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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免费学术资源，指在互联网上可以免费获取的具有学
术研究价值的人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领域的电子资源。

网络学术资源的“免费”有多种含义:

——免费获取条件：有些规定只有某些特定用户才能免费
获得全文，需要授权及用户认证；有些只在一定试用时限
内免费。

——免费程度：有些只免费提供部分卷期中的所有或部分
文章全文。

真正意义上的免费资源是指网络上的任何人都可以免费检
索和使用的资源，不受任何其他条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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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学术资源类型—按资源类型

电子图书
电子期刊
电子报纸
数据库
专利
学位论文
会议文献
标准文献
研究报告
统计信息



1. 网络学术资源类型—按来源渠道

政府机构、国际组织网站

出版发行机构网站

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网站

学会及协会网站

各类教育科研机构网站

免费数据库或数据库服务商的免费网站

个人主页、博客



1. 网络学术资源类型—按出版正式程度

非正式出版信息：包括电子信函、个人主页上表述
个人观点和见解的非正式出版论文、学术论坛上的
文章和其他信息。

半正式出版信息：包括从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学
术团体、教育机构、企业商业部门等的Web上获得的
政府工作报告、机构工作进展报告、统计数据、教
学大纲、产品说明、样品报道、会议通报等。

正式出版物：包括电子期刊、数据库、电子图书等。



 开放存取的学术文献资源

 政府出版物

 公共版权资源

 其他免费资源

1. 网络学术资源类型—按资源性质



关于开放存取
 开放存取（Open Access，OA）是不同于传统学术传播的一种全新机

制，其核心特征是在尊重作者权益的前提下，利用互联网为用户免费
提供学术信息和研究成果的全文服务。

 开放存取活动始于网络发展之初，其兴起在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传
统学术期刊出版模式的弊端；二是网络信息技术在技术和理念上对传
统出版模式产生冲击；三是日益加剧的图书馆经费危机。

 开放存取活动的里程碑式事件是2001年12月由OSI基金会在布达佩斯
举行的信息自由传播会议，它标志着开放存取进入稳定发展阶段。会
上提出的《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先导计划》提出了“自我存档”（Self-
Archives）和创办“开放存取期刊”（Open-Access Journals）两种
开放存取出版的方式，制定了“开放式档案计划”（Open Archives 
Initiative，OAI）。该计划旨在提高开放存取系统间的互操作性。





关于开放存取
 2002年2月“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先导计划”正式启动后，

8个国家的主要研究图书馆组织在2002年2月联合建立了
“国际学术交流联盟”，旨在将现存的学术交流过程转变
为开放存取的方式；

 2003年《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先导计划》公布了《新开放存
取期刊创建指南》和《现存订阅期刊向开放存取期刊转化
指南》，在网上提供与开放存取期刊相关的信息服务，如
《开放存取期刊指南》（DOAJ）提供对开放存取期刊的
免费检索服务；

 2003年4月发布的《Bethesda开放存取出版声明》，旨在
鼓励生物医学研究领域尽快将重要科学文献转变为开放存
取方式；在技术方面，大量免费期刊出版软件，如由政府
资助开发的开放期刊系统（OJS）也开始出现。



关于开放存取
 2003年10月22日，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科研机构在

德国柏林联合签署《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资源的开放使
用的柏林宣言》（Open Access to Knowledge in the 
Sciences and Humanities，简称《柏林宣言》），旨在利用
互联网整合全人类的科学与文化财产，为各国研究者和网络
使用者提供一个免费的、更开放的科研环境。该宣言呼吁各
国科研机构向网络使用者免费开放更多科学资源，“以促进
利用互联网进行的科学交流与出版”。

目前，德国的马普学会、弗劳恩霍夫研究所、莱布尼茨科学
联合会，以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欧洲科学院、中国科
学院、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科研机构与一些国家
的图书馆和大学及网络机构已经签署了《柏林宣言》。



关于开放存取
根据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先导计划(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 BOAI) ，开放存取是指“某文献在公共网络领域
里可以被免费获取，任何用户均可阅读、下载、拷贝、传
递、打印、检索、超级链接该文献，并为之建立索引，用
作软件的输入数据或其它任何合法用途。用户在使用该文
献时不受财力、法律或技术的限制，而只需在存取时保持
文献的完整性，对其复制和传递的唯一限制，或者说版权
的唯一作用应是使作者有权控制其作品的完整性及作品被
准确接受和引用。”

