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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职院图书馆新学期工作要点 

2012 年 2 月 10 日下午，宁职院图书馆召开了全体会议，袁馆长对 2011 年度图书馆

工作做了回顾和总结，其中 2011 年 4 月份，我馆并评为浙江省先进集体。同时，袁馆长

提出了新学期工作要点： 

1、根据学院“文化育人，质量立校”的理念，积极发挥图书馆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2、为新馆建设全面启动做好实质性工作； 

3、利用信息资源加大为地方经济服务力度； 

4、做好图书信息资源建设

工作； 

5、引导学生“多读书，读好

书”，制定“书香宁职行动计

划”； 

6、加强文献资源宣传力度，

配合学院做好“校庆嘉年

华”等活动； 

7、提高全馆人员的业务技

能和水平； 

8、加强图书馆整体科研工

作。 

图书馆贡老师为读书协会开展预约讲座 

 

2012 年 3 月 21 日晚上 8 点，应读书协会的邀请，图书馆贡老师为大家开展了一次题

为“有效地影响他人的艺术”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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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贡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一本

题名为《影响力》的书，作者是心理

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博士，该书的用

意在于：第一，当你真正的意向是说

“不”时，你不会再说“是”；第二，

可以令你变得比以前更具有影响力。

随后，贡老师对影响力的相关问题还

做了更为详细的分析和论述。在课上

贡老师跟很多同学进行了互动。这次

讲座对同学们受益匪浅，在生活中，

往往会因为一个动作或者一句话就能影响别人。如果要想更好地来影响别人，则可以通过

书中提及的六大原理，并结合实际生活来完成，这样一定能让你更具有影响力。 

  

图书馆开展大学生信息素养讲座 

为了做好数字资源的推广使用工作，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利用图书馆数字资源，最大

限度地发挥图书馆馆藏资源的现有价值，2012 年 3 月 29 日下午图书馆邀请爱迪科森公司

的培训经理李老师为我校师生做了“爱迪科森系列数据库”专题讲座。 

    李老师介绍了《就业培训数据库》和《网

上报告厅》。《就业培训数据库》包括就业

培训、创业导航和各类考试的视频讲座；

《网上报告厅》包括理工类、经管类、文

史类、就业择业、法律视点、文体教学、

综合素质、心理健康等系列。李老师着重

讲解了两个数据库的资源分类，个性化的

使用界面，和同学们进行了互动。接着，

图书馆贡老师也给大家做了“搜索引擎的

使用方法”的讲座，介绍了搜索引擎的分

类、百度搜索引擎的使用和学术搜索引擎

的使用。通过讲座，帮助同学们提升了信

息检索能力，也让大家了解了现代图书馆

的数字化文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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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信息中心开展

迎接“世界读书日”

系列讲座活动 

4月23日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的

“世界读书日”。各个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

馆都会在这个节日前后举办一系列的读书活

动，以提升社会的文化风貌和校园的学期氛围。  

今年 4 月 19 日下午，我院图书信息中心流通部周红蕾老师给同学们做了一场《智慧

人生》的讲座。主持人贡老师向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世界读书日”的由来和目的。然后周

老师给大家开展了这次精心准备的讲座，讲座首先从中国式旅游和“忙”字的理解为引子，

引出了现代中国人的浮躁、困惑、嫉妒的现代心理；接着提出人的美丽不在于外表，而在

于内心的美丽；最后指出如何才能达到内心美丽的方法，在现代浮躁社会中让自己的心静

下来。周老师向大家介绍了杨澜的一些建议：“养成看书的习惯”、“要试着发现生活里的美”、

“跟有思想的优秀人交朋友”、“学会忍耐与宽容”等方法，整个讲座内容详实，给大家以深刻

的思考，提高了大家对快乐的辨识能力，同时勉励大家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问题，可以通

过读书来思考他人的人生、来感悟自己的人生，使自己的生活精彩起来，每个人都能拥有

一个自己的“智慧人生”。 

 

