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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公告&通知
1. 图书馆官方微博
图书馆已开通官方微博，欢迎广大读者关注！
地址：http://weibo.com/shulib 。

2. 短信提醒服务试运行
图书馆将自 2013 年 6 月 3 日起向全校师生推出短信提醒服务，使师生能够及时获取如
下信息：
（1）预约到书提醒；
（2）图书即将到期提醒；
（3）图书超期提醒；
（4）图书馆通知
通告等信息。
为了确保能够成功接收到这些信息，请用手机或电脑登录手机图书馆（
http://wap.lib.shu.edu.cn ），进入“我的图书馆”进行短信定制。具体方法如下：

1. 访问 http://wap.lib.shu.edu.cn 网站

2. 使用校园一卡通账号登录“手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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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短信信息定制：包括输入手机号码、选中服务等。
4. 点击“修改”完成短信提醒定制。
5. 也可在第 2 步操作时，选择邮箱通知的方式，修改发送邮件的
邮箱。

3. 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试运行
即日起，向全校师生开通移动图书馆试用服务，通过移动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可以：
（1） 检索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库、查询个人账号、进行图书预约和续借等；
（2） 及时了解“资源动态”、“信息公告”及“讲座培训”等信息；
（3） 其它图书馆服务功能。网址：http://wap.lib.shu.edu.cn

4. 数据库使用注意事项
以下几条数据库使用的注意事项，请各位读者在使用数据库时务必遵守使用规则，避免
发生数据库使用异常情况，共同营造良好的数据库使用氛围。
1. 在使用图书馆资源时，请使用 IE8.0 以上版本的浏览器，一定要使用 IE 浏览器，非
IE 浏览器往往会导致检索、下载故障。
2. 在使用各类数据库时，下载的期刊需要使用相应的浏览器进行阅读，具体下载链接：
http://www.lib.shu.edu.cn/shulib/service/softwa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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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校 外 使 用 图 书 馆 资 源 时 ， 请 使 用 VPN 或 者 代 理 方 式 ， 具 体 使 用 链 接 ：
http://www.lib.shu.edu.cn/shulib/fastlink/outcompus 。如果出现问题，链接网站下方标有咨询
电话。
4. 在下载资料时，请勿使用专业下载工具（例如：迅雷、电驴等），否则将导致过量
下载，数据库无法正常使用。
5. 在使用 SciFinder、CNKI（中国知网）和中国基本古籍库时，由于存在并发用户数，
使用完毕请及时退出。

二、近期开通数据库
European Mathematical Society
EMS
1. 欧洲数学协会电子期刊（European
Society，EMS
EMS）
欧洲数学学会在 1990 年创于波兰，旨在促进应用数学之研究，对数学教育之课题提供
协助与建议，关切数学与社会之广泛关系，促进各国数学家互动，建立欧洲数学家的认同感。
目前，其出版的电子期刊访问权限已经开通，详情如下：
一、访问网址
http://www.ems-ph.org/journals/journals.php
二、开通内容
所有期刊从创刊至 2010 年的内容。
三、注意事项
保护电子资源知识产权，严禁过量下载。
四、开通方式
校内用户可直接登录访问，校外用户请通过 VPN 方式或代理方式登录访问。
五、期刊列表
Commentarii Mathematici Helvetici (CMH)
Elemente der Mathematik (EM)
EMS Surveys in Mathematical Sciences (EMSS)
Groups, Geometry, and Dynamics (GGD)
Interfaces and Free Boundaries (IFB)
Journal of Fractal Geometry (JFG)
Journal of Noncommutative Geometry (JNCG)
Journal of Spectral Theory (JST)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Mathematical Society (JEMS)
Portugaliae Mathematica (PM)
Publications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Mathematical Sciences (PRIMS)
Quantum Topology (QT)
Rendiconti del Seminario Matematico della Università di Padova (RSMUP)
Rendiconti Lincei - Matematica e Applicazioni (RLM)
Revista Matemática Iberoamericana (RMI)
Zeitschrift für Analysis und ihre Anwendungen (Z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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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ature 七本期刊正式开通
一、开通时间
2013年6月24日
二、开通方式
校内用户可直接登录访问，校外用户请通过 VPN 方式或代理方式登录访问。
三、资源简介
此次开通七本期刊具体如下：
Title

URL

影响因子

Nature Medicine

http://www.nature.com/nm/index.html

22.462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http://www.nature.com/nsmb/index.html

12.712

Nature Genetics

http://www.nature.com/ng/index.html

35.532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http://www.nature.com/nrg/index.html

