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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背景

 全网域的资源分布

− “拥有”Own             实体

− “使用”Available       在线使用

 多种资源获取需求（Get  It）

− 借书

− 在线阅览



平台简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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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数据

数据集合
massive data

有序展示

获取全文

借书



平台简介：背景

• 实体资源（Physic  Items）

− 图书 440.5万册

− 期刊（合订本） 44.5万

− 博士论文 14.3万

− 硕士论文 34.6万

− 博士后出站报告 0.7万

− 其他



平台简介：背景

• 电子期刊（E-Journals）14.1万种
− 中文电子期刊 3.6万

− 外文电子期刊（英语为主） 10.5万

− 电子期刊全文 数十亿

• 电子图书（E-Books）2125万

− 中文电子书 330万

− 外文电子书 1795万



平台简介：背景

• 典型资源
− Springer Nature

− Elsevier

− Taylor & Francis

− John Wily

− Web of science 

− Scopus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English)



平台简介：访问地址

https://tsinghua-primo.hosted.exlibrisgroup.com/primo-explore/search?vid=86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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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1：借书（纸本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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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1：借书（纸本资源）

结 果 列 表

Key Point：”在架”
Action:  馆藏地 +索书号
Example:  “西馆（逸夫馆）一层新书及常用书阅览室
（西112）o1 2 =2）”     是字母O



应用场景1：借书（纸本资源）

结 果 列 表



应用场景1：借书（纸本资源）

• 西馆（逸夫馆）
• 北馆（李文正馆）
• 文科馆

• 老馆
• 金融馆
• 美术馆
• 经管馆
• 法律馆
• ……



应用场景1：借书（纸本资源）

结 果 列 表



应用场景1：借书（纸本资源）

“预约” 请求会触
发系统向持书人发出催
还通知。如果已有多个
预约，新增的预约请求
进入预约队列，不对持
书人再次发出催还通知。
直到读者将书还到图书
馆，系统会按队列自动
通知到预约人。



应用场景1：借书（纸本资源）--应用过滤器



应用场景1：借书（纸本资源）--案例1



应用场景1：借书（纸本资源）--案例1

2000990129具备借出权限，可借8周

Thuddoutf不具备借书权限



应用场景1：借书（纸本资源）--案例1

政策

• 登录前
− 登录查看借阅政策

• 登录后
− 一周出借
− 八周出借
− 馆内阅览

政策
是否可以借书，借几本书，取决于：用户身份和馆藏地政策。
一般情况下，本校通过INFO认证的读者可以从主馆和6个专业
分馆借政策为“可外借”的图书。总借书量为100册，预约数
量为6册。
更多：http://lib.tsinghua.edu.cn/service/circulation/circulation_rule.html



应用场景1：借书（纸本资源）--案例1

索书号
D912.6 FM85  一般情况下出现在书脊，不唯一，用户

凭此号可以方便找到图书和同类图书



应用场景1：借书（纸本资源）--案例1

条码（ BARCODE）
E06235611  一般情况下出现在书封，唯一，图书馆凭
此号管理单册数据。



应用场景1：借书（纸本资源）--案例1

状态
代表当前单册数据的状态，共12种。其中，“在架上”
表明图书准备好了，“预约在架”会给预约用户发通知，
通知中告知取书地点。

状 态

在架上

外借中 其他读者借出

转运中 通还处理

预约在架 在预约架上，邮件微
信会通知取书地点

订购中 后台处理

编目中 后台处理

装订中 后台处理

修复中 后台处理

技术处理中 后台处理

挂失 读者丢失

查找中 实物未在架上

丢失 确认实物丢失



应用场景1：借书（纸本资源）--案例2

一般情况下，无法找到索书号的图书为订购中图书。图书馆每年会采
购8-10万册纸质图书；图书馆每年也会根据用户使用量补订图书。
订购周期跟书商备货有关，有时时间较长。



应用场景1：借书（纸本资源）--案例2

一般情况下，显示“编目中”的图书已到馆，读者可以申请急编服务。
图书馆承诺3天内完成急编图书的处理。
http://lib.tsinghua.edu.cn/dra/node/4

http://lib.tsinghua.edu.cn/dra/node/4


应用场景1：借书（纸本资源）--案例2

区分“预约”与“请求”



应用场景1：借书（纸本资源）--案例2

一般情况下，无法找到索书号的图书为订购中图书。图书馆每年会采
购8-10万册纸质图书；图书馆每年也会根据用户使用量补订图书。

一般读者预约图书量不超过6册

6



应用场景1：借书（纸本资源）--案例3

联系portal@tsinghua.edu.cn



应用场景1：借书（纸本资源）--小结

1.检索图书（限定范围）

2.利用“过滤器” 定位图书（Optional）

3.按“在架”标识“**馆 **区（K02-49…）”借书

4.按“不可获取”标识预约图书



应用场景1：借书（纸本资源）--练习

检索“章毓晋”“人类简史”相关图书



应用场景1：借书（纸本资源）--练习

GET技巧：

“”半角引号的作用

章毓晋
Or “章毓晋”

