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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 管理 - 分析

我们需要怎样的能力来面对？

信息爆炸的环境



我们面对环境所需的能力

• 信息素养
– 能认识到何时需要信息，有效地搜索、评估和使用所需信息的能力

– 内在能力

•
•
•
•

能思考理清问题所在

能分析所需的信息

能正确解读信息

能分析、整合与组织有用的信息

– 外显能力
• 知道信息的来源所在

• 知道如何获取信息

• 能用合适的方式将组织后的信息呈现出来

——Shelly K. Hughes(1996)



发现重要信息文献
了解文献脉络、知识图
谱、学科发展态势

管理知识比搜集知
识更重要

检索、浏览、下
载、定制、追踪、
共享…

我们面对环境所需的能力

信息获取

信息分析

信息管理



信息获取能力

• 知道信息的来源所在

• 知道如何获取信息

– 高效获取日常资讯的方法

– 信息检索的方法和策略

– 常用搜索引擎、数据库的使用方法

– 了解信息定制跟踪方法



文献获取能力



文献获取能力



文献获取能力



网络OA资源

图书馆获取
馆际互借&
文献传递

其他途径

文献获取主要途径

网络免费获取

图书馆门户

IP内免费访问

IP外-VPN

搜索引擎

OA资源

网络资源导航

(资源揭示)

馆际互借

原文传递

读秀,百链

CALIS,BALIS
NSTL…

各类学术社区

Email 原作者

请朋友帮忙

个人购买…



获取图书馆资源 主页(lib.bupt.edu.cn)

2016/04/13



获取我校图书馆资源 lib.bupt.edu.cn;
http://lib.bupt.edu.cn/a/fuwu/shangwangfuwu/

• IP内不要使用代理浏览器,不要过量下载

• IP外的远程访问系统



北邮数据库资源



获取图书馆购买资源



获取我校无馆藏文献 -馆际互借&原文传递

• 目的: 为了弥补图书馆自身馆藏的不足，促进文献资源共享。

获取我校图书馆没有的资源的有效途径

•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的区别

馆际互借 原文传递

对象 依据各成员馆规定
授权使用的中外文
图书

除系统内各成员馆授权可传
递的文献（期刊文章、标准、
学位论文、图书章节）外，
还提供查询国内外文献信息
机构的文献和代索取文献的
服务

方式 返还式

需在读者所在馆的
馆际互借处接收或
者归还

非返还式
一般为电子文献采用EMAIL
发送，部分使用快递



原文传递 -读秀&百链 www.bupt.edu.cn

我馆购买的便捷的原文传递工具



原文传递 -读秀&百链 www.bupt.edu.cn



百琏 –获取图书
http://www.blyun.com/



百琏 –获取图书



百琏 –获取图书



百琏 –获取图书

填写提交后会有全文发送到你的邮箱



百琏 –获取期刊文章

Integrating velocity, time and distance
information: A developmental study



Integrating velocity, time and distance
information: A developmental study
百琏揭示- sciencedirect 数据库- 我校未购买



Integrating velocity, time and distance
information: A developmental study

百琏揭示- sciencedirect 数据库- 我校未购买



Integrating velocity, time and distance
information: A developmental study
百琏揭示- sciencedirect 数据库- 我校未购买-文献传递



百琏 –获取会议论文、学位论文
专利、标准等其他类型文献

百琏亦可在VPN环境下使用



原文传递 -BALIS 原文传递系统
http://balis.ruc.edu.cn/ 

http://202.112.118.46/ywcdwz/index.html

BALIS即北京地区高
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
障体系

通过BALIS原文传递
系统可以获得BALIS
内各成员馆文献及通
过委托可以查询获取
NSTL\CALIS\国家图
书馆等其他文献保障
体系的文献。

目前BALIS成员馆包
括北京近80家图书馆,
以高校图书馆为主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1. 提供系统内各成员馆收藏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科技报告、专利文献等文献复制传递和可利用的电子全文数据库的原文传递（非返还式）服务；�    2. 接受读者的委托服务请求，提供查询国内外文献信息机构的文献和代索取文献的服务。 �    3. 图书只能提供整本图书的1/3复印件；同本期刊只能提供4篇以内的复制。



操作流程
注册

待审批

登陆系统

提交申请

接收原文



注册入口有两个

1.首次注册



选择自己所在学校，操作截图如下所示

1.首次注册 —— 操作截图



1.首次注册 —— 操作截图

选择自己所在学校，操作截图如下所示（续）



审批依据

及时解决问题

接收全文

1.首次注册 —— 操作截图



注册后，经审批才能登录系统提交申请

2.等待审批

读者注册后请携带注册证件到图书馆125室审核
或者致电62281790/1933申请老师审批通过



3.登陆系统



3.登陆系统 —— 主界面



直接填写申请单

• 已知文献信息，直接填写申请单
• 否则可先点击“目录检索”查找文献信息

4.提交申请



无加急处理

同时选

不要使用缩写

4.提交申请 —— 页面

已知馆藏地 Email地址



申请单号：出借馆拼音首字母缩写加上顺序号

遇问题可直接与申请单
标记出的图书馆联系

4.提交申请 —— 提交结果



1. 文献信息尽量多填（相关信息可填到备注
栏中），以便缩短文献查找时间，尽快获
取原文

2. 不要缩写英文名称，给原文传递员查找文
献增添困难

3. 尽量选择文献所在图书馆为出借馆，未知
馆藏地址则选择学科服务馆进行委托申请

4.提交申请 —— 注意事项



邮箱接收到的PDF文件，打开如下所示

5. 接收全文 —— 操作截图



目录检索
申请单查询
帐务日志查询
系统消息
个人消息维护
系统帮助

6.系统功能



框
中
信
息
可
自
己
修
改

6.系统功能 —— 个人信息维护



BALIS原文传递 –使用TIPS

1.我校已经购买的电子全文如(IEEE\ACM\APS\OSA
等库)不要原文传递，以免浪费人力物力。

2.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以服务馆身份加入了
BALIS 原文传递,可以直接利用他们的资源(呈缴
本-国图-博士论文）