宁职院图书信息中心召开政治学习会议 

2012 年 4 月 27 日上午 10 点，宁职院图书信息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在三楼会议室开展政

治学习会议。本次会议邀请了人文社科部张国艳教授，她介绍了文化的内涵与本质，文化

认同危机、文化自觉、文化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文化安全。还介绍了和谐文化的共建，

最后对如何打造具有本校特色的大学文化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形式有度，内涵不止；立

足本职，特色创新；和而不同，育人为本；师生共建，校强我荣。她也详细阐述了图书信

息中心作为校园文献情报信息中心,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具有强烈的文化辐射功能

和深刻的精神影响力。也为在座图书馆人提出了很好的课题：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如何发挥

图书馆的文化育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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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结束后，

党支部袁书记代表

图书信息全体职工

对张老师的精彩讲

座表示感谢，并鼓

励大家在校园文化

建设中努力发挥积

极作用。他强调了

加强学习的重要

性，并对下一段的

专题学习活动进行

了安排部署，今后

要采取集中于与自

学的灵活多样学习

形式，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搭建馆员之间的交流平台，全面提升馆员的综合素质，以便

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宁职院图书馆

首届书签设计

大赛圆满落幕 

由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和社

团联主办，北京书生数字图书馆软件

技术有限公司赞助，宁波职业技术学

院读书协会承办的首届书签设计大赛于 4 月 26 日圆满落幕。本次书签设计大奖赛以“展

示校园文化，丰富社团活动”为主旨，体现了当代大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意思维，同时

也展现出我院学子良好的精神风貌。 

本次“书签设计大赛”共收到书签 150 张，经过图书馆三位老师的严格筛选，15 位选

手的作品脱颖而出，来自物流 3104 班的张红燕同学和来自国贸 3111 班的金烨萍等同学成

为本届书签设计大赛的最终优胜者。恰逢校庆，经过精心准备的书签在展示过程中，赢得

了同学们阵阵掌声和簇拥拍照。这种文化创意活动丰富了大学生们的课余生活，提升了当

代大学生的人文素质，营造出积极向上、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和社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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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颁奖仪式在图书馆

大厅举行 

2012 年 5 月 9 日中午，图书信息中心开展了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颁奖仪式。颁奖仪式

在图书馆一楼大厅举行，颁奖活动由乐思诗老师主持。中午十二点半，图书信息中心主任

王平尧为 2011 年度读书之星，书签设计大赛获奖者和信息检索大赛获奖者颁发了奖状。

本次系列活动共有 39 位学生获得了各项奖项。 

为期两个月的系列活动得到了图书馆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其中采编部开展了十佳励志

电影推送、学生读者座谈会，流通部开展了 2011 年度读者之星评选活动，期刊部开展了

阅读问卷调研，信息服务部开展了信息检索大赛，并协同读书协会开展了书签设计大赛。 

同学们都热情地参与到活动中来，相信通过这样活动能够提高我院师生的人文底蕴和审美

修养，让校园回归到阅读的本真，我们继续努力营造内涵丰富的校园文化，在一系列活动

中建设师生读者的精神家园，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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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信息中心为海天学院老师们开展电

子资源利用讲座 

5 月 10 日下午，图书信息

中心为海天学院老师做了文献

信息检索讲座，讲座大约 40

分钟，内容包括图书馆电子资

源简单分布，机电模具相关文

献资源的利用，校外文献资源

的查找以及影响因子、他引率

和收录查询。该讲座受到了海

天学院老师们的关注和欢迎，

在讲座中间，很多老师提出问

题并互相讨论。今后图书信息

中心还将不断地发挥信息资源

优势，采取各种主动为用户提

供咨询服务的方式。 

 

图书信息中心流通部开展“借书一条龙”

