 

• 续借图书仅限于中文科技图书和中文社科图

书。 

（5）续借 



3、电子资源概况 

（1）我馆订购的电子资源类型齐全，目前有85个中外文数据库和3个自建数

据库，包括期刊、报纸、硕博论文、会议论文、科技成果、电子书、年鉴、

考试题库与考试辅导、视频库、国家标准等多种文献类型； 

（2）中文资源以期刊和电子书为主，涵盖文、理、工、农、商等多个学科；

（3）外文资源以大型出版社和知名学协会期刊、会议、综合类科技期刊和重

要文摘库为主。 

 四大科技出版社Elsevier、Springer、Wiley和Taylor&Francis科技期刊数据库； 

 三大综合期刊Science、Nature和PNAS； 

 石油类学协会SPE OnePetro、SEG和EarthDoc数据库； 

 世界三大检索库EI、SCI和CPCI； 

 评价类资源JCR、ESI和INCITES 



数据库 文献类型 学科或专业 我校订购 

CNKI 中国知网 提供期刊、博硕士论文、会议论文、报
纸、年鉴、专利、工具书等多种文献资
源 

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
业、哲学、医学、人文社
会科学等学科 

期刊、学位论文、
部分工具书、报纸
、图片 

万方数据知识服
务平台 

提供期刊、博硕士论文、会议论文、科
技报告、标准、专利等多种文献资源 

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
药卫生、农业科学、哲学
政法、社会科学等学科 

期刊、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科技报
告、专利、标准、
方志 

超星读秀 电子图书、期刊、报纸、学位论文、音
视频等多种文献资源 

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
业、医药卫生、经济、教
育和图书情报等学科 

电子图书 

中国石油文献全
文库 

收录石油工业相关期刊、会议论文、汇
编统计、著作、报告 

石油工业上下游12个专业
大类 

期刊、会议论文、
汇编统计、著作、
报告 

博看网 期刊、图书 时政、财经、管理、文学
、科学、教育、文化、艺
术、生活、学术等方面 

期刊、图书 

电子资源1：常用中文全文数据库 



数据库 出版公司或数据库商 文献类型 学科或专业 

ScienceDirect 荷兰爱思唯尔集团 期刊、电子图书 物理学与工程、生命科学、健康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
四大类24个学科领域 

SpringerLink 德国施普林格科技出版
集团 

期刊、电子图书 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医学、法律、行为科学、经济
学、生物学和医学等学科 

EBSCO 美国EBSCO公司 期刊、报纸、报
告、商业信息等  

人文社会科学、生物学、工程学、物理、化学、工商管
理等 

Wiley-Blackwell Blackwell出版社、
Wiley 

期刊、电子图书 涵盖各领域，我馆订购化学、地球与环境科学、工程、
信息科学与计算机科学、高分子材料、物理与天文学、
数学与统计学7个学科 

Taylor&Francis科
技期刊库 

Taylor & Franicis 集
团  

期刊 物理学、数学、化学、工程-计算及技术、生物-地球与
环境食品科学5个学科领域 

Frontiers 系列期
刊数据库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期刊 基础科学、工程技术、生命科学、人文社会科学 

Nature周刊 Nature出版集团 期刊 生命科学、商业、地球与环境科学、健康科学、人文、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 

Science周刊 美国科学促进会 期刊 生命科学、自然科学等 

PNAS美国科学院院
报 

美国科学院 期刊 生物、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电子资源2：常用外文全文数据库（综合类） 