2.提交给清华、人大、师大、农大等985学校经费
较为充足的学校满足率更高。

3.确实不知道文献来源（哪个馆有，哪个库有）提
交给学科服务馆更为快捷方便。



BALIS原文传递 –学科服务馆
接受读者的委托服务请求
提供查询国内外文献信息机构的文献和代索取文献的服务。

委托文献范围

BALIS外中国大陆地
区信息机构文献

(目前免费)
国外信息机构文献

(收费)

BALIS 学科服务馆

中国人民大学---全学科类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社科类
北京交通大学---工学类
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类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工程类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原文传递 –资源揭示/目录检索

1.全国期刊联合目录

2.Calis(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e读
3.Cashl 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期刊目次数据库

4.NSTL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5.国家图书馆文津搜索

6.Google



资源揭示 –全国期刊联合目录

http://union.csdl.ac.cn/index.jsp

1983年，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牵头研建

学科范围

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命科学、
农业、医药、信息科学、工业技术、社会科学

成员馆

全国400余家，为大型公共图书馆、中科院
图书馆、社科院图书馆、部委情报所、科研
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军队卫生图书馆



资源揭示 –全国期刊联合目录

检索入口Balis默认的检索页面是
全国期刊联合目录，目
前正在维护



资源揭示 -全国期刊联合目录

文献基本信息及
馆藏所在地



资源揭示 –e读 http://www.yidu.edu.cn/
CALIS学术搜索引擎

集成高校所有资源，整合图书馆纸本馆藏、电子馆藏及相关网络资
源，使读者能在海量的图书馆资源中通过一站式检索，查找所需文
献。（并可通过CALIS文献传递获取全文）

资源范围

全国600多家高校图书馆馆藏
200多万种图书、3600万多篇外文期刊论文、70多万种学位论文以及
陆续增加的古籍拓片等特色资源

CALIS首页嵌的检索框就是e读

检索入口



资源揭示 –e读 http://www.yidu.edu.cn/

对接CALIS
原文传递系统



资源揭示 –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期刊目次数据库
http://www.cashl.edu.cn/portal/search.html?res=article 



资源揭示 –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期刊目次数据库
http://www.cashl.edu.cn/portal/search.html?res=article 

对接CASHL
原文传递系统



资源揭示 –NSTL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国家科技数字图
书馆 http://www.nstl.gov.cn/



资源揭示 –国家图书馆文津搜索
http://www.nlc.gov.cn/ 



资源揭示 –搜索引擎

Google、Baidu、Bing……



资源揭示 –google

• http://www.google.com.hk
• http://www.google.co.jp/
• http://www.google.co.uk/
• http://www.google.co.kr/

Google 地区网址

http://www.google.com.hk/
http://www.google.co.jp/
http://www.google.co.uk/
http://www.google.co.kr/


资源揭示 –google



网络OA资源

图书馆获取
馆际互借&
文献传递

其他途径

文献获取主要途径

网络免费获取

图书馆门户

IP内免费访问

IP外-VPN

搜索引擎

OA资源

网络资源导航

(资源揭示)

馆际互借

原文传递

读秀,百链

CALIS,BALIS
NSTL…

各类学术社区

Email 原作者

请朋友帮忙

个人购买…



原文传递外其他获取文献途径

1. 通过各类搜索引擎获取免费资源

2. 关注高质量OA期刊、预印本、机构知识库及网络免费课堂等各

类型文献信息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    OA期刊(金色)          –由出版商诸如施普林格、威利、爱思唯尔等传统学术出版巨头主导的OA期刊            及以PLoS和PeerJ为代表的新兴在线OA出版商来实现学术内容免费开放          –作者付费,读者获取 (常带有各类free标志)•    预印本（Preprint 绿色）	–   指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还未在正式刊物发表，而出于和同行交流的目的自		愿通过邮寄或网络等方式传播的科研论文、科技报告等。	–   预印本具有交流速度快、利于学术争鸣、可靠性高的特点。•    机构库资源（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绿色）	–   基于机构的服务，对机构所创建的内容进行存储、传播、管理和监管。	–   对本机构成员的智力资产进行收集、组织、保存并提供服务的一个集成系统。•    课件、视频资源（网易公开课、MOOC）



原文传递外其他获取文献途径

1. 通过各类搜索引擎获取免费资源

2. 关注高质量OA期刊、预印本、机构知识库及网络免费课堂等各

类型文献信息

3. 加入学术社区分享互助

ResearchGate进行合作、交流、
论文评阅、分享研究数据常用
工具，甚至可作为科学家上传
研究数据的网络资料库



原文传递外其他获取文献途径

1. 通过各类搜索引擎获取免费资源

2. 关注高质量OA期刊、预印本、机构知识库及网络免费课堂等各

类型文献信息

3. 加入学术社区分享互助

4. 联系作者，email索取

5. 请有这些资源的朋友帮忙

6. 如果你够豪，可以个人购买

7. 当然也可以ask a librarion
。。。。。。



Q&A

2016-5-11

侯瑞芳

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信息咨询部
62283502

serlib@bup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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