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利用专题讲座——资源服务概览系列 

如何获取馆外文献资源 

——图书馆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服务利用 

   胡菊芳      

     

 hujf@ruc.edu.cn  

  
2019年10月14日 



 

 

 

您在进行科学研究的
时候，一定需要查阅
各种类型的资料，比
如期刊论文、会议论
文、学位论文、科技
报告、标准、图书。
如何快捷检索与获取？ 

 

本馆有纸本馆藏的图书、期刊可以來馆借阅，馆藏电子资 

源直接下载；非本馆收藏的文献如何获取原文？ 



我馆与国家图

书馆、上海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国家科技图书文

献中心（NSTL），以及全国2000多家高校图书馆等

文献机构建立了资源共享的合作服务。通过馆际资

源共享合作服务，可以为您获取我馆没有收藏的期

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的部分内容、科技报

告、标准和图书等文献。本讲主要介绍如何利用我

馆文献传递和馆际互借服务快速获取馆外文献资源。 

 



本讲主要内容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是什么？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怎么用？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是什么？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Interlibrary Loan )服务内
容：该服务属于国内外图书馆等文献机构之间的
资源共享。是根据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制度、协
议、办法和收费标准，通过复印、扫描、邮寄等
方式，一方面为满足本校读者科研或学习需要，
从外馆获取本馆没有收藏的文献；另一方面，根
据外馆读者的请求，提供本馆所拥有的文献。 

 

服务类型：分为返还式和非返还式服务2种 

 返还式：馆际互借 

 非返还式：文献传递（大部分文献以电子版形式通
过EMAIL传递给读者或由读者从指定网址进行下
载。） 

 



文献传递 馆际互借 

BALIS 

 

为我校师生免费提供北京地区90多家高校图书
馆、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首都图
书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的馆藏资料。还
可以委托学科服务馆申请全国约2000家高校图
书馆的馆藏资源。资源类型包括期刊论文、会议
论文、学位论文的全文戒者部分内容、科技报告
、标准、专利和图书的部分章节等。 

读者到我馆馆际互借处取、
还图书。北京市80家图书馆
（包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
书馆）免费为读者提供服务。
其中，国图借期3周，其它
馆借期28天。 

CASHL 

 

为我校师生免费提供全国19家图书馆人文社科
类的外文期刊论文、图书1/3内容等。申请满足
率在90%以上，通常两个工作日之内收到原文。 

全国约30家高校提供服务，
读者到我馆馆际互借处取、
还图书，借期通常3周（包
括往返邮寄的时间），读者
承担的费用是10.00元/册。 

CALIS 

 

我校读者可以通过该系统直接申请国内2000多
家文献机构收藏的报刊论文、会议论文、科技报
告、标准、学位论文部分内容、图书1/3内容等。 

北京地区
高校馆际
互借证 

读者到我馆馆际互借处办理
借证手续，读者自行前往所
借证的图书馆借阅。 

我馆常用的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系统：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详细的服务内容请参见： 

               图书馆主页→服务→文献传递、馆际互借栏目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怎么用？ 

一、 BALIS文献传递 

二、 CALIS文献传递 

三、 CASHL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 

四、 BALIS馆际互借 

五、 北京地区高校馆际互借证 



一、 BALIS文献传递流程 





http://202.112.118.46/balis/ 

进入读者系统 



1. 1 读者注册 



输入校园一卡通号和微人大密码 



1.1 读者注册：填写相关信息,  激活账号 

提醒：登录名与密码最好和微人大 

一致，联系电话和E-mail填写最 

常用的，方便工作人员联系 



显示账户注册成
功，您也会收到
邮件，登录账户
就可以申请文献
啦！ 



1.2  检索文献，提交文献传递申请 

tax 

输入检索词，执行检索 



点击馆藏数据库，下载原文。 

 出现检索结果，获取原文 



 本馆未收藏的文献，通过BALIS系统申请文献传递 

 

点击文献题名，查看文献信息 

 



 

显示文献详细信息和馆藏址 
 



已知文献的收藏馆，选择出借馆 

不知文献的收藏馆，选择委托代查馆 

 

系统自动生成申请单, 完善必要信息 
 



核对文献信息, 提交申请 

出现申请单号，表明 

文献申请成功，邮箱 

会收到申请成功的 

邮件 



 1.3  填写申请单（检索平台检索不到的文献，可以手工填写申请单） 

注意：手工填写申请单时，出版物名称、文章名称是必填项，
出版日期和文献所在卷、期这三个字段必填一项 



1.3 填写申请单——申请单验证 

 

