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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息访问的权限（免费 OR 收费）

2.开放资源与开放科学（OA资源）

3.一般搜索引擎（高级）

4.学术搜索引擎

5.科学评价与利用

主要内容



1. 信息访问的权限

现在是一个开放、免费的信息时代吗









信息访问的权限

网络学术资源的分类

 一种是商业资源（commercial resources）

读者访问权限有限制，需要订购——可以是机构或国家付费，经过出版商的授权许可，提供
给个人使用；有些也可以通过个人付费使用

 第二种是开放获取资源 (open access resources)

读者免费使用、不受限制的资源（本讲的主题）



2. 开放资源与开放科学

免费、学术资源、特征



从佩雷尔曼获奖说起

2006年8月，国际数学家大会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国际
数学联合会将菲尔茨奖(Fields Medal)授予俄罗斯数学家佩
雷尔曼（G. Perelman）。该奖项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
奖”

然而，这位数学家却拒绝领奖。~~这件事引发公众的好
奇：佩雷尔曼是怎样的一位数学家？他究竟因何获奖？

http://baike.baidu.com/view/1663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202.htm


原来…

从2002年底到2003年初，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佩雷尔曼先后
发表了三篇文章，成功破解了数学界著名难题——庞加莱猜想
（ Poincaré conjecture）

此研究被《自然》杂志评为2003年科学界十大进展之一

而他的3篇重量级学术论文发表在哪里呢 ~~

http://baike.baidu.com/view/250451.htm






开放获取

Open access，简称OA，是指通过公共网络可以供所有用户免
费使用，包括阅读、下载、复制、传递、打印、检索全文信
息。

“free availability and unrestricted use” （PLOS）免费获取，不限
制使用

最大程度上去除商业出版的壁垒，促进科学交流

最开放的学术交流模式：无限制，无障碍
最迅速的学术交流模式：Working papers, preprint…





传统学术出版商推出开放获取政策

随着开放获取运动的发展，不少商
业出版公司也推出了开放获取政策

——对于用户来说，这意味着商业
的数据库平台中也可能有少部分是
开放使用的！

——对于作者来说，在投稿时有两
种选项：传统模式 OR 开放模式





开放获取政策

基金资助机构

科研机构



JCR中
OPEN ACCESS期刊
1738种



开放获取资源

开放获取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s,简称OAJ）

如非盈利组织PLOS出版的期刊，也有商业机构如BioMed
Central出版的生物医学期刊

开放获取仓储（open access repository,简称OAR)

基于机构的，如哈佛大学的机构库DASH

基于学科的，如前面讲的ArXiv电子印本库

整合以上资源的检索工具、门户类资源

如集成开放获取期刊的网站DOAJ，集成开放获取仓储的
门户网站OpenDOAR

出版模式

金色开放获取

开放获取期刊、以及传统
期刊中选择开放获取模式

绿色开放获取

开放获取仓储



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the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PLOS)8种开放获
取期刊
PLOS Biology （IF9.8, APC 2900$）
PLOS Medicine
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
PLOS Currents
PLOS Genetics
PLOS Pathogens
PLOS ONE
PLOS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

http://journals.plos.org/plosbiology/
http://journals.plos.org/plosbiology/
http://journals.plos.org/plosmedicine/
http://journals.plos.org/ploscompbiol/
http://currents.plos.org/
http://journals.plos.org/plosgenetics/
http://journals.plos.org/plospathogens/
http://www.plosone.org/
http://journals.plos.org/plosntds/










资源类型



学科分布



开放的学术生态



预印本



参考报道：https://www.antpedia.com/news/73/n-2354573.html

https://www.antpedia.com/news/73/n-2354573.html


国内平台



不少大学学位论文免费开放！

学位论文



专利



国家标准



研究报告



政府信息

政府公告、统计数据、法律法规等



开放数据



教学资源

MIT开放课程资料
http://ocw.mit.edu/



名校公开课、MOOC、精品课

学堂在线http://xuetangx.com 

中国大学MOOC http://www.icourse163.org/

https://www.edx.org/

https://www.coursera.org/

https://www.edx.org/
https://www.edx.org/


建议

 充分认识开放获取的重要性

 积极利用各种开放获取资源

 积极参与科学交流与知识共享，做开放科学的共建者

不少研究表明，在开放获取资源平台发布研究论文，可以尽早宣布知识发现
的优先权，还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文献被发现和被引用率！（当然还要注
意具体开放获取的政策、遵守相关规定）

谨防假冒、掠夺性期刊

 客观评价开放资源



化学领域预印本平台ChemRxiv.org网站：科研人员使用ChemRxiv发表成果的八项益处

1.Gather feedback and context from fellow scientists

收集同行科学家的反馈及相关信息

2.Rapidly disseminate work to a wide audience

迅速向广大受众传播成果

3.Establish the priority and precedence of a discovery

确立发现的优先权顺序

4.Boost the visibility of research findings

提高研究成果的可见性

5.Find potential collaborators and hold interdisciplinary discussion

寻找潜在的合作者并进行跨学科的讨论

6.Document research results for grant reviewers in advance of publication

在正式出版前向基金审稿人提供研究结果证明

7. Facilitate rapid evaluation of results

促进快速评估结果

8.Spot trends and encourage a broad range of constructive feedback

观察趋势并鼓励广泛的建设性反馈

https://www.dimensions.ai/products/freehttps://www.dimensions.ai/products/free



3. 一般搜索引擎

你用的高级吗？



百度的这个界面，你用过吗？



图片搜索——看图识图？

一种鸟，什么类？

一副名画，谁画的？

一个地标建筑，这是哪里？



实例1：3D打印有没有相关的行业标准？

3D打印 标准

技巧提示：提炼关键词，多个关键词用空格隔开，表示“逻辑
与”的关系

3D 打印也叫“增材制造”



