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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的基础知识
订阅是科研工作者快速、高效的信息获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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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订阅

• 订阅报纸和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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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杂志征订目录



现在的订阅

• 想订阅网络新闻或出版物，有什么工具？

• 希望能够追踪学科发展，应当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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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的信息获取方式

• 逐个浏览网站，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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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的信息获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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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的信息获取方式

• 逐个浏览网站获取最新信息

–

–

–

–

–

广告信息干扰

新旧信息标识不明确

容易漏掉重要的信息

效率低下

……

• 小技巧
– 浏览器的一些功能能够快速打开多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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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订阅的信息获取方式

• 信息聚合，把关心的信息集中到一起，无需逐个浏览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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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订阅的信息获取方式

• 信息聚合，把关心的信息集中到一起，无需逐个浏览网站

–

–

–

–

不会受到广告的骚扰

一站式信息服务

便于管理、阅读效率高

便于分享

• Email 订阅
– 需提供邮箱帐号

• RSS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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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 订阅
用RSS阅读器管理各网站提供的RSS订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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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一种信息集合方式，把你关心的信息集中到一起，无
需逐个网站浏览。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简易信息聚合）



常见 RSS 源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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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 订阅

• 发送：各网站

• 接收：RSS阅读器

– feedly（Feedly.com）、inoreader（www.inoreader.com）

– QQ 邮箱 - 阅读空间：mail.qq.com

。。。等

• 前提
– 网站提供RSS订阅功能

• 方法
– 查找RSS源

– 将RSS地址添加到阅读器中

– 在阅读器中阅读和管理订阅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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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 订阅 以feedly为例主界面

导航栏

阅读区

阅读及功能区
Feed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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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 订阅 以feedly 为例 登陆/注册

支持多尺寸屏幕（手机
/ipad/kindle/pc）

支持多平台帐户登陆（google、
facebook、twetter、enote
等用户）

付费功能更完善

Feed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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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Direct LIS期刊的最新论文

data mining 关键词的最新论文

北邮人论坛热点活动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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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推荐的分类

输入网址，feedly自动搜索来自该网
站的RSS订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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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 订阅 以feedly为例管理文件夹和RSS源

调整调整分类

类别编辑
调整

移动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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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 订阅 以feedly为例阅读区

自动推荐相关
热门订阅

提供标题\杂
志\卡片\全文
四种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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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 订阅 以feedly为例 附加功能 收藏、存储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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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 订阅 以inoreader 移动安卓客户端 为例

www.inoreader.com

1免费，更新速度较快
2支持苹果安卓微软多操作系统
3内置搜索功能强大，有时能抓取出微博微信公众号的订阅源
4整合Readability, instpaper, evernote等第三方工具
5支持分享到中文社交网络（微博微信等）

优
点

劣势 有少量广告；web页面设计感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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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 订阅 以inoreader 添加RSS源



2016/12/2 23

RSS 订阅 inoreader阅读界面，文摘和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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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 订阅 inoreader 阅读各类功能及分享收藏

加星、未读、标签、分享

分享至中文各类社交软
件

保存至第三方知识管理
存储转换等整合工具

Pocket、nstpaper
Readability
Evernote、Onenote
Dropbox（pdf）



RSS 订阅 以 inoreader 为例 管理文件夹和RSS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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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 订阅 以QQ邮箱 – 阅读空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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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QQ邮箱-阅读空
间没有开发移动端



RSS 订阅 以QQ邮箱 – 阅读空间为例

输入RSS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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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 订阅 以QQ邮箱 – 阅读空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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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 订阅 浏览过的信息将会自动去掉未读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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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FEEDLY订阅各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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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网站
订阅论坛
订阅博客、微博、微信

订阅学术文献

Rss源,Rss地址

查找RSS源（订阅关键）

将RSS地址添加到阅读器中

管理使用阅读



Feedly 订阅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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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订阅

拷贝网址订阅



订阅论坛

• RSS地址举例
http://www.newsmth.net/nForum/rss/board-Work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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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获取地址或者鼠标右键
”复制链接地址” 到feedly完
成订阅



feedly订阅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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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取微博的rss地址
1. RSS阅读器内置搜索
2. 微博 RSS转换工具

直接订阅到feedly

或者将地址拷贝
到阅读器完成订
阅



直接复制博客网址订阅到fee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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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博客



订阅博客
寻找RSS图标或者订阅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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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新闻 订阅百度新闻 https://www.baidu.com/search/rss.html

2018/5/18 36



订阅新闻 订阅百度新闻 – 关键词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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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新闻 订阅百度新闻 – 分类新闻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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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前沿(数据库) 、期刊杂志、作者、实验室

订阅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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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研究前沿 通过关键词订阅数据库中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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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研究前沿 www.ebscoho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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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研究前沿 EBSCO- 拷贝RSS链接到feedly-follow

完成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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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录 apps.webofknowledge.com 

2、search

3、点击检索历史，然后保存检索历史

4、点击 订阅

订阅研究前沿 web of science

订阅步骤（要求注册登录）



订阅研究前沿 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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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研究前沿 web of science —创建跟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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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研究前沿 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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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贝RSS地址到feedly即完成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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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研究前沿 点击 检索历史，然后保存检索历史



订阅研究前沿 apps.webofknowledge.com-

获取RSS地址完成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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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贝RSS地址到feedly即完成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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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访问 www.engineeringvillage.com

2、search

3、点击 订阅

订阅研究前沿 EI

订阅步骤



订阅研究前沿 www.engineeringvilla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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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研究前沿 www.engineeringvillage.com

58512018/5/18



订阅研究前沿 www.engineeringvilla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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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录PUBMED
2、search
3、create RSS
4、订阅

订阅研究前沿 www.ncbi.nlm.nih.gov/pubmed/

输出的记录条数



订阅期刊杂志 www.na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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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期刊杂志 www.na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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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期刊杂志 www.na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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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订阅到feedly即完成订阅



订阅期刊杂志 scienceonl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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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期刊杂志 中文期刊-软件学报订阅

CNKI 期刊订阅

编辑部网站订阅



订阅作者、实验室

• 一些学术博客、论坛以及实验室的Wiki网站，尽管不具备

期刊杂志那样的权威性，但其及时性仍然值得我们关注！

• 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
– 全名John Craig Venter，1946年10月14日出生于美国盐湖城，是一位

生物学家及企业家。时代杂志在2000年7月将他与人类基因组计划代表佛
兰西斯·柯 林斯同时选为封面人物，他又在2007年入选世界上最有影响力
的人之一。

– 2006年成立J. Craig Venter Institute，涉足多个研究领域！

– 如何追踪他们的研究进展？

2018/5/18 59



订阅作者、实验室 www.jcv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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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贝RSS地址到feedly即完成订阅



其它阅读器

• Email 订阅

– Foxmail

• RSS 订阅

– Flipboard

– ZAKER

– the old reader

– Reeder

– Digg Rea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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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阅读信息
阅读及快捷键
折叠与展开
注释、星标、喜欢

如何管理信息

文件夹建立
订阅的导入导出

共享、扩展工具

RSS阅读器基本操作



The old reader theoldread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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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der 



Q&A 

2018-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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