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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活动&通知

1.1.1.1. 爱思维尔公司作者发稿讲座

爱思唯尔 Elsevier出版集团是全球最大的科技与医学文献出版发行商之一， 其拥有著名

的学术数据库 ScienceDirect。此次爱思维尔公司特邀其期刊执行出版人 Mr. Jaap Van Harten
为我校师生召开作者发稿讲座，旨在与读者交流投稿技巧，提高科研人员投稿录用率。

一、讲座时间

2012年 9月 17日 9:00——11:00
二、讲座地点

J101教室

三、主讲人介绍

姓名：Mr. Jaap Van Harten
职务：执行出版人 (Executive Publisher)
负责领域：爱思唯尔药学类期刊 (Pharmacology)
负责期刊：Biochemical Pharmacology, 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armaceutics,.ect.
巡访学校：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

详细介绍可参见如下网址：

http://www.paperpub.com.cn/website/Content.aspx?contentid=612

2.2.2.2. 汤森路透 2012201220122012年秋季WebWebWebWeb ofofofof KnowledgeKnowledgeKnowledgeKnowledge在线大讲堂

• 查看 2012年秋季大讲堂的详细课程安排

• 关注WOK在线大讲堂微博群：q.weibo.com/569008

http://www.paperpub.com.cn/website/Content.aspx?contentid=612
http://app.info.science.thomsonreuters.biz/e/er?s=1556&lid=8165&elq=c26ab0d7b34f4e06a833a9a38187fe96
http://app.info.science.thomsonreuters.biz/e/er?s=1556&lid=5370&elq=c26ab0d7b34f4e06a833a9a38187fe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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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题选题，查资料却不知如何下手？文献太多或太少都很头疼？寻找朝阳课题却踏上了

夕阳列车？

� 论文格式耗尽精力？好论文为什么会遭遇退稿？

� 出国深造？申请基金？寻找科研合作？100个人可能有 100种建议，有没有科学的方法

帮助我们做出判断？

当怀抱科研梦想的你，站在漫漫科研路的起点，你可能面临着诸多头疼的问题。那么，

你是否希望找到某种科学的方法或工具，帮你更快地锁定方向、拓宽道路？如果是这样，快

来加入Web of KnowledgeSM在线大讲堂吧。

2012年秋季大讲堂，帮你拓宽自己的科研之路！秋季大讲堂将于 9月中下旬开始，至

12月上旬结束，共包含 6个主题 24次课程，与您多角度探讨科研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类问题。

资深专家主讲的互动课堂，期待你的参与！

3.3.3.3. 上海大学图书馆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秋季学期一小时讲座专场安排

编号 讲座题目 主讲 讲座安排

1 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导览 詹华清 2012年9月7日（五）12:45 嘉定校区联合图书馆报告厅 数

码学院新生专场

2012年9月12日（三）12:00 嘉定校区联合图书馆报告厅 悉

商学院新生专场（一）

2012年9月12日（三）13:00 嘉定校区联合图书馆报告厅 悉

商学院新生专场（二）

2012 年 9 月 14 日（五）14:00-15:00 校本部图书馆三楼会

议室

2 图书馆学术信息资源门

户使用

王娟 时间：2012年9月21日（五） 14:00-15:00

地点：校本部图书馆三楼会议室

3 馆藏书刊资源的查找与

获取

王德英 时间：2012年9月28日（五） 14:00-15:00

地点：校本部图书馆三楼会议室

4 中外理工学科全文电子

期刊查找与获取

曾纪洁 时间：2012年10月12日（五） 14:00-15:00

地点：校本部图书馆三楼会议室

5 中外人文社会科学全文

电子期刊查找与获取

陈敏 时间：2012年10月19日（五） 14:00-15:00

地点：校本部图书馆三楼会议室

6 人文社科类电子资源检

索入门

熊惠琳 时间：2012年10月26日（五） 14:00-15:00

地点：校本部图书馆三楼会议室

7 认识与利用个人文献管

理软件

詹华清 时间：2012年11月2日（五） 14:00-15:00

地点：校本部图书馆三楼会议室

8 如何利用馆际互借与文

献传递服务获得所需文

献

李柯 时间：2012年11月9日（五） 14:00-15:00

地点：校本部图书馆三楼会议室

9 中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检索与利用

裴志茹 时间：2012年11月16日（五） 14:00-15:00

地点：校本部图书馆三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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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因特网免费学术资源的

检索与利用

王海雄 时间：2012年11月23日（五） 14:00-15:00

地点：校本部图书馆三楼会议室

4.4.4.4. 上海大学科研竞争力回顾展（1994-20111994-20111994-20111994-2011）

您想了解上海大学合校以来取得的科研成果吗？您知道上海大学科研竞争力的发展态势

吗？“上海大学科研竞争力回顾展（1994-2011）”，用客观数据向您展示上海大学科研竞争

力的发展态势，期待您的身影！

主办：上海大学图书馆 上海大学情报研究所

展出时间：2012年 9月 14日-10月 30日
展出地点：校本部图书馆二楼展厅

电子资源

5.5.5.5. ProQuestProQuestProQuest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库选文操作平台更新

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库选文操作平台自 8月 21日起又有更新，旧的文摘库停止使用，