开放存取六大核心要素：1) 读者权利； 2) 重用权利； 3) 
作者版权； 4) 作者发布权利；5) 自主发布； 6) 可读性。



《布达佩斯开放存取计划》提出实现开放存取的两种途径：

创办开放存取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s，OAJ），用户
通过网络就可以不受限制地访问期刊论文全文；

自我存档，建立开放存取仓储，亦称OA文档库（Open 
AccessArchive，OAA），它是一种基于网络的免费在线资源
库，不仅存放预印本，还可以存放后印本。开放存取仓储一
般由一个机构（特别是大学）或者一个学科组织建立，用户
可以免费在库中检索和下载文章。



预印本（Preprint）：是指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还未在正
式出版物上发表，而出于和同行交流目的自愿先在学术会议上
或通过互联网发布的科研论文、科技报告等文章。

后印本：与预印本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经过了同行评议制度
的考验。预印本指同行评议和出版发表之前的任何版本，通常
指提交给期刊时的版本；后印本是指经同行评议之后的任何版
本。有时区别两种后印本：(1)指经过同行评议后但尚未进行
编辑加工的版本，(2)指既经同行评议又经过编辑加工的版本
。有些期刊允许作者在开放存取仓储中存储第一种类型的后印
本，而不允许存储第二种后印本。



政府出版物

由政府机关负责编辑印制的，并通过各种渠道发送或出售的
文字、图片、以及磁带、软件等。

政府用以发布政令和体现其思想、意志、行为的物质载体，
同时也是政府的思想、意志、行为产生社会效应的主要传播
媒介。



公共版权资源

一部文学或艺术作品，只要著作权权利保护期终止，就算
进入了公有领域（public domain）。也就是常见的公共版
权。使用不会侵犯作者的版权。

著作权的权利保护期，各国有不同的规定。比如中国是作
者死亡后 50 年，美国是作者死亡后 70 年。

基本上，各国都不承认「永久版权」。有非常少非常少的
一些例外，但即便如此也有着严格的限制。



2. 网络学术资源检索工具及利用

 2.1  学术资源搜索引擎

 2.2  开放获取资源检索工具

 2.3  学科门户与主题网关



2.1 学术资源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是当前网络免费学术信息资源检索的主
要工具。

综合性搜索引擎：覆盖信息太广泛、专指性差。

学术搜索引擎：搜索学术资源的引擎。资源以学
术论文、国际会议、权威期刊、学者为主。具有
很强的学术针对性，提高查准率。



Google Scholar

2004年11月，谷歌发布“Google Scholar”，
这是一个学术文献资源搜索引擎。搜索结
果根据“相关性”排列，这与Google网站
使用的PageRank非常类似。

2006年1月11日，Google公司宣布将Google
学术搜索扩展至中文学术文献领域。



微软学术搜索

Microsoft Academic Search

http://academic.research.microsoft.com/

http://academic.research.microsoft.com/




SciCentral
(http://www.scicentral.com/)：专门提
供对网络上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医学、
地球学、空间学及工程技术方面英文资源
的搜索。

http://www.scicentral.com/




DOAJ（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urnals）

 https://doaj.org/

 由瑞典隆德大学图书馆2003年5月推出的开放存取期刊的

检索系统

 提供的开放获取期刊涵盖所有学科领域

 收录期刊全部有同行评审或编辑质量控制

https://doaj.org/




High Wire Press

 http://www.highwire.org

 全球最大的学术文献全文免费服务系统之一

 1995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创立

 收录学术出版物包括期刊、图书、参考工具等

 覆盖的学科领域有生命科学、医学、物理学以及社会科

学等

http://www.highwire.org/




Socolar

 http://www.socolar.com/

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开发，是旨在为用户提供OA资源检

索和全文链接服务的公共服务平台，为非赢利性项目。

全面收录来自世界各地、各种语种的重要OA资源，并优先收

录经过学术质量控制的期刊（比如同行评审期刊）。

收录提供全文资源服务的基于学科和机构的仓贮，同时也收

录其他形式的仓贮，比如个人网站等。

http://www.socolar.com/




arXiv 

http://arxiv.org

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能源部资助，于1991年8月由
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建立的电子预印本文献库。

它是一个涉及物理、数学、非线性科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
的e-print服务平台，其内容遵循康奈尔大学的学科标准。

