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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身携带《通过网络找学问》
现在，在学习与研究的过程中，利用数据库与因特网进行文献调查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
现象。随着网络技术与信息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利用文献调查数据库的环境也越来越充实、
便捷。
《通过网络找学问》是以东京大学的学内人士为利用对象，为他们在利用互联网收集学
习研究所需要的文献及信息时，归纳的有用的知识和有效的调查窍门。
《通过网络找学问》由3个章节与附录构成。
在第一章中，归纳了以利用互联网收集信息为前提的基础知识。
在第二章中，介绍了对信息收集及文献调查有用的数据库和方法。
在第三章中，关于电子期刊的使用、如何灵活利用获得的信息撰写论文及投稿时应当注
意的问题与方法进行了说明。
在最后的附录中，总结了检索的窍门、省略语与用语一览表。
这本小册子简明扼要而又全面地介绍了使用网络进行信息收集的基础技能乃至进行论文
投稿的全过程的必要知识。
希望大家能随时随身携带《通过网络找学问》，在学习和研究生活中进行活用。
2012年3月

东京大学可利用的数据库可从 GACoS 进行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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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开始「通过网络找学问」之前必须了解的事项

在东京大学校内使用计算机
在校内，信息基础中心・教育用计算机系统 = ECCS（Educational Campuswide Computing
System）都配备了电脑，只要是东京大学的学生或教职员就可以使用。

关于 ECCS 账号开设

使用自备电脑

要使用 ECCS 的电脑，首先必须获得通
行证（用户名与密码）
。
对于教养学部前期课程的一年级新生，
会举办新生辅导，
进行说明并配发登录账号。
对于其他的学生，可以参加由信息基础
中心举办的“新利用者讲习会”并提交申请
书，也可以获得登录账号。
讲习会在本乡校区福武多功能厅及驹场
校区情报教育栋等定点举行。
教职员工需要提交利用申请书。
关于面向新利用者的讲习会等，ECCS
网站上将予以通知，请具体参照。

除了使用 ECCS 的电脑，还可以自带电
脑，通过 UTnet（东京大学校园网）利用互
联网。只是，这种情况也需要取得 ECCS 的
登录账号。
连接方法有有线、无线两种。
① 有线连接
请在校内设有网络接口的地方，用电线
将网络接口与自带电脑连接后使用。请自备
电线。
② 无线连接
在校内设置的无线网络路由器（热点）
发射的电波所能达到的范围内，使用装置了
无线网卡的电脑，就可以不用电线而连接互
联网了。
在使用无线网卡时，必须事先在互联网
上进行利用登录。请在仔细阅读使用条件及
注意事项之后登录。

持有 ECCS 账号可利用的服务
● ECCS 系统电脑可以利用
● 个人电脑可以使用
● 可从校外进行链接使用电子期刊和数
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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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S 电脑的设置场所
■ 信息基础中心（本乡・浅野地区）

■ 信息教育楼（驹场校区）

■ 其他设置场所
综合图书馆
驹场图书馆
柏校区图书馆
日本语教育中心
法学系
法文1号馆1楼─计算机室
工学系
工学部6号馆200
文学系
法文2号馆1楼─文学部学
生大厅
法文1号馆111
理学系
理学部1号馆317
农学系
农学部7号馆 B 栋133
农学生命科学图书馆3楼
第2计算机终端机室
经济系
经济学研究科栋101
经济学研究科栋407
教育系
教育系261
药学图书馆 4楼―信息处理室

● 关于 ECCS 通知
http://www.ecc.u-tokyo.ac.jp/
● ECCS 利用指南
http://www.ecc.u-tokyo.ac.jp/guide/
current/
● 无线网卡系统的登录 / 更改
https://secure.ecc.u-tokyo.ac.jp/wlan.
html
● 关于 ECCS 的咨询处
ecc-support@ecc.u-tokyo.ac.jp
本乡・浅野地区（信息教育支援科）
内线：23004 ／外线：03-5841-3004
驹场校区（信息管理教育支援科）
内线：46140 ／外线：03-5454-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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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页浏览器知识与网络规则
总结了有关网页浏览器种类的知识与应当注意的网络规则。在互联网上收集信息之前，请务必阅
读。