启用新的操作平台，论文提交系统也进行了相应的更新。更新如下：

（1） 新文摘库的网址以及用户名密码

登录网址：http://search.proquest.com/dissertations/login
用户名：pqdt201203
密码：pqdt201203
（ 2 ） 选 择 论 文 时 ， 请 点 击 详 细 查 看 ， 并 选 择 符 合 有 且 只 有

这三项的论文才能进行提交。

（ 3） 从 文 摘 库 导 出 的 论 文 提 交 格 式 选 择 列 表 中 第 5 项 “RIS”格 式 ， 即

中的第 5个

注：具体选购方法请参见：ProQuest 学位论文全文库订购方法

为了使各位读者在短期内高效率、顺利地选择优秀论文并成功提交，在此有一些建议供

参考：

1、论文号(AAI)以数字0和字母 C、D、T、U 开头的论文，ProQuest 公司是无法提供全

文的。为了避免出现因再次补提而影响提交论文的进度的情况，请尽量不要选择、提交此类

http://www.lib.shu.edu.cn/shulib/sites/default/files/2012_ProQuest.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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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论文。

2、为了避免重复率，每人最多选20篇论文，选择待提交论文的保存格式必须为

“（*.txt）”，否则将不予接受。

3、可将选好的论文按照指定格式发送到 chenlin009@shu.edu.cn。
如有任何建议或意见，欢迎您随时联系！

联系人：上海大学图书馆采访部 陈琳

Tel：66132349 Email:chenlin009@shu.edu.cn

6.6.6.6. ReaxysReaxysReaxysReaxys数据库认证系统切换通知

Elsevier正在进行 Reaxys 访问认证系统的切换。Reaxys 访问将被切换至由标准 Elsevier
系统支持，此次系统切换在 2012年 9月 1日实行。

如果各位读者在 Reaxys 数据库注册有用户名和密码或通过用户名和密码访问 Reaxys
数据库，一个新的注册 ID 将自动发送至您的注册邮箱用于验证。验证完毕后，该注册 ID
可以为各位读者继续提供 Reaxys 以及您有权访问的其他 Elsevier产品的访问。另外请注意

的是，所有当前的 Reaxys 注册和存储数据，特别是 Alert提醒和保存的历史数据，会在系统

切换中丢失。这些数据需在重新注册后再次进行创建。

读者也可以通过点击下面链接获取有关备份和恢复数据的指导说明，从而将您所创建的

Alert提醒和历史数据进行备份以及系统切换后重新上传恢复数据，避免数据丢失对您的工

作和学习造成的影响。Reaxys alerting history.pdf下载
如果有任何问题请联系：陈老师 021-66132349 Chenlin009@shu.edu.cn

7.7.7.7. 超星----读秀学术搜索开通通知

一、访问网址: http://www.duxi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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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帮助: http://edu.duxiu.com/help/help.html

四、资源介绍

读秀学术搜索是由海量图书、期刊、报纸、会议论文、学位论文等文献资源组成的

庞大的知识系统，是一个可以对文献资源及其全文内容进行深度检索，并且提供原文传

送服务的平台。读秀现收录330万种中文图书题录信息，240万种中文图书原文，可搜索

的信息量超过10亿页，为读者提供深入到图书内容的全文检索。

目前已经实现了本馆购买的纸质图书和超星电子图书数据库电子图书的整合，同时

实现了资源的一站式检索，即输入检索词，检索结果可延展到相关图书、期刊、会议论

文、学位论文、报纸等文献资源。并且提供了图书封面页、目录页，以及部分正文内容

mailto:chenlin009@shu.edu.cn
http://www.lib.shu.edu.cn/shulib/sites/default/files/Reaxys_alerting_history.pdf
mailto:Chenlin009@shu.edu.cn
http://www.duxiu.com/
http://edu.duxiu.com/help/hel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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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读，本馆购买的资源，用户可以通过本馆馆藏的纸质资源借阅、电子资源的挂接获

取全文，未购买的资源可以通过文献传递、按需印刷等途径获取，让您找到即能得到。

8.8.8.8.《古今图书集成》数据库试用通知

一、试用时间

2012年9月12日——2012年12月31日

二、试用网址

http://chinesebookweb.szkxy.net/home/index.asp

用户名/密码： shdsg/shds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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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最大、收罗最广、内容最丰富的第一部类书，

西方人称之为“康熙百科全书”，其内容是世界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的四倍。本书

成书于雍正三年，它集古书之大成，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文学、艺术、

哲学、宗教、历史、地理、以及天文、气象、地质、矿产、农业、牧业、渔业、手工业、

工程技术、数学等方面的资料。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具有很高的

使用和收藏价值。全书 6 个汇编，32 典，6117 部，10000 卷，一亿七千万字。

http://chinesebookweb.szkxy.net/home/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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