38.075

Nature Chemical Biology

http://www.nature.com/nchembio/index.
html

14.69

Nature Chemistry

http://www.nature.com/nchem/index.htm
l

20.524

Nature Communications

http://www.nature.com/ncomms/

7.396

三、近期试用数据库
1. 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
北大法宝数据库是由北京大学法制信息中心与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的智能
型法律检索系统，包括法律法规、司法案例、法学期刊、专题参考、英文译本、法宝视频六
个子库，全面覆盖法律信息的各种类型。目前我校已经开通其试用权限，详情如下：
一、试用网址： www.pkulaw.cn
二、试用期限：截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
三、开通方式
校内用户可直接登录访问，校外用户请通过 VPN 方式或代理方式登录访问。
四、使用帮助：北大法宝使用指南.pdf
五、资源简介
“北大法宝”在全国率先进行法律信息的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独创了法规条文和相关
案例等信息之间的法条联想功能。不仅能直接印证法规案例中引用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及
其条款，还可链接与本法规或某一条相关的所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条文释义、法学期
刊、案例和裁判文书；不仅让用户方便地查到法条，更能进一步帮助用户理解、研究、利用
法条。
（1） 法律法规库
收录 1949 年至今的 90 多万篇法律法规（数据不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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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收录渠道具有权威性，法规内容采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等有关机关提
供的法规文本。
“法条联想”功能，使法规条文和相关案例、裁判文书、法学文献等信息之间直接印证。
独特的信息聚类功能对检索结果的效力级别、发布部门、时效性、分类做统计汇总，可
清楚了解到检索结果文件的分布情况。
（2） .司法案例库
通过不断选择案由、法院、审级、情节等条件进行案例筛选，解决搜索结果难于挑选问
题，方便命中有价值的案例。
案例报道将大量案例根据发布时效、是否国内首案以及社会关注程度等不同的选材标准
进行分类，既保证案例参考价值高，又保证归类准确易查找。
案例评析、民事裁判标准和疑难问题等均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充分保证了内容的准确
与权威。
（3） .法学期刊库
60 余种专业法学刊物，包含 27 种法学核心期刊，14 万篇法学专家发表的法学文献。具
有极强的学术性，并为用户提供最新的法学研究动态和资讯。
结合“北大法宝”独创的“法条联想”功能及全方位检索功能使用户能够更准确的浏览
信息。
数据功能添加人性化互动设计，在期刊文章中即可了解法规内容，同时可直接通过期刊
库浏览和查看其他数据库资源的关联信息。
为用户提供原文传递、英文目录查询和浏览等增值服务，并增加读者评论功能，增强用
户间互动。
（4） 专题参考库
审判参考：内容丰富，共有 1500 余个民商事裁判标准知识点，2100 余个民商事裁判疑
难问题释疑，包括民事、商事裁判标准规范、民商裁判疑难问题、法官判案常见问题。
实务专题：精选了二十个实用性强的法律门类，通过将法律条文主旨和法律实务中的疑
难问题提炼出“法律点”。
法学文献：以发表在北大法律信息网“法学在线”栏目的知名学者、法官、检察官和律
师创作的法律论文为主要内容，内容覆盖各法学门类。
法学年鉴：全面介绍了中国法制发展状况，以立法、司法为主干，从法律的制定，法律
的实施，法律的宣传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等各个方面反映中国法制建设的全貌，包含了丰富
的信息量。
法学教程：包括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等 17 门法学基础课程的教材网络版，可供学
习参考使用。
（5） 英文译本库
8000 余篇中国法律法规的英文译本内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
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以及金融业常用的惯例通则。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和发布的典型司法判例的英文译本，涉及行政、民事、刑事、经济、
知识产权和海事等多个领域。
中国与外国政府或地区（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达成的所有现行有效的税收协定。
中国立法、司法以及行政机构公报内容的英文目录。
2000 年至今所有中国法律、法制动态英语新闻全文。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文件。
查询或浏览主要中文法律期刊的中文以及部分英文目录。
（6）法律视频课件库

6

与北京大学等各大高校知名教授学者以及法律、管理等方面的业界专家、职业精英合作
授课，课程云集顶尖学术权威最新理论与研究、各级司法机关办案实务以及知名律师实战经
验。
积累 400 余门、总时长 1000 多小时的专业课件。采自与北大培训中心、国家机关、社
会团体、其他高等院校联合举办的培训课程，并有机结合税务、管理、文化等综合素能课程，
集各家所长，包万千视野，全面满足网络学习的各项功能需要。
提供与视频同步的文字信息或 PPT 内容，并配备丰富的辅助资源，同时相关法条、论
文等信息还能与北大法宝其他数据库相互链接，相互印证。
每年超过 100 门，300 多小时的课程更新，为用户打造非凡的视觉盛宴。

2. ASP 学术视频在线数据库
一、开通时间
2013 年 6 月 3 日——2013 年 8 月 31 日
二、开通网址
http://video.alexanderstreet.com/
三、开通方式
校内用户可直接登录访问，校外用户请通过 VPN 方式或代理方式登录访问。
四、资源简介
“ASP 学术视频在线”由美国 Alexander Street Press 出版社出版于 2011 年 10 月全新发
布，整合了来自 BBC、PBS、Arthaus、CBS、Kino International、Documentary Educational
Resources、California Newsreel、Opus Arte、The Cinema Guild、Pennabaker Hegedus Films、
Psychotherapy.net 等数百家出版社的视频内容。包含获奖记录片、考察纪实、访谈、讲座、
培训以及独家原始影像等 13,000 部完整视频。预计到 2013 年，将提供 23 个学科共计超过
17,000 个学术视频。数据库按以下专题提供：建筑与艺术、医疗与卫生、心理咨询与疗法、
护理学教育、心理学、科学、人文科学、犯罪与法律、商业与经济、教育学、语言与文学、
美国历史、世界历史、歌剧、戏剧、舞蹈、区域/领域研究、民族志学、女性/性别研究等。