序号 数据库 出版公司或数据库商 文献类型 学科或专业 

1 APS 美国物理学会 期刊 物理学 

2 AIP 美国物理联合会 期刊、会议录 物理学 

3 IOP 英国物理学会 期刊、电子图书 物理学 

4 SIAM 工业和应用数学学会 期刊 应用数学、计算数学 

5 ACS 美国化学学会 期刊 化学及相关学科 

6 RSC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 期刊 化学化工、材料、生物、制药、
环保、食品加工等 

7 Nature Chemistry Nature出版集团 期刊 化学等相关学科 

8 Nature Energy Nature出版集团 期刊 能源政策 

9 Nature Materials Nature出版集团 期刊 材料等相关学科 

电子资源3：常用外文全文数据库（专业类） 



序号 数据库 出版公司或数据库商 文献类型 学科或专业 

10 GSW 地球科学电子期刊，美国石
油地质师学会等7家机构 

期刊 地球科学 

11 SEG 美国勘探地球物理学家协会 期刊、电子图书 地球科学、石油勘探等 

12 AGU 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期刊 大气科学、海洋学、空间科学、地球
科学、行星研究等 

13 EarthDoc 欧洲地质学家与工程师学会 期刊、会议录 地质学、地球物理学、近地表地球物
理、石油工程、储层和生产工程 

14 OnePetro 美国石油工程师协会等19家
机构 

期刊、会议录 矿藏勘探、地质学、钻井、测井、油
藏工程、采油工艺、油井完井、管道
运输、矿场机械设计、自动化仪表、
计算机应用、海洋开发技术等 

电子资源3：常用外文全文数据库（专业类） 



序号 数据库 出版公司或数据库商 文献类型 学科或专业 

15 ASME 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 学术期刊以及会 
议集等  

机械及相关学科 

16 IEL  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
IEEE）和英国工程技术学会
（IET）  

期刊论文、图书、 
标准、会议录 

自动化、电子、计算机、应用物理、
生物工程、材料等 

17 ACM 美国计算机学会 学术期刊、会议 
集以及杂志等  

计算机及相关学科 

18 ASCE 美国土木工程学会 学术期刊、会议 
集以及杂志等  

土木/建筑/水利、材料科学、交通运
输、环境/能源、地球科学/天文学、
物理/力学  

19 Emerald工
程学全文期
刊库 

Emerald出版集团 工程期刊 先进自动化、工程计算、电子制造与封装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电子资源3：常用外文全文数据库（专业类） 



数据库 出版公司或数据库商 文献类型 学科或专业 

SCI-E科学引文
索引 

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 期刊 涵盖数、理、化、林、医、生物等100多个
基础科研领域 

Ei工程索引 美国工程信息公司 期刊、会议录、科
技报告 

工程技术及应用学科190余个工程领域 

CPCI科学会议录
索引 

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 会议录 涵盖数、理、化、林、医、生物等100多个
基础科研领域 

PA石油文摘 美国俄克拉何马州塔
尔萨大学 

期刊 地质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钻探、钻井
、完井与维护、储入工程与回收方法、管道
铺设、运输与储存、补充技术等。 

电子资源4：常用外文文摘数据库 



电子资源5：单一类型全文数据库（期刊除外） 

类别 数据库 

中文电子图书 超星读秀、中华数字书苑、书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馆藏图书数字化平台 

外文电子图书 Elsevier电子书、Springer电子书、Wiley电子教材、Wiley电子书、Emerald电

子书、IOP电子书 

学位论文 PQDT硕博论文全文库、PQDT硕博论文文摘库、本校硕博论文库（2005年以后） 

专利 TotalPatent专利全文信息库 

标准 中国标准全文库 

科技报告 外文学科研究科技报告数据库 

数据资源 CNKI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EMIS数据库 



电子资源6：常用多媒体数据库 

数据库 类别 简介 

新东方多媒体学
习库 

课程、考试 该库包含大学英语四六级基础和强化全套课程精讲，考研英语、考研数学、考研政治
等课程精讲，还有与课程相关的大量四六级、考研模拟题及考试真题。 

 

银符考试模拟题
库B12  

考试 该数据库是集资源、功能和技巧交流为一体的新型在线考试模拟平台。题库涵盖了语
言类、计算机类、研究生类、经济类、公务员类等十一个大类的海量试题，可在线答
题、在线评分、提供答案解析，操作简单方便。 

口语伙伴 英语学习 通过人机交互的学习形式，模拟各种实用对话场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实用、轻松的
口语学习平台 

知识视界 科普知识 

英语学习 

从国际著名科教节目制作中心引进的拥有合法版权的科学教育、教学类综合视频资源
。该库根据全国高等学校专业设置，将库中节目分为自然科学、人文历史、工程技术
、军事侦探、医学保健、专题讲座、语言学习七个大类三十多个二级分类，每年更新
的视频数据量为1000小时。 