关于网页浏览器

送方时，为了尽可能地让更多的读者读取，
请注意制作方法，不要制作只能用特定的网
页浏览器才能读取的网页。

浏览网页时所使用的网页浏览器有许多
种类。
以下试举在信息基础中心具有代表性的
Web 浏 览 器 上 看 到 的 例 子。 此 外， 还 有
Safari、Firefox 和 Google Chrome 等 各 种
各样的 Web 浏览器。
Internet Explorer（IE） 是 微 软 公 司
Windows 的标准网页浏览器。
为了让全世界更多的人能够利用，有的
网页是以 IE 浏览为前提的。对于其他网页
浏览器看不到的网页，可以试试用 IE 登录。
（以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的示例）

无论何种网页浏览器都具有相通的基本
功能，可以随意使用方便的一种。
根据 Web 浏览器的种类和版本的不同，
网络安全设置功能也会不同，另外，同一
Web 网页在电脑画面上的显示也会不同，
在 Web 网站内进行检索和申请等功能可能
会出现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
如果自己使用的浏览器无法显示想要浏
览的网页，不妨试试其他浏览器吧。
反之，当个人制作网页而成为信息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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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道德（信息伦理）

同时，请参考以下网页。

以下这些行为，不仅违反了网络文明
（＝网络礼节），甚至构成犯罪。
请在发送信息时，慎重考虑。

● 面向国民的信息安全网站（总务省）
http://www.soumu.go.jp/main̲sosiki/
joho̲tsusin/security/
● 互联网利用者的规则＆道德集（财团法
人互联网协会）
http://www.iajapan.org/rule/

・侵入不曾获得利用资格的电脑或网络。
・破坏、更改、删除他人电脑中储存的数据
或程序、系统的行为，或散播计算机病毒
的行为。
・公开淫秽文章、图象及声音的行为。
・威胁他人的行为。
・对他人所有的信息及隐私进行侵害、诽谤
中伤、歧视性的行为，或单方面进行攻击
等侵害基本人权的行为。

网络道德（信息安全）
在与其他计算机或网络相联接的互联网
世界中，每个人都必须对信息安全采取妥当
的对策。
① 用户名与密码的管理
在网络上，为了确保信息安全，对每个
利用者都赋予了服务使用权限。用户名与密
码是确认这一使用权限的重要凭证，请遵守
以下规则。

网络道德（著作权）
对于互联网上所提供的学术信息数据库
及电子期刊、网页上登载的文章、照片、图
像等信息，都应当与图书馆收藏的图书及杂
志等同视之，根据著作权法维护著作者的权
利。
禁止发生以下行为。

・不得借与他人、告知他人。
・不要使用容易被推算的密码。
・定期更改密码。
② 防止感染及预防计算机病毒
计算机病毒是以恶作剧或侵害他人为目
的而制作的程序，种类形形色色。为了避免
感染病毒，并防止自己成为发信源泉，请采
取以下对策。

・未经网页著作者的许可，擅自引用文章或
摘抄，并且，不标明出典而用于个人网页
或报告之中。
・对于市场销售的音乐 CD 或游戏、杂志的
画像等信息，未经著作者的许可而擅自刊
载于个人网页。
・擅自复制并使用朋友所持有的市场销售的
软件。

・不随意打开附件。
・不运行来历不明的程序。
・准备对付病毒的杀毒软件，并经常更新最
新版本。
・定期制作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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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学术信息的种类
信息有各种各样的种类与形式。在开始网络上搜寻信息之前，事先了解学术信息的种类，可有效、
顺利地进行信息的收集。