服务 

宁职院图书信息中心始终坚持“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工作宗旨，积极探索更加便捷

和人性化的服务方式。本学期，针对学院部分老师因工作繁忙，想来借阅图书资料而又没

有时间的特殊情况，流通部工作人员通过 QQ 或电话接收索书清单，帮助老师们在书库找

书，代办借书手续，并将所借图书送至老师们的手中。 “借书一条龙”的服务工作已经开

展了近半年，这一举措深受老师们的一致欢迎和赞许。图书信息中心，将根据师生读者的

具体情况和需求，不断拓展服务领域，积极做好文献资源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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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信息中心开展“影响力”讲座 

2012 年 5 月 17 日下午，图书信息中心贡老师应素质拓展部的邀请，在 2 号楼 503 教

室为大家开展了一次题为“影响

力”的讲座，共有 200 多位同学

前来听讲。贡老师对影响力的相

关问题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

并举了一定的案例，包括互惠、

承诺与一致、社会认同、喜好、

权威、短缺六种影响他人的武器。

同学们通过讲座受益匪浅，在生

活中他们会更多地阅读和思考，

并结合讲座内容提高对这六种影

响力的辨别能力。 

图书信息中心开展职工联欢活动 

今年 3 月底，宁职院原图书馆与原教育资源中心合并成立了图书信息中心。围绕“互

相认识，加强交流”的主题，5 月 18 日下午，图书信息中心开展了首次职工联欢活动。本

次活动包括采摘桑果和聚

餐两部分，旨在促进图书

信息中心教师之间相互认

识，互相交流，提高教师

的团队意识，从而促进各

项工作有效开展。同时，

也是在紧张的新馆建设工

作之余，给大家一个放松、

休闲和交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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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信息中心开展英语学习考试库利用

的讲座 

为了使我院学生了解图书馆购买的英

语学习资源，2012 年 5 月 24 日，图书信

息中心邀请了宾果英语学习数据库的李成

老师做了银符英语考试资源库和冰果英语

资源库利用的讲座。 

整场讲座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

李老师给大家介绍了银符考试库的简介、

英语考试库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让学

生们懂得了本数据的简单使用方法。李老

师随后给大家介绍了冰果英语的各种功

能，包括各个模块：能力提高、词汇、考

试备考、休闲娱乐、新闻等。冰果英语英

语学习的方法，使同学们对英语学习兴趣

十足。第二部分：图书馆信息中心贡老师给大家做了“英语学习资料的检索与利用”的讲座，

从英语学习的各个角度给大家介绍了网络上的有关学习资源，包括英文报刊网站练习阅读、

speak2me 网练口语、海词词典记单词、视频网站练习听力、开放课件学习专业英语等。 

在一个多小时的讲座中，同学们认真听讲，并做了相关笔记，进行了提问和互动。本

次讲座将有助于学生们找到提升英语应试能力的方法，并且让大家知道如何快乐地学习英

语。 

宁职院图书信息中心为数字科技园区开

展信息资源利用讲座 

为了响应学院校企合作、服

务地方企业的号召，我院图书信

息中心利用现有资源，发挥自身

优势积极为地方企业服务。 

    2012 年 6 月 20 日下午，

我院图书信息中心乐老师、应老

师、陈老师为数字科技园区企业

开展文献信息利用讲座。此次讲

座以服务地方企业为主题，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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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科技园区企业介绍了我院新馆建设情况，新馆的布局，现有纸质和电子资源，以及资源

访问方式和利用途径等。通过这次讲座，既宣传了图书信息中心服务文化，又深入地了解

了企业的信息需求，为图书信息中心进一步开展服务地方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式，取