职业全能培训库 就业创业 

 

“职业测评”、“职场解读”、“名师课堂”、“模拟考试”、“求职技能”等培训
平台 

指导-森图学院（
就业+创业） 

就业创业 

 

收录的视频涵盖就业指导、职场通用类课程、创业基础知识、创业智慧视频、IT及泛
IT应用类视频、公开课视频等。 



电子资源7：工具类数据库 

数据库 类别 简介 

Knovel工程工具数

据库 

事实与数据查询工具 提供工程师各种实用解答的工具  

NoteExpress 文献管理工具 可进行个人文献高效管理的工具 

JCR期刊引用报告 文献评价分析工具 评价世界顶尖期刊的工具 

ESI基本科学指标 文献评价分析工具 对国家/地区科研水平、机构学术声誉、科学家学术

影响力以及期刊学术水平进行全面衡量的工具。  

InCites数据库 文献评价分析工具 学科评价工具 



数据库 简介 进入途径 

呦呦搜索 知识发现系统，一站式检索知网、万方、
Elsevier、SCI、本地馆藏等多种数据库的
各种资源  

图书馆主页-呦呦搜索 

 

百度学术搜索 百度学术搜索是百度旗下的提供海量中英文
文献检索的学术资源搜索平台，能实现网络
资源和图书馆资源的一站式搜索 

Http://xueshu.baidu.com 

电子资源8：统一检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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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查找纸质图书文献资源主要工具。OPAC的服务对象可以

从馆内读者扩大到网络用户。 

OPAC的功能：书目查询、个人借阅情况查询、续借、预约等 

 

1. 纸质图书&期刊的检索 



第一步：登录系统 第三步：获取信息 第二步：实施检索 第四步：书库找书 

进入图书馆主页
→点击“馆藏目
录”，进入书目
查找系统。  

下拉菜单选择检
索字段，检索框
中输入检索词，
点击“检索”。 

检索结果将显示
图书的相关信息。
查看借阅状态、
索书号、架位号
等信息。 

到对应书库或阅
览室中获取图书
或期刊。 

（1）书目检索步骤 

图书馆主页（http://library.cup.edu.cn） 

检索词 

检索字段 

高级检索 

http://library.cup.edu.cn/


（1）书目检索步骤 

检索结果页面 
点击题名，进入详
细结果页面 

显示索书号
、架位导航
等详细信息 

架位导航图 

 首先应查看“书刊状态”，确认该图书是否 “可借” ; 

 若为“可借”，如果可以打开“架位导航”，则可通过
“架位导航”熟知该图书的架位号及大概位置，到对应书
架中获取该图书 。 

 若不能打开“架位导航”，记下索书号，到对应书架中获
取该图书; 



（2）我的图书馆 

• 访问图书馆主页“我的图书馆”;  

• 输入用户名（就是学号）、密码（初始密码是学号或身份证后六位

（2018级新生））和验证码，点击“登录”;  

• 进入我的图书馆，可查看个人当前借阅记录和借阅历史、预约图书、定

制Email/手机短信接收图书到期、取预约书等流通通知、修改个人信息

及密码等项目。 



2. 电子资源查找及原文获取 

（1）如何找到我要的电子资源？ 

（2）电子资源如何使用？ 

（3）面对众多资源，从哪里入手？ 

（4）我需要关注哪些信息？ 

（5）数据库检索步骤 

（6）如何获取原文？ 

 