信息的种类

■ 统计
统计，由国家或地方行政机关、民间团
体、企业、研究者等，出于各种目的与条件
进行实施。调查结果有时以杂志或图书的形
式刊登，而最近，由调查实施机关的网站进
行公开的形式也逐渐增多了。

■ 期刊
对于期刊，在每种杂志名之下都附有诸
如 Vol.3 No.1的卷・号，以月刊或周刊等周
期持续刊行。目前，学术杂志正在进行着子
期刊电子化。
由于杂志上登载着著者撰写的多篇论
文，为了获取所需论文，必须得到论文的著
者名、题目、刊载杂志名、卷号、页码等信
息。

■ 学术报告
学术报告，是将技术信息及研究开发成
果公开的报告书，是科技领域内的重要资料。
每一册都附有固定的报告编码，这一编码是
由报告的发行机关特别规定的。最近，由发
行机关的网站进行公开的形式也逐渐增多
了。

■ 图书
比较那些偶然性出版的或速报性的信
息，通过图书可以获得某一主题的较完整的
信息。
图书的标记“第・・・版”，表示每次
改定、增补的版次，根据版次的数字越大而
判断内容越新。
“第・・・刷”则表示没有
改变版次，只是增加了印刷的次数，内容是
相同的。增加印刷的次数越多则表示阅读者
越多。
只是，由于“版本”和“刷”混同，内
容发生变化的数据也可能会仅被记载为
“刷”
不同，需要注意。

■ 会议记录
会议记录，是将学术会议上的报告发表
（全文或要旨）进行发行的刊物，是科技领
域内的重要资料。有时以杂志的特集或别册
的方式进行发行。
此外，还有专利资料、议会资料、判例、
法令、古文书、地图等各类信息资料。

■ 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有时会收录在杂志或图书中，
但一般不予以流通，而是由授予学位的大学
或学位论文的收集机关收藏。现在，在互联
网上公开学位论文信息的大学也逐渐增多
了。（学术机关仓库 参照 p.33）
■ 报纸
报纸可分为类似朝日新闻的全国性报纸
及地方性报纸、
行业报纸。即便是同一题目，
根据报纸种类的不同，其报导的方式也不尽
相同。而且，即便是同一类报纸，由于印刷
时间与最新报导的登载的时机或投递地区的
不同，信息的内容有时也会不同。
最近，可以在网络上阅读的报纸也有所
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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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媒体
一次资料

期刊

电子媒体

图书 其他资料

电子期刊
查找

查找
二次资料

藏书目录 文献目录 索引刊物

网站

查找
OPAC

一次资料与二次资料

电子图书

文献数据库

检索引擎

另一方面，当查找对象的一次资料也是
电子媒体时，例如，在数据库中发现了杂志
论文，那么就能够通过电子期刊阅读该论文。
这样，从二次资料的检索到一次资料的阅读，
这一过程将在电脑的同一画面中实现，于是，
一次资料・二次资料的区分就变得模糊起来。

诸如杂志与图书上刊载的论文、报道、
统计等资料，被称为“一次资料”。在研究
进行中，必须参考一次资料。
与此相对，为查找“都有哪些一次资料”
的资料就被称为“二次资料”。
无论有多么好的一次资料，如果查找不
出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制作了各种各
样的二次资料。要想强化信息的收集，能否
充分掌握二次资料的使用是之关键。

此外，就电子媒体而言，尤其是电子期
刊或文献数据库等收费资料，即便说能够在
互联网上使用，也必须事先签订协议。对于
大学（校方）已经签约的，则可以通过校内
的电脑登录利用（部分服务也可以从校外利
用）。

