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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如何推荐我需要的图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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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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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由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承
办。每届博览会均有国内500多家出版单位及来自英、法、
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中外出版机构参展，可以
遴选大量优质外文图书。2019年举办时间：8月21-25日(中
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办）。

图书馆新书展览
每年4月份世界读书周举办，展
览知名出版社现货新书1000余种，
读者可进行推荐。

新书目录

微信推荐

PDA电子书平
台，可推荐电

子图书





Part 2  如何寻找我需要的图书资源

登录图书馆主页，在资源与服务栏目下选择馆藏目录

中外文纸本图书

一站式检索



通过国外医学新书评介了解学术前沿

l书评网站http://bookreview.imicams.ac.cn/

书评正文

书评的图书已进入馆藏，通过书评可以在借阅前了解图书内容，
再到图书馆正式借阅。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图书动态。



书评官方微信：国外医学新书评介

书评微信推荐好书，便于及时了解
医学领域新书动态，结合微视频的
新媒体的形式，更加便于阅读。



电子图书资源



Part 3  如何在家推荐并使用我需要的图书

移动认
证

VPN

EBC
平台 资源持续

增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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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覆盖图书
馆90%外文

期刊

支持任何
移动终端

移动身份认证的优势



协和移动身份认证

身份认证注册

•各院所科研
人员和师生
使用自身的
单位官方邮
箱账号在协
和统一身份
认证系统在
线注册

访问数据库

•利用已注册
邮箱账号直
接访问图书
馆订购的在
线数据库资
源

浏览文献

•下载或浏览
有相应权限
的在线文献
资源



可访问资源列表



协和移动身份认证

v注册地址：https://login.imicams.ac.cn
v使用手册：http://www.imicams.ac.cn/page/tszy/zyyfw_dzzn.html
图书馆主页——读者指南—《协和统一身份认证使用指南》



注册



可注册官方列表的邮箱



如何通过EBC推荐并使用我需要的图书

拥有10万+学
术电子图书

资源

24小时之内
获取需要的
电子图书

读者推荐
图书馆买

单

免费试读全
文

远程登录访
问

首次使用，需在IP范围内注册账号，下次就可
以在家使用了。
登陆网址： https://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imicams/home.action

登陆方式：
点击“加入Ebook Central”注册新用户。
也可通过公用账号和密码登陆
用户名：imicams
密码：Camsebl15

如果您要推荐图书，一定要注册自己的账
户，这样图书馆同意购买后会第一时间发
到您的个人邮箱。



ProQuest Ebook Central – 电子书来源



EBC电子图书推荐流程

登陆EBC平台
利用关键词检索需

要的图书

点开检索到的图书
阅读图书简介和目

录

如不确定是否需要
推荐此书，点击

“在线阅读”免费5
分钟阅读图书全文

如对该本书感兴趣
点击“申请”选择
登陆或者创建账户

填写姓名、邮件、
电话、所在科室、
推荐理由等信息

馆员按照藏书原则
进行审批

反馈购买或者不购
买的原因及结果至

读者推荐邮箱



推荐电子图书几个要点

生物医学类专业
图书

经本馆系统检索
无馆藏记录

的图书

填写充分的推荐
理由并完善

个人信息

如您想购买纸质
版本，请在推荐
理由进行说明

价格合理的

电子图书



找到EBC平台：图书馆资源与服务数据库

• http://www.imicams.ac.cn/ 



注册



注册

•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imicams 



EBC主页面



基本检索

“nebulization therapy”



查看图书馆已购的电子图书



检索结果



读者荐购



一定要认真填写
此处信息，包括
邮箱、电话、所
在科室，最好在
消息处填写详细
的推荐理由。

读者推荐后，会
自动发送邮件到
馆员的邮箱，提
醒及时审核！非
常方便！



馆员审核

馆员在后台
可以看到推
荐人的姓名、
推荐日期、
邮箱、电话、
推荐理由等
信息

馆员将购买
或者不建议
购买的理由
反馈给读者。
系统会自动
回复到读者
的邮箱。



书目信息等
查看可用的副本，如1个副本，
3个副本或多个副本。



整本下载，需要安装此软件，且有七天的
借阅期限制。按照章节可直接下载PDF格
式，比较方便



下载Adobe阅读软件

http://www.adobe.com/cn/solutions/ebook/digital-editions/download.html 



ü 完成注册
项，电邮
地址是用
户名

创建Adobe个人帐户



Adobe Digital Editions 授权



1.药典系列
药典是一个国家记载药品标准、规格的法典，一般由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主持编纂、颁布实施，国际性药典则由公认
的国际组织或有关国家协商编订。制定药品标准对加强药品
质量的监督管理、保证质量、保障用药安全有效、维护人民
健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馆订购的知名药典如下：