（1） 如何找到我要的电子资源 

• 登录图书馆主页（http://library.cup.edu.cn）。 

• 点击“数据库导航”进入数据库检索或浏览界面。 

 数据库可以按照资源类型、语种、学科、名称首字母等多种方式进行浏览，也可以直

接输入数据库名称进行查找。 

 找到具体数据库后，点击该数据库名称，即可进入数据库的主页面。 



（2）电子资源如何使用 

• 想了解具体数据库的收录情况及使用方法，点击“介绍”，进入该数据库说明页面，查看

使用说明及使用指南的相关链接即可。 

使用指南 



（2）电子资源如何使用 

• 也可以进入具体数据库主页，点击“help”或“Search tips”或“？”，阅读相关检索

技巧。 



（3）面对众多资源，从哪里入手 

• 从一站式检索平台入手，快速找到自己

想要的文献（海量、快捷、便利、聚合） 

• 从文摘数据库入手 

• 从网络学术搜索引擎入手 



（4）我需要关注哪些信息 

应重点关注与自己学科相关的文献信息，可从本校图书馆按学科
进入相应的专业资源，也可从其他机构的学科导航中获取本专业
的资源信息。 



• 分析课题，提炼概念； 

• 确定检索工具； 

• 制定检索策略（检索词及检

索式），注意同义词的使用，

注意布尔逻辑算符、位置算

符、截词算符、字段限定符

的使用； 

• 在数据库中检索，不断调整

策略，获取满意的检索结果； 

• 获取原文。 

（5）数据库检索步骤 



检索词的选取 

例子：新能源汽车购买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 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等） 
• 购买决策（消费者决策，相关词有购买动机、消费动机等） 
• 影响因素（价格、维护成本、充电、安全性等） 

（新能源汽车 OR 电动汽车） AND （购买决策 OR 消费者决策） AND 

（影响因素 OR 价格 OR 维护成本 OR 充电 OR 安全） 

• 分析检索课题，将主题内容分解为数个概念，将这些概念作为检索词。注意检
索词不要使用过长的词组和短语，要尽可能拆分到最小单元； 

• 将检索词按重要程度进行排序，通常研究对象为最重要概念、其次是研究方法
（手段），再次是研究目的； 

• 去掉无意义的检索词、剔除与课题关联不大的检索词、剔除重复概念； 

• 将检索词的同义词、近义词、相关词、简缩写词等一并搜集，用“逻辑或”加
以连接。 



（6）如何获取原文 

• 直接在全文库中获取电子版全文 

• 文摘索引数据库检索后，根据文献信息到全文数据库中获取 

• 根据文献信息到纸本馆藏资源中获取 

• 从网络学术搜索引擎中找到原文链接，获取全文 

• 通过原文传递或馆际互借获取原文 

 



四、图书馆服务 

• 文献服务：图书借还服务、纸质报刊和硕博论文阅览、原文传

递、馆际互借、光盘借阅、资源校外访问 

• 信息服务：科技查新、查收查引、专利服务、情报分析、定题

检索、学科评价、教育培训 

• 设备服务：书目检索、自助借还、自助复印、移动阅读、电子

存包柜、自助选座等 

• 互动服务：微信图书馆、参考咨询、现场咨询、读者荐购等 



1. 原文传递、馆际互借 

• 为了弥补馆藏文献的不足，根据读者需要，馆馆之间通过复印、扫描、邮寄

等方式，共享图书、期刊、学位论文、会议文献等文献资源的一种服务模式。 

• 分为返还式和非返还式2种。返还式：馆际互借；非返还式：原文传递。 

 



2. 光盘借阅 

现场借阅：学位论文库 

网上借阅：进入随书光盘系统自行下载（需要安装网碟虚拟光驱软件）  

 



3. 资源校外访问 

易瑞授权访问系统  

适用于在校的教职员工和硕、博研究生  

地址：http://202.204.202.93:8000  

使用与“我的图书馆”登录时相同的用

户名和密码登录即可访问。  

 

EZproxy访问系统  

适用于在校的教职员工、硕博研究生以

及本科生 

地址：http://ezproxy.cup.edu.cn/login   

使用与“我的图书馆”登录时相同的用

户名和密码登录即可访问。  

• 服务器设在学校内部的资源，使用VPN 

• 服务器设在学校外部的资源，使用易瑞授权访问系统或EZproxy访问系统  

http://202.204.202.93:8000/
http://ezproxy.cup.edu.cn/login
http://ezproxy.cup.edu.cn/login