3. EBSCO 订阅型电子书
一、试用时间
2013 年 6 月 3 日——2013 年 8 月 31 日
二、试用网址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sa&defaultdb=e000tww
三、试用方式
校内用户可直接登录访问，校外用户请通过 VPN 方式或代理方式登录访问。
四、资源简介
EBSCO 订阅型电子书涵盖了将近 12 万种电子书，没有并发用户数限制，电子书的专业
分类涵盖了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此次试用订阅型电子书的 5 个专辑，包括：学术型图书馆
专 辑 (Academic Subscription Collection) -- 116,217 种 ； 普 通 高 校 图 书 馆 专 辑 (Community
College Collection) -- 48,407 种；主题型电子书专辑--商业(Business) -- 7,547 种；主题型电子
书专辑--信息技术(IT) -- 3,599 种；主题型电子书专辑--工程(Engineer) -- 4,293 种。
独家收录全球知名大学出版社包括: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 Press), 中央欧洲大学
(Central European Univ. Press),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Columbia Univ. Press), 达 特 茅 斯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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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tmouth College Press)等。

4. 超星发现系统
发现系统是超星公司推出的新一代图书馆资源解决方案，其宗旨在于方便读者快速、准
确的在海量学术信息中查找和获取所需信息，满足读者找到、得到所有可能存在的资源的需
求。该系统是目前最好的跨库检索平台，通过它可以检索到各种不同文献资源：中文图书、
期刊、论文、报纸、标准、专利、视频等。目前我校已经开通其试用权限，详情如下：
一、试用网址
http://ss.zhizhen.com/
二、试用期限
截至 2013 年 7 月 8 日
三、开通方式
校内用户可直接登录访问，校外用户请通过 VPN 方式或代理方式登录访问。
四、使用帮助：超星发现系统使用说明.doc
五、资源简介
超星发现以近十亿海量元数据为基础，利用数据仓储、资源整合、知识挖掘、数据分析、
文献计量学模型等相关技术，较好地解决了复杂异构数据库群的集成整合、完成高效、精准、
统一的学术资源搜索，进而通过分面聚类、引文分析、知识关联分析等实现高价值学术文献
发现、纵横结合的深度知识挖掘、可视化的全方位知识关联。
该系统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技术，对各种中文学术资源元数据进行了索引和每日更新。
其元数据仓储内容涵盖：中文图书、期刊、论文、报纸、标准、专利、视频等，该系统具备
以下特点：
♦ 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技术，基于唯一预索引元数据仓储，对各种学术资源元数据进
行格式规范、归并和数据增强后，进行预索引和每日更新；
♦ 全面整合图书馆的印刷型文献以及购买的电子资源，读者只需从图书馆检索入口进
行一次检索，就可实现对离散的纸本资源和购买的电子资源真正实现一站式访问；
♦ 建立多个分面与聚类搜索，读者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取不同的分面对检索结果进行
筛选；
♦ 提供了更为精确的查找结果与关键词相关信息的揭示功能，提供基于相关度，时间，
及将来的学术价值等排序方式；
♦ 建设资源调度系统，实时维护各数字资源系统的 OpenURL 全文链接，实现资源之
间一对一，一对多的“恰当”链接，对文献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有序的动态管理和链接；
♦ 读者可以根据需要，保存检索结果，并为读者提供多种输出方式。检索结果可以发
送到读者邮箱、文本输出、EndNote 输出等；
♦ 检索过程会以互联网检索速度返回按相关性排序的检索结果，并通过 Open URL 链
接器直接链接至全文，带来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图书馆检索体验；
♦ 通过预索引元数据仓储，分面与聚类搜索得到的文献数据，具备格式统一、无重复、
元数据厚度完整的特点，解决信息孤岛与搜索结果离散的问题，方便读者进行一定的学术研
究与分析。

5. Scopus 数据库开通试用通知
一、开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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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4日——2013年9月24日
二、试用网址
http://www.scopus.com/home.url
三、开通方式
校内用户可直接登录访问，校外用户请通过 VPN 方式或代理方式登录访问
四、资源介绍
Scopus 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文摘和引文（A&I）数据库。用户通过 Scopus 简洁而直观
的界面可以检索到来自全球5,000家科学出版公司的超过18,000多种科学期刊，500余种会议
录，超过600种的商业出版物以及超过125种的丛书或系列图书。此外 Scopus 的检索结果全
面集成了科研网络信息，包括超过4亿个学术网页，来自5个专利组织的2100万条专利信息和
多种精选资源（如预印本、机构仓储等）。Scopus 目前提供自1847年以来的超过3,300万篇文
摘以及自1996年以后的所有文后参考文献信息，每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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