书面媒体与电子媒体
近年来，学术信息的电子化迅速发展起
来，然而并非所有的信息都完全转化为电子
媒体，书面媒体与电子媒体两种形式的信息
共同存在着。因此，应当事先了解有哪些资
料可以在互联网上查找并利用。
将杂志与图书进行电子化后，可在电脑
屏幕上阅览的资料被称为电子期刊
（ e-journal ）或电子图书（e-book）。统计、
判例、法规以及其他各种一次资料，都进行
了电子化，可以在互联网上查找。
并且，二次资料也进行了电子化。例如，
现在被称为 OPAC 的图书馆藏书目录，以前
也曾记录在卡片上。但现在，已经在互联网
上公开，可以利用电脑检索了。
对于电子媒体的二次资料，有时查找对
象的一次资料是书面媒体。例如，在 OPAC
中检索查到的图书，就可以在图书馆中直接
阅读。

判断信息
以上例举了各种信息的类型，无论对于
何种资料，都不能囫囵吞枣，重要的是具有
一双正确判断信息价值与意义的眼睛。
由此，必须具备关于研究领域的知识或
经验，应当时常有意识地注意：谁、何时、
为什么、向谁，发出信息，这是最基本的关
键。

7

了解文献数据库
根据数据库的不同，数据库的功能与检索的规则也不尽相同。然而，在了解共通的基本结构、
一般检索技术的概要之后，即使是初次使用的数据库，也比较容易理解其使用方法。

何谓数据库

数据库利用之关键

数据库，是收集了大量数据并进行整
理，使他人能够进行所需信息检索的一种程
序。
例如：
・手机附带的通讯录
・银行 ATM 机
・汽车的车上路线导航系统
・网络检索引擎
等等，在我们的身边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数据
库。
正如这些身边的例子，人们出于各种目
的制作了各种各样的数据库。而数据库的利
用者，也根据自己的目的区别使用。
至于学术信息的收集，想要查找图书馆
所藏资料，则可以利用 OPAC（在线藏书目
录数据库）
；想要查找发表了何种论文，则
可以利用收录了论文信息的文献数据库。
在任何一种数据库中，每一个数据都根
据项目进行整理并收录。
在检索时，如果不特别指定检索项目，
那么所有项目的全部数据都成为检索的对
象。因此，指定检索项目可以有效地查找出
所需资料。

对于初次使用的数据库，建议了解以下
各注意事项。
特别是，如果事先明确收录范围，这不
仅容易获得所需信息，并且对于正确判断检
索结果的意思具有重要意义。
■ 对象领域
既有能够检索所有领域的数据库，也有
将特别领域进行专业化的数据库。
■ 收录范围
对于收录范围的理解，有各种各种的观
点。例如，是哪一年代的信息、是国内抑或
外国的信息、是网罗了该领域的所有信息抑
或是有选择的区别收录，等等。
■ [Help]
数据库的名称五花八门，但无论何种数
据库，在检索画面中都有 [Help]。点击 [Help]，
则显示关于检索方法的说明及具体的输入示
例。
为了避免使用不当的检索方法，并能熟
练使用数据库的功能，请参考 [Help]。
■ 检索画面的种类
许多时候，登录数据库后，最初显示的
除了检索画面之外，还有能够指定检索项目
的详细检索画面。
此外，在检索画面上能够选择表示语言
的数据库也逐渐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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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的选择

■ 如何在校外利用数据库？

在使用数据库开始进行检索时，首先选
择符合自己目的的数据库至关重要。
如果想要知道能够使用何种数据库，请
登录由信息基础中心制作的网站「GACoS：
Gateway to Academic Contents System」。
GACoS 是电子版学术信息的入门。基
本上收集了在东京大学可以利用的各种学术
数据库，读者可以通过资料类型、主题领域、
数据库名等进行检索。该网站对于查找符合
目的的数据库，十分便利。
此外，还登载了数据库讲习会的信息与
信息管理相关的网络版教材等资料（参照
p.36 ～ 37）。请将它登录为书签，作为日
常信息检索的手段而充分利用。