“多版本”作用

人类简史
Or人類大歷史



应用场景1：借书（纸本资源）--练习

GET技巧：

“在线资源”妙用 “外部链接”
“排序方式”



应用场景2：在线看书（电子资源）



应用场景2：在线看书（电子资源）



应用场景2：在线看书（电子资源）



应用场景2：在线看书（电子资源）



应用场景2：在线看书（电子资源）

结果细览页面 学术推荐



应用场景2：在线看书（电子资源）

对电子资源：
• 在线全文
• 在线查看
• 链接
• DOI（来源位置）
• 原文查找

都可以帮助我们找
到全文

发送到
新增RIS导出格式



应用场景2：在线看书（电子资源）

DOI和链接是最快捷的方式，但并不是每一家数据源都支持。

http://doi.org/10.1016/S0001-2092(06)61990-X

https://doi.org/10.1016/S0001-2092(06)61990-X


应用场景2：在线看书（电子资源）-练习

• Enhanced electron dephasing in three-dimensional 
topological insulators

•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 of the Quantum Anomalous 
Hall Effect in a Magnetic Topological Insulator

• Gate-Variable Mid-Infrared Optical Transitions in 
a (Bi1−xSbx)2Te3 Topological Insulator

• Sampling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 Materials science. Low-loss plasmonic metamaterials



应用场景2：在线看书（电子资源）-练习

资源范围：学术出版社/大学出版社/预印本/CrossRef

• 中文全文期刊：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万方数字化期刊
• 外文全文期刊：Nature Science Cell ACS IOP JSTOR   陆续增加中



应用场景2：在线看书（电子资源）-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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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范围：



应用场景2：在线看书（电子资源）

GET小知识：

“related reading”
“Citation”
“Endnote”
“Cite in this”
“查看全部”



应用场景2：在线看书（电子资源）

GET小知识：

APA: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

美国心理学会期刊 自然科学
MLA: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现代语言学会期刊 人文学科



应用场景2：在线看书（电子资源）

GET全文技巧：

“DOI”妙用
http://doi.org/10.1016/S0001-2092(06)61990-X

https://doi.org/10.1016/S0001-2092(06)61990-X


1.检索电子资源（限定范围）

2.利用“过滤器” 定位在线全文（Optional）

3.按“在线全文”指引获取全文

4.获得更多辅助信息：引用、相关、引文格式、收录

应用场景2：在线看书（电子资源）-小结



应用场景3：找书（海量资源）--练习

高级检索“段文晖”or “duan wenhui”

检索“Stephen William Hawking”



应用场景3：找书（海量资源）--练习

检索“Data from: Capturing the crystal: Prediction of 
enthalpy of sublimation, crystal lattice energy, and 
melting points of organic compounds”

https://tsinghua-primo.hosted.exlibrisgroup.com/primo-explore/fulldisplay?docid=TN_ands984235&context=PC&vid=86THU&lang=zh_CN&search_scope=default_scope&adaptor=primo_central_multiple_fe&tab=default_tab&query=any,contains,Data from: Capturing the crystal: Prediction of enthalpy of sublimation, crystal lattice energy, and melting points of organic compounds&sortby=rank&offse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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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个人空间：管理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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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个人空间：管理个人信息



管理个人空间：管理个人信息



管理个人空间：管理个人信息



管理个人空间：管理个人信息



管理个人空间：管理个人信息



管理个人空间：管理个人信息



管理个人空间：邮件接收流通通知

邮件可以接收6种类型的通知：

到期提醒、过期通知、预约取书、取消预约、预约催还、现金收据
即将开启：数字化传递服务



管理个人空间：如何绑定微信

水木搜索首页面提供了大量的在线文档



管理个人空间：微信接收流通通知

通知类型 通知方式 邮件通知时间 微信通知时间 备注

到期提醒 邮件/微信 23：00 9：00开始

过期通知 邮件/微信 02：00 9：00开始

预约取书 邮件/微信 实时 9：00开始

请求取消 邮件 实时 请求取消邮件，实时

借期变更 邮件/微信 实时 9：00开始 预约催还 假期规则

现金收据 邮件 实时



流通通知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读者在图书馆借书，有义务按期归还。

•推荐使用清华大学提供的邮箱，正确的邮箱 原来想强制；
**@mails.tsinahua.edu.cn

•来不及还书，网上续借

•通知有限度



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