该数据库收录有自 1991 年以来的 631，898 篇预印本文献
，除此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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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可通过学科、标题、作者或关键词检索所需文献。

http://arxiv.org/




RePEc：

http://repec.org/

由全球63个国家的100多位志愿者共同建立的可以
公开访问的网站，致力于促进经济学及相关学科研究
成果的广泛传播与交流，从而促进经济学研究。

其核心是一个经济学的工作论文、期刊文章以及应
用软件的数据库。其中，工作论文类似研究报告或预
印本，可免费访问全文；期刊可检索和浏览到论文题
录文摘信息，有的可以免费下载全文，商业期刊则需
要订购权限。

http://repec.org/




bioRxiv

http://biorxiv.org/

生物学家专有的预印本文献库。

http://biorxiv.org/




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ChinaXiv）

http://www.chinaxiv.org/home.htm;jsessionid=5C86135
576E961FA7E2AB296CC71E5D1

2016年6正式上线。

ChinaXiv是国内第一个按国际通行模式规范运营的预发布
平台，面向全国科研人员接收中英文科学论文的预印本存
缴和已发表科学论文的开放存档。

ChinaXiv将从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天文学、数
学、材料科学等重点领域逐步开放到更多领域。

ChinaXiv致力于构建一种新型的学界自治的科研成果交流
和共享平台，鼓励科研人员公平竞争，保障优秀科研成果
首发权的认定，推动科研成果的开放获取，促进更大范围
的学术交流。

http://www.chinaxiv.org/home.htm;jsessionid=5C86135576E961FA7E2AB296CC71E5D1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http://www.paper.edu.cn/

 是经教育部批准，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针对
科研人员普遍反映的论文发表困难、学术交流渠道窄、
不利于科研成果快速、高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创
建的科技论文网站。

 内容主要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仅涉及教育学、
管理学、经济学。可以检索和按学科分类浏览。

 该网站采取文责自负的原则，一般情况下作者提交学
术性论文均可被系统接收。论文格式多为PDF格式。

http://www.paper.edu.cn/




eScholarship

http://www.cdlib.org

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和区域数字馆藏研究项目，其中

eScholarship Editions和eScholarship Repository是该项

目提供的免费资源，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部分

教材和专著，期刊论文，未出版的研究手稿、会议文献等出

版物

http://www.cdlib.org/




2.3  学科门户与主题网关

 法律：Findlaw（http://www.findlaw.com）, 

ILRG（因特网法律资源指南，http://www.ilrg.com) 

http://www.findlaw.com/
http://www.ilrg.com/






图书信息检索

报纸信息检索

政府出版物和政府机构信息检索

会议文献信息检索

学位论文检索

参考工具检索

3. 几种重要网络学术信息的检索



3.1  图书信息的检索

书目信息检索工具
 书目（bibliography）：著录独立出版单元的文献，并按
照一定的次序编排而成的一种揭示与报道文献的工具

 类型：
• 国家书目（如：《中国国家书目》、《 英国国家书目》等）

• 营业性目录（书商、出版商目录）

• 联合目录

• 馆藏目录

• 专题文献目录



主要的书目信息检索工具

图书馆的网上公共查询目录OPAC（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基于网络的书目检索系统，

提供本馆书目信息的检索服务。如：

 中国国家图书馆OPAC, http://www.nlc.cn

http://www.nlc.cn/




网上书店，提供在线图书信息检索、图书订购和

图书递送等服务， 如：

 亚马逊（AMAZON）, www.amazon.com

其数据库可作为一个庞大的营业性书目，可从多种途

径查寻图书。

各出版社或书商的网站，如：

清华大学出版社， www.tup.tsinghua.edu.cn/

盖尔出版社，http://www.gale.com/

主要的图书信息检索工具

http://www.amazon.com/
../../../fu讲座/vlib1.htm
http://www.gale.com/


免费的中外文图书资源

外文图书

 The Online Books Page 

http://digital.library.upenn.edu/books

http://digital.library.upenn.edu/books




3.2  报纸信息的检索

报纸：出版周期最短，可及时获取新闻、时事、

政策性消息、行业发展动态等

网络版报纸

 可免费浏览当日内容，或回溯往日内容

 可查询的数据库

• 《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 中国知网《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可阅读网络版报纸的相关网站

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GB/index.html

光明网 http://www.gmw.cn/

南方报业网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

http://www.people.com.cn/GB/index.html
http://www.gmw.cn/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