得了良好的成果。 

图书信息中心第十

一届趣味运动会圆

满结束 

2012 年 6 月 18 日到 21 日，图书信息中

心工会组织了期末师生趣味运动活动。此次

活动的主题是“快乐、团结----更好地提升业

务素质！”，比赛分为集体项目和部门个人项

目两个运动类型。前三天各个部门分别举行了“找书比赛”、“图书加工比赛”和“信息检索比

赛”。21 日中午，图书信息中心所有工作人员、学生管理员和部分志愿者参加了集体比赛--

--拔河比赛，每一个队的每一个成员为了荣誉，积极协调比赛队伍排列，争取获得胜利。

最后，王平尧主任宣布：流通一队获得集体一等奖，流通二队获得集体二等奖，采编队和

期刊队获得集体三等奖。在欢乐的氛围中，图书信息中心也为集体和部门个人项目中得奖

的人员颁发了丰厚的奖品。 

趣味运动会旨在加强老师、学生管理员和志愿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加强各部门之间

的团队协作精神。同时，鼓励大家再接再厉，熟练专业技能，促进平时服务工作更好地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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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科技职业学院苏孝永院

长一行来我院考察交流 ◊ 

2012 年 3 月 20 日下午，温州科技职

业学院苏孝永院长、白朴馆长一行七人来

我院考察交流，大家在西校区多媒体会议

室就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多方面交流。 

我院张学库院长致欢迎词，并介绍了

学院的基本情况、办学特色以及近年来取

得的成绩。随后，我院图书馆馆长袁豪杰

对图书馆近年来 ISO 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以

及信息服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介绍，学

报编辑部主编何静就我院学报建设过程中

所走过的历程进行了经验介绍。温州科技

职业学院苏院长则从专业定位、科研力量、

实训条件和发展方向等方面介绍了学院的

情况。之后，大家就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进

行了深入交流和沟通。 

 

通过此次经验交流，充分体现了我院

国家级示范校的示范引领作用，同时增进

了与兄弟院校间的沟通，互通有无，取长

补短，为我院“后示范”建设，进一步增

强辐射带动作用提供助力。 

◊我院图书信息中心一行 7 人

宁波诺丁汉大学图书馆考察 ◊ 

2012 年 5 月 9 日上午，我院图书信息

中心主任王平尧带队一行 7 人前往诺丁汉

大学图书馆考察。诺丁汉大学图书馆闫馆

长热情接待了我们，闫馆长介绍了诺丁汉

大学图书馆的基本情况和学院的管理模

式，并就我们提出的问题给予了详细解答。

同时，该馆采编部和流通部的老师跟我馆

老师进行了对口交流。随后闫馆长带我们

参观了图书馆，其中新书通报栏目和信息

共享空间设置的非常有特色，成为图书馆

的一大亮点，也受到学院师生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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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信息中心一行 6 人去上海相关图书馆考察 ◊ 

  为了更好地推进宁职院新馆建设工作，做好新馆各类家具、设备设施的采购，并深入

思考新馆的文化设计和布局，5 月 10 日-11 日张学库院长带领图书信息中心一行 6 人来到

上海相关图书馆进行参观考察。上海师范大学奉贤校区、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复旦大

学上海视觉艺术中心和上海政法学院的图书馆馆长热情接待了我们，并对他们各自图书馆

的布局、家具、设备和特色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这些新建图书馆均有各自的设计元素和创

新理念，对我院新馆建设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考察结束后，图书信息中心将在阅览空

间布置、文化设计等各方面结合设计公司，提出自己的理念，力求打造一流的高校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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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库院长等一行 7 人前往新图书馆工

作实地考察◆ 

2012 年 4 月 17 日上午，张学库院长、图书信息中心主任王平尧、图书馆馆长袁豪杰、

学院办公室主任张卫明、学工部部长郭华恬等一行 7 人来到“北仑区—宁职院图书馆”工地

考察，并对新馆建设布局等相关工作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研究。目前，我院新馆建设已经进

入结顶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建筑装修。张学库院长在建筑工地就我院新馆二楼平台的

设计，新馆大厅的格局，以及

主要楼层的空间布局谈了一些

建议，同时指出在二楼空旷的

平台可以让学工部工作人员来

考察，并设计成学生的休闲、

演讲、活动的场所。随后，大

家对新馆内部进行了考察，王

平尧主任对内部格局提出了自

己一些改进的想法。负责新馆

文化建设的袁馆长对新馆文化

展示和布置提出了自己的两套

基本方案，希望通过文化布置

展示出我院的校园文化、北仑

区的港口文化，及宁波的区域文化。 

  