标准 (3d打印 | 增材制造)



高级搜索：逻辑运算——提高搜索效率

逻辑与，A空格 B

逻辑或，A | B

逻辑非，A - B

精确匹配，“AB”

http://www.baidu.com/gaoji/advanced.html


实例2：查“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的信息

精确匹配：固定的短语检索，用双引号

提高查准率

“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



实例3：查阿尔茨海默症治疗仪相关的信息

阿尔茨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症

治疗仪 (阿尔茨海默病 | 老年痴呆症)

逻辑或

注意：广告信息！谨慎评估！



实例4：查区块链、以太坊，但不涉及比特币的信息

区块链以太坊 -(比特币)

逻辑非



字段检索 高级搜索

实例5：搜索清华大学网站上关于新冠疫苗的信息

site：限定在某个特定的域或站点中进行检索

格式：检索词 site：域名

检索式：新冠疫苗 site:tsinghua.edu.cn

http://www.baidu.com/gaoji/advanced.html


实例6：需要找关于碳中和的讲稿

filetype：限定命中文件的类型

格式：filetype：文件类型检索词

检索式：碳中和 filetype:ppt

常用：ppt, pdf, doc, xls,---



4. 学术搜索引擎
全面、高效





Google Scholar 谷歌学术



Google Scholar可以搜索什么？

Stand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Google Scholar provides a simple way to broadly search for scholarly 
literature. From one place, you can search across many disciplines and 
sources: articles, theses, books, abstracts and court opinions, from 
academic publishers, professional societies, online repositories, 
universities and other web sites. Google Scholar helps you find relevant 
work across the world of scholarly research.



Google Scholar可搜索的资源

检索大量免费的学术文献：开放获取期刊、预印本存
储库、机构库等，比如arXiv, SSRN, RePEC

同时也可检索商业资源：Nature、Science、Elsevier、
SPRINGER等等，中文资源也有，三大中文数据库：知网，
万方，维普的文献资源



被引用、创建快讯、get via Tsinghua Library



百度学术（http://xueshu.baidu.com）

http://xueshu.baidu.com/




实例1：获取全文
Simultaneous densitometric determination of artemisinin, 

artemisinic acid and arteannuin‐B in Artemisia annua using 
reversed‐phase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P Bhandari, AP 
Gupta, B Singh… - Journal of separation …, 2005



分析：无论来自哪个期刊，哪个数据库，是免费或收费
的，用百度搜索可以快速定位和获取

免费资源（开放获取资源）

有商业资源，但是有网站提供免费版本访问

有商业资源，本馆订购可访问



实例2：查某课题方面文章
例：检索Chinese medicine 用于covid-19治疗相关的英文
文献



结果分析



如何正确引用这篇文章？



优点

检索结果页面信息丰富：

排序方式：按被引量排序

学科领域：精炼到某一学科

热门期刊

活跃机构



微软：必应学术搜索
http://cn.bing.com/academic



Dimensions：https://www.dimensions.ai/products/free/

https://www.dimensions.ai/products/free


新型学术评价：Altmetrics
补充计量指标: 新技术环境下除传统指标（论著数、引用量、影响因子等）外的使用、传

播等，特别是社交媒体（Social  media）转发与评论来评价学术成果的影响力

优点：论文级、更迅速、大众性，对传统计量的补充

越来越多的年轻科学家拥抱新媒体；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

弊端：

学科差异：与社会热点话题相关的研究容易获得高影响力…

不同网络平台的特征、可比性

数据质量难以保障



小结：学术搜索引擎

文献调研~~收录范围非常广，提高查全率，有
时还有一些意外收获

获取文献~~快速定位全文

这些都是免费的、开放的，时刻能使用的！



5.科学评价与合理利用



百科知识：真 OR 假？
2014年4月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这样
一则新闻

清华大学化工系大二学生王润佳惊讶地发现，百
度百科词条中对PX的描述竟是“剧毒”。

原来，3月30日，广东茂名PX事件发生当天凌晨，
有人悄然将百度百科词条中PX毒性由“低毒”改
成“剧毒”。有网友多次对恶意篡改行为进行客
观更正，但连续几次又被人改成“剧毒”。

此后，清华化工系学生近10人昼夜自发捍卫PX低
毒属性这一科学常识，PX词条6天内被反复修改
36次。4月4日，百度百科上“PX”词条最终被锁定
在“低毒化合物”的准确描述上。



• 恶意编辑
• 虚假信息
• 错误率高



 质量良莠不齐

 信息庞杂

 稳定性差

网络资源的不足

注意鉴别选择

注意搜索效率

注意及时更新



搜索引擎不是万能的

隐形资源，深层资源（invisible web, deep web）

——图书馆订购的丰富的学术资源，目前仍然有不少是搜索引擎不能搜索到的

 搜索引擎的广告性：由于经济利益驱使，导致虚假信息

注意

除了搜索引擎、开放获取资源，还要充分利用图书馆订购的学术资源哦

使用搜索引擎时，必须注意对检索结果进行鉴别评估



尊重知识产权，合理利用资源

 网上开放资源也是有知识产权的！

 合理利用

 学术道德

 学术规范:注明出处，正确引用



弘扬网络理念，共建学术资源

网络理念：开放获取－知识共享

可持续发展

积极利用开放资源

积极参与共建资源

OA出版/存储，如何操作？





请填写调查问卷，谢谢
荷塘雨课堂回放

课件供校内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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