3.3 政府出版物及政府机构信息的检索

政府出版物（government publications、public 
documents、government information）

 指源于政府及组织机构的工作过程，反映官方的意志和观
点，由政府出资或根据法律出版的文献

 特点：

•权威性、准确性和经济性（价廉）

• 包含大量原始的资料或数据

• 数量庞大、来源分散、类型众多、出版期短

 重要类型：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统计资料、科技文献，
行政性文件



3.3  政府出版物及政府机构信息的检索
政府机构网站

 即通过互联网向公众发布政府信息及官方文件，向公

众宣传该机构的宗旨、目标、使公众了解其职能、机

构设置、联系方式，甚至在网上行使某些政府行政职

能等

 电子政府、电子政务



我国政府信息的检索

中国资讯行《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机构库》

可查询中央国务院部委机构及地方政府各部门资料，包
括各机构的负责人、机构职能、地址、电话等主要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gov.cn

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可查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各种反映社会与经济发展情况
的统计公报、统计数据机相关分析

各中文搜索引擎或其他网络资源导航系统等的相关类目
也为网络用户查找政府机构信息提供指南或链接服务

http://www.gov.cn/
http://www.stats.gov.cn/








3.4  会议信息及会议文献的检索

会议：重要的信息交流渠道，可获得本学科领域、
行业范畴内的最新学术研究、产品开发成果信息，
了解新政策、新发展、新动态等信息

会议类型：国际性会议、地区性会议、全国性会
议、学会、协会等专业性会议

会议文献的类型：会前、会中、会后出版物（会
议录，Proceedings, 会刊 Transaction，会议论
文 Conference Papers 等）



会议信息的检索工具

会历（Calendar）

 是一种记录或预报各种学术会议的出版物；可使人们

掌握学术会议的动态、了解某一会议将在何时、何地、

由何机构主持召开及参会的报名、提交论文等事项。



会议信息的网上检索途径：

 从Yahoo！的分类目录中选择你感兴趣的学科主题，
然后在检索框中输入“conferences” ，并在该类目
中检索

 专业机构网站：各专业范围内一些世界性、地区性
学术团体、学术组织、学会、协会等机构的网站提
供近期该机构主办的或本领域一些大型学术会议的
消息，或对有关会议主页的链接

 有些大型会议还专门开设网站，随会议筹备、举行
等进程报道相关内容，甚至会有主旨发言的摘要、
演讲材料等

会议信息的检索工具



3.5  学位论文信息的检索

高等院校或学术研究机构的学生为获得某种学位
而撰写的科学论文，有学士论文、硕士论文、
博士论文等。

硕士以上学位论文内容专深，有一定参考价值。

但其来源分散，大多不正式出版，是非卖品。



学位论文检索工具

国内：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知网）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知网）



国际：

 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 & Thesis（PQDT）, 

提供世界范围内学位论文检索服务,可以检索欧美700

余所高校的学位论文的索引和文摘

 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 国内近百所高校从PQDT数据库中选购的学位论文全文

学位论文检索工具



3.6  参考工具书的检索

Bartleby免费参考工具

 http://www.bartleby.com

维基百科
 http://wikipedia.org

http://www.bartleby.com/
http://wikipedia.org/






网络检索工具的局限性

 搜索引擎：查准率不足，内部搜索技术不透明，覆盖

的网络资源有限

 学科门户与主题网站：收录的网页数量少，维护不够

及时，存在较多死链接现象

4. 网络学术信息的评价与利用



免费网络学术资源的复杂性与局限性

 内容更新

 长期保存

 免费访问

 信息质量

 ……

4. 网络学术信息的评价与利用



合理利用免费网络学术资源

 尊重知识产权，合理使用

 培养良好的自律意识和学术道德修养

• 在学术研究中若引用了来自网络的免费资源，同样应该在参考文

献中注明

4. 网络学术信息的评价与利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http://www.unesco.org/new/en/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主题有：教育、自然科学、社
会和人文科学、文化、通信和信息等，每个主题下均有
下层主题分类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

 http://www.ssrc.org

 SSRC是一个独立的非官方、非赢利的国际性社会科学研
究组织，成立于1923年。网站覆盖的学科有人类学、经
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及其
它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http://www.cssn.cn/

5.  附：人文社科综合信息部分网址

http://www.unesco.org/new/en/
http://www.ssrc.org/
http://www.css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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