① The British pharmacopoeia《英国药典》

② The Japanese pharmacopoeia《日本药典》

③  European pharmacopoeia 《欧洲药典》

④ The United States Pharmacopeia 《美国药典》

⑤ The International Pharmacopoeia《国际药典》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Part 4  图书馆有哪些优质的图书资源



药典系列

《美国药典》

《英国药典》

《国际药典》



1.药典系列

《欧洲药典》 《日本药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如果一本图书版次较高，说明这本书读者很多，很受欢迎。一般而言，
出版单位在对一本图书进行重印或再版时，一定会再次进行修订、校对，
或者把最新的前沿知识进行补充，所以，新版本、版次的图书往往错误
更少、信息内容更丰富、准确。我馆收录了大量的高版次经典外文图书，
如：

2.高版次图书

① Conn‘s current therapy.70th ed.2018
② Goldman-Cecil medicine，25th ed.2015
③ Williams obstetrics.25td ed.2018
④ 《实用内科学》，第13版
⑤ 《桑福德抗微生物治疗指南:新译第44版》



2.高版次图书

Conn‘s current therapy Goldman-Cecil medicine Williams obstetrics



2.高版次图书

《实用内科学》 《桑福德抗微生物治疗指南:新译第44版》



医学史类图书资源反映了医学领域不同的发展态
势，让人更全面、深刻地了解医学发展的轨迹，
理解医学的本质和价值。我馆特别注重收藏医学
史特藏资源。如订购首个英文版的《人体结构》
(The Fabric of the Human Body)

3.医学史特藏资源

英文版的《人体结构》(the Fabric of the Human Body) 是由西
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名誉教授Daniel H. Garrison 
和 Malcolm H. Hast翻译的首个英文版本，完整译自解剖学之
父安德烈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的拉丁文巨著《人
体结构》（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包括1543年与1555
年两个版本，并附加维萨里未曾出版之杰作——第三版《人体
结构》里的注释。



• 世界上第一部人体解剖学著作《人体
结构》 ，在医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开
创意义。

• 全书有340副手绘的版画插图，系统
地展示了人体骨骼、肌肉、血管、神
经及内脏的特点。图中的人或倚桌沉
思，或驻足田野，颇具艺术性和生活
情趣。

3.医学史特藏资源

《人体结构》与普通图书对比

《人体结构》全书长44厘米，宽31厘米，两卷约
有1400页，巨大而厚重，约为普通图书4倍大小，
现保存在图书馆四层图书阅览室。



4. 持续订购的连续出版物

《酶学方法》 《分子生物学方法》

包括工具书、会议录、科技丛书、科技报告、文集汇编五种文献类型



Part 5  有哪些网络免费学术信息资源

社交媒体类
资源

开放获
取平台

预印本
资源



预印本学术信息资源

预印本是指科研人员出于同行交流目的，将尚未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的研

究成果（包括科研论文、元数据、研究报告等）自愿发布在学术会议或互联网上，供全世界

读者免费检索和阅读。预印本系统是专门收集预印本的一个网络数据库，其内

容有

n 科研人员自愿上载、未经同行评议程序、任何同行均可评价论文

n 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无出版时滞、避免审稿人的偏见、有利于科学

优先权的确立等优势特点



类型 名 称 建立时间 运营机构 涵盖领域 网址

国外预印本平台

PeerJ Preprints 2013 年4月 PeerJ 公司 生物科学、医学和健康科
学领域

https://peerj.com/

BioRxiv 2013 年 美国冷泉港实验室 生命科学领域 https://www.biorxiv.org/
Therapoid 2017年 Open Therapeutics（国际医

疗机构）
医疗、生物制药

https://therapoid.net/

MedArXiv 2017年9月 耶鲁大学 数 据 获 取 项 
目 （Yale Open Data Access Project）

医学和健康领域
https://www.medrxiv.org/

engrXiv 2017年4月 威斯康星大学 工程领域 https://engrxiv.org/
AfricArxiv 2018年6月 AfricArxiv指导委员会和开

