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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获取&通知&活动

1.1.1.1. 随书光盘资源获取方法

为了进一步方便读者利用随书光盘资源，图书馆实现了与长三角高校图书馆联盟 “随书

光盘系统”的挂接，读者可以在校园网范围内通过图书馆联机书目检索系统（OPAC,点击进

入）检索并下载随书光盘，使用中有任何问题，可随时与图书馆信息服务中心，联系电话：

66134281。
提示：通过图书馆 OPAC系统检索->到检索结果页面，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此书有随书光盘，系统中已经有随书光盘映像文件，用户可以点击图标进

图到光盘映像文件下载页面。



第二种情况：此书有随书光盘，但该随书光盘映像文件还没有制作上传，请联系我们工

作人员。

第三种情况：表示此书没有随书光盘。

http://www.lib.shu.edu.cn/iso/%E9%9A%8F%E4%B9%A6%E5%85%89%E7%9B%98%E4%B8%8A%E4%BC%A0%E8%AF%B7%E6%B1%82%E8%AF%B4%E6%98%8E.htm
http://www.lib.shu.edu.cn/iso/%E9%9A%8F%E4%B9%A6%E5%85%89%E7%9B%98%E4%B8%8A%E4%BC%A0%E8%AF%B7%E6%B1%82%E8%AF%B4%E6%98%8E.htm


2.2.2.2. 2012201220122012年 ProQuestProQuestProQuest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库用户名和密码变更

2012年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库开始选论文, 见 相关通知.

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库选文操作自6月1日起有所变化，先通知如下，

一、网址

http://proquest.umi.com/pqdweb

二、用户名和密码（6月1日0点起启用）

用户名：39KVFVX3CN
密码：welcome

三、使用期限

2012年6月1日~2012年9月30日

3.3.3.3. SciFinderSciFinderSciFinderSciFinder数据库转 webwebwebweb版

美国化学文摘社在SciFinder Client的基础上推出了功能更强大，服务更完善的SciFinder
Web，我校先期已经将部分并发分配在SciFinder Web上面作为过渡让大家熟悉，为了更好地

服务读者，图书馆现决定自2012年5月1日起，停止SciFinder Client服务，全面启用SciFinder
Web。

http://www.lib.shu.edu.cn/shulib/content/2012%E5%B9%B4proquest%E5%AD%A6%E4%BD%8D%E8%AE%BA%E6%96%87%E5%85%A8%E6%96%87%E5%BA%93%E5%BC%80%E5%A7%8B%E9%80%89%E8%AE%BA%E6%96%87
http://proquest.umi.com/pqdweb


一、SciFinder Web版本的系统要求

Windows用户支持IE 7.x以上或者FireFox 2.x
Mac 用户支持 Firefox 和 Safari
Java 安装（初次使用结构时请按提示安装或者直接搜索Java免费下载）

二、访问地址

https://scifinder.cas.org/ （首先需要进行用户注册）

读者注册的页面链接为：

https://scifinder.cas.org/registration/index.html?corpKey=3356119AX86F35055X32463AA
F1ECAF6482F

三、使用指南

� 读者在使用之前必须先用校园邮箱地址进行注册，注册后系统将自动发送一个链接到您

所填写的邮箱中，激活此链接即可完成注册。

� 注册时请注意： 您的用户名必须是唯一的，且包含 5-15 个字符。它可以只包含字母

或字母组合、数字和/或特殊字符。特殊字符包括：-（破折号）、_（下划线）、.（句

点）、@（表示“at”的符号）；您的密码必须包含 7-15 个字符，并且同时包含以下字

符其中的3种：字母、混合的大小写字母、数字、非字母数字的字符（例如 @、#、%、

&、*）；

� 完成注册之后，进入https://scifinder.cas.org/ ，登录之后进行检索；

� 具体注册方法见附件的 SciFinder Scholar Web 用户注册指南。

4.4.4.4.“库客剧院----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2012年度，库客获交通银行大力扶持，赞助全国100所重点高校为期一年的库客在线剧