◆图书信息中心邀请三位专家对新馆建设

进行指导和论证◆ 

2012 年 4 月 19 日，我院图书信息中心邀请了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秦邦廉馆长，上

海师范大学吴志荣馆长和上海政法大学毕秀水馆长来我院对目前的新馆建设进行指导和论

证。 

     上午 10 点左右专家们来到我院，在会议室听取了信息中心主任王平尧老师关于新馆布

局的汇报和一些新的想法。随后，在张学库院长的带领下大家来到新馆建设工地，袁豪杰

馆长联系了北仑区工务局史经理来工地对各个功能区域做了具体介绍。三位专家不顾旅途

劳累和建筑工地难行，在我院新馆的工地进行了仔细考察，并就具体问题询问了史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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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1 点半，图书信息中心办公室主任周萍英老师就新馆家具采购和建设情况做了汇

报，随后袁豪杰馆长从文化的角度，阐述了新馆在装修装饰上的文化寓意和点缀。三位专

家听取了几位老师的汇报后，分别从馆藏发展、信息共享空间建设、学院与北仑区相结合

的文化设计、平板电脑借阅发展趋势、多媒体视听室投入等方面给了具体详实的建议，同

时对我院新图书馆目前的框架和建设情况给予了肯定，希望我院能够把握当前的契机，把

新馆建设成标志性文化设施，在思想、理念等方面开拓更多全国首创。工务局史经理在听

取专家意见后，根据王平尧主任的思路，对新馆布局进行了局部调整和改进。张院长指出

专家们就新馆建设给了我们很多的意见和建议，工务局的史科长也参与了今天的讨论。今

后，我们还要更多地联系专家们，多听意见多思考，减少建设工作中的遗憾。 

 

 

 

 

 

◆图书信息中心面向学生开展新馆建设座

谈会◆ 

4 月 28 日中午，图书信息中心召开一年一度的读者座谈会。本次座谈会由采编部高老

师主持，图书信息中心主任王平尧给我院学习部部长、各分院学生代表、读书协会同学讲

解了正在建设中的新图书馆的布局和功能。同学们听了以后认为新图书馆很完美，超出他

们对于图书馆的预料。大家也积极参与讨论，提出了他们的一些意见和想法。王主任就同

学们提出的问题给予了解答，并指出大家的思维要发生一种变革，不要局限在传统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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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中，未来的图书馆是传统和数字化相结合的图书馆，是学习的空间也是休闲的空间，

有安静的学习，也有讨论式的学习。本次会议拓展了同学们的视野和思维，也促使大家更

好地参与和关心我院的新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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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Wire Press 

