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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期通知和讲座
1.1 开展馆际互借、文献传递推广月活动
CALIS 与上海图书馆达成合作意向
一、CALIS
原书外借服务正式开通，12 月份 CALIS 全补贴，以后 CALIS 补贴一半。
上海地区：15 元/册，价格包含图书来回物流费。
上图馆际互借政策： 服务资料：参考外借图书
流通政策：借期 45 天，不续借。借期从书送到委托馆当天算起
至委托馆寄出图书止。逾期归还，支付逾期费，每天 0.50 元/册。
二、我校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建立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
外借图书范围：基藏库中文图书、三年以前编目的外文图书。外借图书的期限为一个
月。逾期归还图书，每册图书须交纳逾期使用费 5 元/天。借书价格: 20 元/本（包括邮
递、包装费）。
我校师生在 12 月份借阅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图书享受全免服务。通过 CALIS、
CASHL 系统的文献传递也享受全免服务。
馆际互借：http://www.lib.shu.edu.cn/shulib/service/InterLibLoan
文献传递：http://www.lib.shu.edu.cn/shulib/service/DocuDelivery

1.2 图书馆更换系统暂停图书借还书服务
图书馆现有的图书集成管理系统已不能适应图书馆发展的需要，为进一步提升公
共服务水平，图书馆将启用 Aleph 500 “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
。为此图书馆定
于 2011 年 12 月 17 至 12 月 22 日对新旧系统进行切换、调试和数据转换。为尽可能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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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对读者的影响，现通知有关事项如下：
1. 2011 年 12 月 17 日（星期六）至 12 月 22 日（星期四），宝山校区图书馆、延长
校区文荟馆、嘉定校区联合馆暂停图书借还书、续借、预约、读者个人信息修改等服
务。
2. 在此期间需办理离校手续的读者，请于 12 月 19 日（星期一）至 12 月 22 日（星
期四）到宝山校区流通处办理清书离校手续。
3. 12 月 17 日至 12 月 23 日到期的图书，顺延至 12 月 30 日之前归还，12 月 16 日
之前办理的预约仍然有效。
4. 在此期间图书馆各阅览室正常开放。
5. 2011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五）新的集成管理系统开始试运行，恢复图书借还
书等服务。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请各位相互转告。

1.3 SciFinder 使用讲座
一、讲座时间
2011 年 12 月 5 日 13:30
二、讲座地点
上海大学（宝山校区）Ha101
三、讲座内容
Web 版新功能介绍：
组内沟通，互动
文献的实时跟踪，保存结果到 Endnote
物质标准菜单，Markush 检索
反应排序，相似反应检索，反应过程浏览
SciFinder 中的检索结果筛选策略
主讲人：美国化学文摘社上海代表处培训专员 祁晶晶
四、资源简介
SciFinder Scholar 是美国化学学会（ACS）旗下的化学文摘服务社 CAS（Chemical
Abstract Service）所出版的化学资料电子数据库学术版。该库整合了 CA 数据库、Medline
医学数据库、欧洲和美国等近 50 家专利机构的全文专利资料、以及化学文摘 1907 年
至今的所有内容。

2 近期试用数据库
2.1 Taylor & Francis ST 试用
一、试用时间
2011 年 11 月 24 日——2012 年 1 月 10 日
二、试用网址
www.tandfonline.com 或者 www.taylorandfrancisonl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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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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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源简介
此次试用，Taylor & Francis 向中国学术机构提供超过 300 种经专家评审的高质量
科学与技术类期刊, 其中超过 78%的期刊被汤姆森路透科学引文索引收录； 内容最早
至 1997 年。该科技期刊数据库包含 5 个学科：环境与农业科学、化学、工程、计算及
技术、物理学和数学。

2.2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试用通知
一、试用时间
2011 年 11 月 21 日——2011 年 12 月 31 日
二、试用网址
http://library.koolear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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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是由新东方在线组织精英教师团队和优秀技术人员倾力打造
的多媒体在线教育培训平台。新东方在线致力于向用户提供全面的在线教育服务，网
络课程横跨留学考试、学历考试、职业教育、英语充电、多种语言、中学教育等 6 大
类 40 余小类，共计 600 多门，内容涵盖国内考试、应用外语、出国考试、实用技能、
大学生求职和职业认证与考试等 6 大类。

2.3 环球英语试用通知
一、试用时间
2011 年 11 月 23 日——2011 年 12 月 23 日
二、试用网址
http://202.120.12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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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英语多媒体学习库由出国留学类、学历考试类、英语应用类、职业英语类、
小语种类 5 大系列几百门环球雅思精品网络课程组成，充分满足在校大学生考试、外
语学习、出国、求职等多种实际需求。
汇聚了环球雅思“环球教学委员会 GTRC”师资精华，既有学识渊博、教学经验丰
富，通晓中西方文化的中外教授及专家，也有热情现代、教学风格独特的环球成功英
语专业老师，“五虎将”“阳光明星教师”，更聘请英语考官亲自授课。环球学校老师专
利性独创出“四要素作文法”“百变作文法”
“TOIL 全方位作文法”
“口语角色演习法”
“雅思双向听力法”
“平行阅读法”“无词阅读法”等数十种环球教学法，实用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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