院观看服务。在此期间，本校师生在校园内可不限人次、不限场次免费观看库客剧院所有直

播节目，欢迎广大师生欣赏。

一、活动时间

2012年6月21日-2013年5月31日

二、访问网址

教育网用户请登录: http://l.kuke.com
非教育网用户请登录: http://live.ku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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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客剧场是国内唯一一家互联网演出直播平台，演出类型包括古典音乐音乐会、话剧、

大师课、相声、歌剧、舞蹈、京剧、爵士演出等。目前可直播观看的剧院有中山公园音乐堂、

北京音乐厅、上海贺绿汀音乐厅、上海天蟾逸夫舞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东方艺术中

心、杭州大剧院、天津大剧院、天津音乐厅、木马剧场、戏逍堂剧场、嘻哈包袱铺等全国近

https://scifinder.cas.org/
https://scifinder.cas.org/registration/index.html?corpKey=3356119AX86F35055X32463AAF1ECAF6482F
https://scifinder.cas.org/registration/index.html?corpKey=3356119AX86F35055X32463AAF1ECAF6482F
https://scifinder.cas.org/
http://www.lib.shu.edu.cn/shulib/sites/default/files/SciFinder%20Web_register.pdf


20家剧院。通过库客剧院平台可以突破演出地域限制，学生可以足不出户欣赏到全国最顶尖

的演出。

最新开通数据库

1.1.1.1. IncitesIncitesIncitesIncites数据库开通

一、访问网址

http://incites.isiknowle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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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资源

可从该网址下载相关培训资料：http://incites.thomsonreuters.com

四、资源简介

InCites 是一个基于Web of Science引文数据建立的、经过数据清理与机构名称规范化处

理生成的分析评估型数据库。收录了全球11,000多种权威期刊文献数据，时间跨度为今年至

前溯30年。InCites作为整合的科研管理信息综合资源，提供了生成定制报告所需的数据和工

具。InCites的预置数据（Global Comparisons）模块中提供6种学科分类，包括：Web of Science
中250多个学科分类、ESI中22个学科分类、OECD采用的Frascati学科分类、澳大利亚采用的

ERA分类、英国采用的RAE分类和巴西采用的FAPESP分类。InCites作为整合的科研管理信

息综合资源，提供了生成定制报告所需的数据和工具，它主要分为三个板块，分别从微观、

宏观层面分析机构的科研产出及影响力，以及从财政、学术声誉等方面勾勒机构的整体情况。

2.2.2.2. ESI(EssentialESI(EssentialESI(EssentialESI(Essential ScienceScienceScienceScience Indicators)Indicators)Indicators)Indicators)数据库开通

一、访问网址

http://webofknowledge.com （选择“其他资源”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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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件

可在图书馆主页“讲座信息”栏中下载。

四、资源简介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 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由世界上著名的学术信息出版机

构美国科技信息所(ISI)于 2001 年推出的一项文献评价分析工具。这是一个基于 SCI 和 SSCI
所收录的全球 11000多种学术期刊的 1000 多万条文献记录而建立的计量分析数据库。提供

与 ISI Web of Knowledge、ISI Document Solution 和 Science Watch的链接。

ESI 由引文排位(Citation Rankings)、高被引论文(Most Cited Papers)、引文分析(Citation

http://incites.isiknowledge.com
http://incites.thomsonreuters.com
http://webofknowledge.com


Analysis)和评论报道(Commentary)4 部分组成。数据库以引文分析为基础，针对 22个专业领

域，通过计算论文数、引文数、篇均被引频次(Average Citations Per Paper)和单篇年均被引频

次(Averages)、平均年份(Mean Year)、标准共引阈值(Normalized Co-citation)、引文阈值等指

标，从各个角度对各国科研水平、期刊的声誉和影响力，以及科研机构和科学家的学术水平

进行全面衡量，并对当前正在深入研究和有突破性进展的科学领域进行直观反映。

最新试用数据库

1.1.1.1. OpticsOpticsOpticsOptics ImageImageImageImage Bank(Bank(Bank(Bank(光学影像图库))))访问开通

一、开通时间

2012年6月5日－2012年12月31日

二、开通网址

http://imagebank.osa.org/

三、访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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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ics Image Bank(光学影像图库)是第一个光学和光子学图像数据库，包含了从OSA专
业期刊中精选的200,000多幅专业图像。用户可以直接检索、下载这些图像并通过这些图像