链接 http://highwire.stanford.edu/ 

简介 

HighWire Press 是全球最大的提供免费全文的学术文献出版商，于 1995 年由美国斯坦

福大学图书馆创立。目前已收录电子期刊 1014 种，文章总数已达 410 多万篇，其中超过 159

万篇文章可免费获得全文，这些数据仍在不断增加。 

通过该界面还可以检索 Pubmed 收录的期刊。 

页面对每种期刊的免费程度都有注释： 

1）标识为 free trail 的期刊表示在一段时间内提供免费试用的期刊； 

2）标识为 free 的期刊表示是免费期刊，可以获得该刊的所有电子版全文； 

3）标识为 free issues 的期刊表示可以免费获得该刊过刊的全文，时间从几个月前到两年前，

各刊不一。 

检索指南  

1、快速检索（Quick search）：主页中默认的 search 检索：提供的检索字段包括：Author, 

Keywords, Year, Vol, Page； 

可选择检索范围： 

（1）My Favoriate Journals（我关注的期刊，这项功能必须首先注册个人用户，并选

择自己关注的期刊） 

（2）HighWire-hosted journals  

（3）HighWire-hosted journals+Pubmed。 

2、高级检索（advanced search）：点击主页选择栏中“Search”按钮进入 

  包含了快速检索的所有检索项，提供的检索字段比快速检索增加了 Title，Abstract，

Full Text，并可选择各字段内输入的检索词的关系：any（相当于 OR）、all（相当于 AND），

phrase（输入的为词组）； 

  还可限制检索结果的年限和文献类型（所有文章、只是评论文章）； 

  检索结果的显示格式：标准格式、压缩格式，并可选择每页显示的记录数，选择结果排

序方式（按相关度、按出版时间）。 

3、按学科浏览（Browse articles） 

  可按生命科学、医学、物理、社会科学浏览全文；点击“Topic Map”，可检索更多的学

科名，也可浏览更多细分的学科名（学科名称后显示“+”，则可继续细分），直接点击细分

的学科名即可浏览该学科的文章。 

4、期刊浏览（Browse journals） 

http://highwire.stanfo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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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按刊名（alphabet）、学科（Topic）、出版商（Publisher）、其他（other lists）浏览

期刊。 

DOAJ 

链接 http://www.doaj.org/ 

简介 

DOAJ(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开放获取期刊目录)是由然瑞典兰德(Lund)

大学图书馆创建和维护的开放获取期刊目录。该目录涵盖了免费的、可获取全文的、高质量

的学术期刊。他们的目标是收集所有学科和语言的开放获取期刊，要求期刊均要有 ISSN 号，

而且必须实行质量控制（有编辑或同行评议），期刊来自学术、政府、商业、非盈利性私人

等领域。 

DOAJ 的优势在于收录的期刊的有着严格的质量控制，包括很多 SCI 收录的期刊。DOAJ

收录的 OA 期刊数量非常多，属于目前最好的的 OA 期刊目录网站。 

目前 DOAJ 除了查询 OA 期刊外，还可以查询部分期刊的文章内容。日前 DOAJ 收录了

5691 分学术期刊，其中 2436 份期刊可以搜索到文章内容，大概有 478311 篇论文。DOAJ

期刊品种和论文数量都在持续增加，内容涉及所有学科。是一个为全球研究和教育领域提供

服务的、最大的开放获取期刊目录。 

收录的主题包括： 

Agriculture and Food Sciences 

Arts and Architecture 

Biology and Life Sciences 

Business and Economics 

Chemistry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General Works 

Health Sciences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Physics and Astronomy 

Science General 

Social Sciences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检索指南 

1、期刊论文检索：通过网站首页左侧导航区 Find articles 栏目可以通过输入关键词检索期

刊论文的标题、作者、关键词、文摘、期刊名称、ISSN 或以上全部字段进行检索。提供两

个逻辑组配。检索结果记录为论文题录，点击对应的浏览详细记录，点击 获取全文。 

2、开放获取期刊检索：针对期刊的检索可以直接在网站首页的期刊检索框中输入关键词在

全部字段中进行检索（等同 All fileds）。全部字段包括期刊名称、关键词、所属学科、ISSN

http://www.doa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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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出版者、语种、国家等字段。也可以点击左侧导航区 Find Jjournals 栏目进入专门的期

刊检索与浏览页面。 

3、开放获取期刊浏览：有两种浏览模式，一种是通过期刊名称首字母进行浏览。另一种是

通过学科领域进行浏览。点击 Expand Subject Tree（扩展学科树）能看到更细分的学科和

期刊种数。 

arXiv 

链接 http://arxiv.org/ 

简介 

arXiv 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能源部资助, 于 1991 年 8 月由美国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建立的电子预印本文献库。其建设目的在于促进科研成果的交流与共