放科学中心（COS）。首个专
门针对非洲科学家的预印本
服务

多领域
https://info.africarxiv.o
rg/

The Multidisciplinary 
Preprint Platform

2016 年6月 瑞典多领域数字出版所 MDPI 多领域
https://www.preprints.org
/

国内预印本平台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2003 年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基本涵盖所有学科 http://www.paper.edu.cn/
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 2004 年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基本涵盖所有学科

http://prep.istic.ac.cn/

ChinaXiv 2016 年6月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生
物学、天文学、数学、材
料科学;收录中英文预印
本论文

http://chinaxiv.org/home.
htm

国内外几大主要的预印本平台





开放获取平台DOAJ

• DOAJ（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OA期刊文献检索系统，但不包括预印本资源。

– 经过同行评议或严格评审、质量高、与期刊发行同步、能免费下载全文、文章覆盖153个国家

– 收录了15272份学术期刊，其中12280份期刊可以搜索到文章内容，大概有5335193篇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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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最好的的OA期刊目录网站。

• 网址：https://doaj.org/



开放获取平台DOAB

• DOAB（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Books）——针对以开放获取模式出版的同行评审单

行著作及汇编出版物，

– 现收录405个学术出版社的31855种经过学术同行评审的图书，数量还在增长中

– 提供检索和浏览查找功能。

• 网址： https://www.doabooks.org/



社交媒体类资源

由于社交媒体具有及时性强、互动性强的特点，越来越受到广大科研人

员的欢迎，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学术交流和传播的方式。目前已经有

很多社交媒体平台可供科研用户使用，社交媒体平台上面的资源类型多样，

数量巨大，几乎涵盖了科研工作全流程所需的各类资源，如学术问答、数据

资源、病例资料、基金信息、学术新闻、学术会议等。



社交媒体平台

n ResearchGate：学术论文、会议论文、

专著、代码、封面、数据、试验发现、方法、

负向结果、专利、海报、预印本、原始数据、

研究计划、技术报告、论点

n Mendeley:科学文献、科研数据集、科

研材料、科研资助与合作资源、影响力度量数

据

n 推特：学术论文和出版作品、预印本、

学科资讯、研究摘要、数据资源、原创推文及

评论、会议资讯

n 科学网：学术论文、专利、专著、科研

随想、论文写作指导、基金申报指南、学术新

闻等

n 丁香园：学术论文、学术会议、基金信息、在

线课程、病例资料、专家访谈、医学课件、专家问答、

知识竞赛、工具软件等

n 小木虫：学术论文、外文文献、学位论文、专

利、学术会议、课件等

n 知乎：主要来源核心用户分享，设置传统在线问

答社区、live（在线互动问答）、圆桌、知乎书店、知乎

专栏、付费咨询和百科模板



p ResearchGate被称为“面向科学家的Facebook”，很多科学家、研究员、
技术人员、高校学生以及编辑都在ResearchGate上有自己的账号，目前全
球已有超过1700万科研人员在使用该平台。

p 科研人员可以通过关注领域内的“大牛”及其学术网络，获取更多有用的
信息，编辑也可以通过ResearchGate寻找潜在的审稿人。

p 提供研究成果的开放存取，用户可以在网站上公开上传自己的预印本、会
议论文、学术报告、研究数据（代码、数据表等）、研究方法等，目前，
网站上发布的出版物、问答、研究项目和方法等已超过1.3亿。 

ResearchGate研究之门



p Mendeley是一款免费的跨平台文献管理软件，同时也是一个在线的学术社
交网络平台。可一键抓取网页上的文献信息添加到个人的library中。还可
安装MS Word和Open Office插件，方便在文字编辑器中插入和管理参考文
献。Mendeley还免费提供各2GB的文献存储和100MB的共享空间。

p 网址：https://www.elsevier.com/zh-tw/solutions/mendeley

Mendeley

平台功能
1.参考文献管理（Reference Manager）
2.PDF文件阅读与标注（Read and Annotate）
3.添加与组织（Add and Organize）
4.与全球同行协作（Collaborate）
5.备份、同步与移动（Backup, Sync and Mobile）
6.网络与发现（Network and Discover）
其它免费文献管理软件还有：Zotero,Docear, 
ReadCube



联系方式：wang_qing@imicams.ac.cn
电话：010-52328928，欢迎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