链接至相关全文。同时，用户也可以将这些图像导出成PPT或PDF格式供科研和课堂教学时

使用。

2.2.2.2. 月旦法律数据库试用

一、试用时间

2012 年6月4日—2012 年12月4日

二、试用网址

http://www.lawdata01.com.cn

三、访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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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使用月旦知识库前，请至月旦知识库首页先安装完成SafeNet Foxit软件并至SafeNet
Foxit环境测验区进行环境测试，避免无法安装、读取DRM 档。具体安装事宜可参照：

http://www.lawdata01.com.cn/anglekmc/lawkm?3:1042067670:20:/disk1/lawkm/ttswebx.ini:::@S
PAWN

四、资源简介

月旦法律数据库完整收录全球华文法学文献，包括期刊、文献专论、影音论坛、

http://imagebank.osa.org/
http://www.lawdata01.com.cn
http://www.lawdata01.com.cn/anglekmc/lawkm?3:1042067670:20:/disk1/lawkm/ttswebx.ini:::@SPAWN
http://www.lawdata01.com.cn/anglekmc/lawkm?3:1042067670:20:/disk1/lawkm/ttswebx.ini:::@SPAWN


教学资源、词典工具书、法律分析、实务判解精选、常用法规、法学名家、博硕士论文、考

试题库热点等共11大子库、近50万笔法学全文数据，运用智能型跨库整合交叉比对查询。

3333....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试用

一、试用时间

2012年5月14日——2012年8月13日

二、试用网址

http://www.wanfangdata.com.cn
http://g.wanfangdat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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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内容

此次开通试用学术期刊和学位论文两个数据库。

五、资源简介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Wanfang Data Knowledge Service Platform）是在原万方数据资

源系统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改进、创新而成，集高品质信息资源、先进检索技术、多元化增

值服务、人性化设计等特色于一身，国内一流的品质信息资源出版、增值服务平台。知识服

务平台海纳中外学术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中外学术会议论文、标准、专利、法律法规、科

技成果、特种图书、企业、专家、学者博文、OA 论文等各类信息资源。

� 学术期刊

收录自1998年以来国内出版的各类期刊7千余种，其中核心期刊2800余种，论文总数量

近2千万篇，每年约增加200多万篇，每周两次更新。

� 学位论文

收录自1980年以来我国自然科学领域各高等院校、研究生院以及研究所的硕士、博士以

及博士后论文共计约150万余篇。其中211高校论文收录量占总量的70%以上，每年增加约30
万篇。

4444.... NotefirstNotefirstNotefirstNotefirst开通试用

一、试用时间

2012年4月24日~2012年10月31日

二、试用网址

软件下载地址：http://www.notefirst.com/download
技术支持邮箱：marketing@notefirst.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otefirst
咨询电话：029-88222991

http://www.wanfangdata.com.cn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www.notefirst.com/download
mailto:marketing@notefirst.com
http://weibo.com/notefirst


QQ交流群：19807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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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First是新一代网络版文献管理软件，其核心功能是帮助作者高效地利用数字文献资

源：检索并管理所获得的文献资料；在撰写论文时自动插入引文，并且按照不同的期刊格式

自动形成文后的参考文献列表。NoteFirst 在分析国内外文献管理、知识管理、协同工作、

科学社区等软件功能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科研人员的文化特点、使用习惯，实现了团队科研

协作和个人知识管理的统一。为科研人员提供文献、笔记、知识卡片、实验记录的便捷管理，

期刊RSS订阅、关键词订阅、参考文献自动形成、电子书自动形成等功能。可以使科研人员

和好友，同事共同寻找、开发和利用参考文献资源，创建研究团队，实现科研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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