享，帮助科研人员追踪本学科最新研究进展，避免研究工作重复等。目前的 arXiv 落脚于康

乃尔大学[1]，并在全球各地设有镜像站点。网站在 1999 年改名为 arXiv.org 。 

中国的镜像站点是 http://cn.arXiv.org。目前包含物理学、数学、非线性科学、计算机科学

等四个学科共计 50 多万篇预印本文献。arXiv 的更新频率很高，几乎是每日更新。 

arXiv收录内容：收录的论文除作者提交的外，还包括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Institute 

of Physics 等 12 种电子期刊全文，但不包括非学术性信息，如新闻或政策性文章等。 

arXiv 著录项目：著录项目包括：文献出处、收录时间、arXiv 存档号、标题、作者、文

摘、学科主题分类，并提供参考文献和被引情况的链接。数据库的全文文献有多种格式（例

如 PS、PDF、DVI 等），需要安装对应的全文浏览器才能阅读。尤其是 PS 格式，要求在 UNIX

系统下安装 PS 格式的浏览软件。因此，建议大家选择较为通用 PDF 格式浏览全文。 

arXiv 特色：研究者按照一定的格式将论文进行排版后，通过 E-mail、FTP 等方式、按学

科类别上传至相应的数据库中。要说明的是，送入预印本库中的论文均未经过任何审核，也

没有任何先决条件决定哪些论文可以送入 e-print arXiv 数据库中，实际上这是默认了文责

自负的原则。收入该数据库中的论文可以随时受到同行的评论，论文作者也可以对这种评论

进行反驳。论文作者在将论文提交 e-print arXiv 的同时，也可以将论文提交学术期刊正式

发表。论文一旦在某种期刊上发表，在 e-print arXiv 的该论文记录中将加入正式发表期刊

的有关信息。 

检索指南 

1、WWW 界面检索方式：用户可通过学科、标题、作者或关键词检索所需文献。 

（1）选择学科范围：选择物理、非线性科学、数学或计算机科学；           

（2）点击“Search”，进入检索界面； 

（3）选择文档、时间范围和每屏显示的检索结果数； 

（4）输入检索词，通过下拉式菜单和逻辑检索（AND、OR、AND NOT）的组合使用，可以

将检索词限定在文摘、标题、作者、评论、参考文献、主题分类或全部范围内。逻辑检索（AND、

OR、AND NOT）使用方法与其他数据库相同。另外，检索式中含有“^ _ { } + -”等符号是

能够被检出的，但是“（ ） =”等符号和单一字母、单一数字都不能检出； 

（5）单击“Do Search”键或回车键就可以检索出相关资料； 

（6）在检索结果中选择 PS、PDF 或其他格式阅读、下载全文。 

2、E-mail 检索方式： 通过 E-mail 将检索结果送到用户的信箱中。 

http://arxiv.org/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A%B7%E4%B9%83%E7%88%BE%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A%B7%E4%B9%83%E7%88%BE%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ArXiv#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F%A1%E5%83%8F%E7%AB%99%E9%BB%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9%E5%B9%B4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 18 ~ 

（1）检索（find）文献，例如要检索作者“Harvey”在 1994 年 hep-th 中的全部论文，则

可发出如下邮件：To: hep-th@arXiv.org 

        Subject: find Harvey 94 

（2） 获取（get）全文，例如要获取 hep-th 中的 9603067 号文献，则发出如下邮件：To: 

hep-th@arXiv.org 

        Subject: get 9603067 

（3）用户还能通过注册选定自己感兴趣的学科范围，一旦有更新的论文，则会用 E-mail

通知用户。 

3、Catchup 界面检索方式：通过该方式可迅速检索出某学科某主题某年某月某日所收录的

全部论文，但是该方式仅在主站点 http://arxiv.org/ 提供服务，从主站点的主页或检索页

面均可进入。检索步骤： 

（1）在主页检索栏中选择学科范围，点击“Catchup”进入该页面； 

（2）选择学科主题，时间（年、月、日）及选择是否具有文摘； 

（3）单击“Do Catchup”或回车键就可检索出相关结果； 

（4）在检索结果中选择 PS、PDF 或其他格式阅读、下载全文。 

4、arXiv 存档号检索方式：用户如果知道 arXiv 存档号，则可以直接从浏览器中键入：

http://arXiv.org/abs/arch-ive/yymmnnn 进行检索。 

http://arxi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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