4. 科技查新与查收查引 

• 科技查新 :鉴定成果新颖性 

 科研立项 

 成果鉴定、验收、评估、转化 

 成果奖励申报 

• 查收查引:提供EI、SCI、CPCI及

CNKI、CSCD数据库的收录和引用情

况检索服务，为用户出具相关证明

材料。 



5. 学科服务 

（1）科研评价 

       本服务根据特定学科或机构（学校、学院、实验室、团队等）的科研

论文产出以及影响力、专利申请和科研投入等数据资源，通过统计分析、

量化分析、SWOT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以及数据可视化等方法，全面评价

该学科或机构的科研竞争力和国际合作现状，评价结果以完整评价报告的

形式展现。 

（2）信息咨询 

       信息咨询服务分为两种，一种是专题信息服务，另外一种是深度信息

调研服务。专题信息咨询服务和深度信息调研服务主要面向科技工作者，

例如高校师生、企业技术人员等。 



6. 教育培训 

• 每学期为本科生开设《信息检索与网络资源利用》课程，该课程为校
公选课。 

• 每学期开展一定数量的日常用户培训讲座，内容涉及数据库检索方法、
常用软件使用、学术写作等方面。敬请关注图书馆主页、微信、海报
等通知。 

• 在新生入学后定期举办“新生入馆教育”专题培训。  



7. 参考咨询 

• 总咨询台：图书馆一层大厅，电话：89733487 

• QQ咨询：1085076632（总服务台）     710750092（科技查新） 

• 官方微博：“石大图书馆” 

• 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图书馆”或“CUP-BJ-library” 



8. 图书馆官方微信 

• 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图书馆”或“CUP-BJ-library” 

• 关注石大图书馆官方微信，可在手机上方便享用馆藏书目查询、借阅

信息查询、图书续借、图书馆预约、电子资源搜索、座位预约、实时

咨询等服务，并获取图书馆推送的资源动态、讲座信息、图书推荐、

活动公告等信息。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9. 读者荐购 

• 本校读者可荐购所需的图书、期刊、电子资源。 

 电子资源荐购一般在每年10月中旬至11月底进行，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89731759，邮箱：wangping@cup.edu.cn  

 纸质期刊荐购一般在每年6月中旬至9月底进行，联系人;管老师 

     电话：89733535，邮箱：guanxu@cup.edu.cn  

 图书荐购从图书馆主页的“馆藏目录” ->“书目检索”->“读者荐购”。  

mailto:wangping@cup.edu.cn
mailto:guanxu@cup.edu.cn


五、数据库使用注意事项 

1.登录时需要读者身份确认 

– 大部分数据库登录时用IP地址控制访问权限； 

– 个别数据库需要用户资格认证登录，如Onepetro登录本

校邮箱地址才能访问；电子资源校外访问系统也需要用

户资格认证。 

– 有些资源是免费开放的，可通过网络免费自由使用，不

受IP地址或其他限制。如馆藏书目及开放获取期刊、机

构库等资源。 



五、数据库使用注意事项 

2.电子资源使用时需要禁止的行为 

– 使用Netants等批量下载工具下载文章； 

– 超过正常速度，集中连续系统地批量下载； 

– 私设代理服务器； 

– 将获得的文献资料用于个人学习或研究以外的其他用途； 

– 进行商业服务或支持商业服务。 



五、数据库使用注意事项 

3.电子资源使用时不合理的行为 

– 不使用的数据库，不退出、不关闭。如CNKI数据库，受

并发用户数限制，超过一定的使用人数，其他人就无法

登录。 

– 检索出的文献习惯于下载后再浏览。建议先浏览再下载

的原则，下载的文献确保是对你有用的。 



五、数据库使用注意事项 

4.不少数据库受全文访问权限限制 

– 有些全文数据库在订购时会根据学科、文献类型、年限

等条件进行选择，不是所有的资源都全部订购。根据订

购的情况规定具体的访问权限。 

– 如CNKI订购了期刊、学位论文、部分专辑的工具书、报

纸，其它的文献类型不能查看全文。 



五、数据库使用注意事项 

5.有些数据库需安装自身的浏览器才能下载全文 

– 有些数据库特别是电子图书、视频库等在下载全文时要安

装专用的浏览器，如超星浏览器、方正Apabi浏览器。 

– 一些数据库对浏览器的版本有一定要求，尤其是SCI、EI

等外文库，建议安装高版本浏览器。 

– 一些数据库需下载安装专用插件，如标准全文数据库。 



谢谢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