1.验证申请单信息时，如果出版物
名称和文章名称都与BALIS原文库
中的谋篇文献信息匹配，申请单的
下方会提示已有原文，请直接下载
原文。 

2.如果申请单中的文章名称与原文
库中的文章名称相似，页面下方会
显示“相关资源文献推荐”列表。
可以选择所需文献下载。 



读者提交申请后，可以通过查询，对申请单的处理状态进
行跟踪。如果文献传递员已处理该申请，并将原文上传到
系统里，读者可以点击“原文下载”按钮下载原文；还可
以对申请的完成进行评价。 

 1.4  申请单查询——下载原文 



 1.4  申请单查询——查看申请处理轨迹 



1.5  帐务日志 

文献传递发生的费用由图书馆全额补贴 



 1.6  个人信息维护 



也可以利用手机等移动端注册和申请文献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怎么用？ 

一、 BALIS文献传递 

二、 CALIS文献传递 

三、 CASHL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 

四、 BALIS馆际互借 

五、 北京地区高校馆际互借证 



二、   CALIS系统文献传递流程 







2.1   CALIS系统注册用户 

输入校园一卡通号和借书密码 

点击 



输入有效的Email地址和手机号 



恭喜你注册成功，
待馆员后台审批
后，您会收到邮
件，就可以申请
文献啦！ 



2.2  登录CALIS系统，检索文献并申请文献传递 

输入检索词 



出现检索结果，查看文献收藏馆 



申请文献传递 



出现申请单，完善信息 

输入金额 



申请提交成功，
等待接收文献的
邮件。 



点击网址，下载原文 

提醒：原文链接只保留60天，
请尽快下载 

邮箱接收原文 



2.3   通过CALIS系统，手工填写申请单 



出现空白页，填写文献信息，输入金额限制 



2.4   通过个人账户了解已提交的申请状态 



2.5  通过个人账户修改电子邮件和手机号等个人信息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怎么用？ 

一、 BALIS文献传递 

二、 CALIS文献传递 

三、 CASHL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 

四、 BALIS馆际互借 

五、 北京地区高校馆际互借证 

CASHL：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hina Academic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Library，简称CASHL）  

http://www.cashl.edu.cn/portal/index.jsp 

    目前已收藏21000多种期刊，其中4800多种核心期刊；

130万种印本图书，35万种电子图书；140种大型特藏文献—

—高校唯一的原始文献。以及书目数据库165万种，目次数据

库3800多万种。系统提供数据库浏览和检索，并提供图书的

馆际互借与期刊论文、图书部分章节的文献传递服务等。 



    3   CASHL文献传递使用流程 

初次通过CASHL系统申请文献传递，需要注册账户 



 3.1  注册用户 



建议:登录名和
密码用校园一

卡通号 

校园一卡通号 

出现注册用户表单，带*号的字段必须填，请如实填写个人信息 



务必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进入下一页面，继续填写相关信息 



恭喜您！帐户
注册成功！ 



3.2   登录CASHL账户检索、申请文献传递 

输入用户名、密码和验证码 



输入检索词，执行检索 

    检索文献 



显示检索结果，选择需要的文献 
 



显示文献详细信息和馆藏地址 
 



系统自动生成申请单 
 



点击该网址，
下载文献 

 邮箱接收原文：通常三天内收到原文 
 



3.3   CASHL馆际互借流程 
 

点击 



（二） CASHL馆际互借服务的利用 

读者可以利用注册的CASHL账户，进行外文图书和大型特藏的馆际
互借 

提醒： 

（1）借书范围：提供CASHL30所高校人文社科外文图书及37种大

型特藏文献（涉及历史、哲学、艺术、法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
域）的馆际借阅。 

（2）借阅方式：特快专递。 

（3）借阅期限：三周。 

（4）收费标准：10.00元/册（CASHL中心实际收取40.00元/册，人
大馆补贴30元）。如图书逾期规还，须交纳逾期费每册0.5元/天。图
书丢失或损坏的赔付遵照各提供馆的规定执行。 

（5）申请方式：登录CASHL网站注册用户，收到系统确认邮件后
即可提交申请。请读者记好自己的登录名及密码。 

（6）取、还书地点：新馆馆际互借处。 

出现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外文图书检索界面，执行检索 

输入文献题名 



显示检索结果，点击需要的图书 
 



显示文献详细信息和馆藏地址，选择出借馆 
 



自动生成申请单，填写带*号字段 
 



 3.4  通过CASHL系统跟踪已提交的申请 

点击 



   进入CASHL 首页，选择“申请管理” 



不再需要的文献 

接收原文的第二种方式 

 

显示所有申请的状态，对申请进行跟踪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怎么用？ 

一、 BALIS文献传递 

二、 CALIS文献传递 

三、 CASHL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 

四、 BALIS馆际互借 

五、 北京地区高校馆际互借证 

    

BALIS是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简称（Beijing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目前馆际互借成员馆

有北京地区78所高校图书馆，以及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

BALIS馆际互借采用集中式门户平台和分布式服务相结合的方式，

充分利用北京地区高校及国图和上图丰富的馆藏资源和便捷的网络

环境，为北京地区高校读者提供馆际互借服务。 

 



服务对象：本校师生 

借阅范围：78所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中文图书，国家图书馆
中外文基藏库、外文闭架库的图书，以及上海图书馆中、外文参考
外借类资料，总共可借10册图书。 

借书期限：借期4周；国家图书馆借期3周, 

收费标准：目前免费服务 

   BALIS馆际互借 



                                                                                     

BALIS馆际互借读者系统 







弹出注册表单，填写用户信息 
 



输入用户名
和密码 

登录BALIS系统，进行馆际互借 
 



出现BALIS馆际互借页面，利用“联合检索”查询书目 



输入检索词 

注意：国图目前只接受联合检索系
统查到的文献提交的申请单，只借
中外文基藏库、外文闭架库的外文
书。BALIS系统的代填申请单不能
向国图提交申请 

检索国家图书馆可以馆际互借的图书 



选择需要
的图书 

显示检索结果 





自动生成申请单 



书目查询途径二：读者通过其它途径查找到BALIS馆际互借成员馆的可借书目后，登录
馆际互借系统，点击“填写馆际互借申请单”，直接填写所要借的书目信息后提交申请 

直接提交申
请单 



读者系统的其他功能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怎么用？ 

一、 BALIS文献传递 

二、 CALIS文献传递 

三、CASHL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 

四、BALIS馆际互借 

五、北京地区高校馆际互借证 

北京高校图书馆一般馆际互借证 

北京高校图书馆特许馆际互借证 



查看能够使用馆际互借证的
各高校图书馆详细信息 



（一）一般馆际互借证的使用规定 

39个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该类馆际

互借证可借三本普通中文书，借期28天

以内。 

服务对象：全校师生 



（二）北京高校图书馆特许馆际互借证的使用规定 

   服务对象：教师、博士生、访问学者 



（三）馆际互借证的使用方法 

点击“馆藏目录” 

注：北大图书馆的馆际互借证通常需
要预约，预约前请于馆际互借处留下
联系方式。其他图书馆直接于我馆馆
际互借处办理即可 



输入 



点击查看馆
际互借证出
借状况 

显示检索结果 





馆际互借服务详细情况可参见人大图书馆主页上的“馆际互借”
栏目，例如：各馆馆际互借证的申请资格、借书数量、借阅期限
、具体操作方法等 

注意：使用一张馆际互借证相当于在本馆借出了一本图书，相应
的规则与本馆借阅类似，超过借期或借阅对方馆图书逾期未还者
，将停止新借和续借本馆图书，国图借书超期会罚款，具体情况
参见“馆际互借”；请大家务必遵守互借规则，否则将影响后续
读者的使用 

北大、清华、北外和农大的馆际互借证只对博士生以上出借；
其他院校的馆际互借证没有这种限制 

申请馆际互借证时请留下您的电话以便工作人员与您联系，关
于馆际互借的详细情况，可以联系我馆馆际互借处，联系电话
：62511041 



系统太多，眼花缭乱？告诉你如何选择！ 

l 需要人文社科外文期刊的论文？——找CASHL！ 

l 需要学位论文、会议文献、非人文社科的期刊文献等？——找

BALIS文献传递系统或CALIS系统！ 

l 想借整本图书？——找BALIS馆际互借系统! 

l 想去北京其他高校图书馆看书？——馆际互借证给你带来不一样

的感受！ 

l 充分利用优惠活动——CASHL每年都有优惠活动，希望大家关

注CASHL馆际互借的优惠活动。 



 每场讲座结束后，课件会陆续发布在图书馆

主页“教学/培训”栏，您可以浏览、下载。  

http://www.lib.ruc.edu.cn/webs/show/notice/53/40.html
http://www.lib.ruc.edu.cn/webs/show/notice/53/40.html
http://www.lib.ruc.edu.cn/webs/show/notice/53/40.html


欢迎利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 
 

 在使用或培训中有问题或建议请与我们联系 

  电话： 62519135； 62511237 

  E-mail: tsgzxb@ruc.edu.cn 

 



谢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