此手册中凡标有
的数据库，只要
持有ECCS帐号，
就可通过SSL-VPN Gateway
服务从校外进行链接利用。
详细情况请在校内参阅
http://www.dl.itc.u-tokyo.ac.jp/
sslvpn/service̲e.html
■ 对外开放的数据库
公共机关制作的数据库等，部分对外免
费开放（请参照 p.33“关于公开访问”
）这
样的数据库具体有哪些，可参阅 p.17以后
的《利用学术数据库信息检索》。

检索词•检索式

GACoS

要想从数据库中收录的大量信息中，有
效地查找出所需信息，那么，在输入检索词
及检索式时，就必须找找窍门。

http://www.dl.itc.u-tokyo.ac.jp/gacos/
c/index-c.html

■ 检索词
如果使用自己想到的词语（自由词）进
行检索，那么可以考虑同义词•关联词、上
位概念•下位概念的用语、单数形•复数形、
表记的不同等各个方面，通过各种词语进行
检索，这样可以防止检索的疏漏。
不同的数据库分别制作了词库（即将词
语的上位•下位•关联等关系进行整理后的词
典）。如果某一概念具有多个表示词语，那么，
就可以通过词库，将使用哪一词语为检索词
统一起来。这被称为“统治词”。
另外，如果知道每一数据所固有的编码
或表示主题的号码，那么，还可以将该数字、
记号作为检索词输入。在图书上具有 ISB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国
际 标 准 图 书 编 号 ）， 在 杂 志 上 则 有 ISS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国
际标准逐次刊物编号）等特有的附带编号。
■ 截词检索（Truncation）
所谓截词检索，指的是使用通配符记号
（* 或？等等），将检索词的一部分以任意文
字（序）进行检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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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并非唯一手段

根据数据库的不同，还有前方一致、中
间一致、后方一致等类型的字段检索（参照
p.35附录）。

数据库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手段，但也并
非万能。
除此之外，还有以下这样一些收集学术
信息的方法，它们各自具有数据库所没有的
优点。

■ 检索式
在组合使用多个检索词时，使用逻辑运
算式可构成检索式。
根 据 需 要， 可 以 区 别 使 用 AND 检 索、
OR 检索或 NOT 检索（参照 p.34）。
请注意，每个数据库中所使用的逻辑运
算式的记号都会有所不同。

■使用书面媒体二次资料
■以论文末尾附带的参考文献表为线索进行
检索
■通览（浏览图书馆的书架与杂志目录）

判断并活用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显示后，应当判断是否能够查
找出所需信息，根据情况设定条件进行二次
检索。
有的数据库附带了将检索结果进行分类
（重新排序）的功能及精炼检索的功能。
当在检索结果中发现了所需文献后，为
了能够在图书馆中借阅或活用论文的参考文
献一览表，可以通过笔记、打印、下载、电
子邮件、文献管理工具等手段（参照 p.31），
将必需的信息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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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检索信息
为了避免由于收集的信息过多而不知所措的情况，明确“想要调查什么”
、“什么信息是需要的”
这一目的之后再进行查找，是非常重要的。在此，以撰写论文为例进行说明。

撰写论文

撰写论文之路程

论文的基本组成要素。

其次，沿着撰写论文的路程，看一看需
要进行哪些信息检索。

■ 论文题目、著者名、单位
■ 简要
■ 正文（问题、主张、论据）
■ 注释、参考文献、引用资料一览表

■ 确定主题
确定主题的关键在于，在自己可能获得
的结论范围内深刻讨论问题。
在论文中必须提出问题，然后表述自己
对该问题的主张。那不是无法得出结论的抽
象的主题，或过于大的主题，重要的是应当
设定具体的问题。
在这一阶段，通过百科全书或专业辞典
阅览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诸多项目，或者阅读
该领域的概论书籍、入门书、新书等各种图
书，这些都将成为有用的帮助。此外，在互
联网上浏览可能成为参考的网站，也是一种
方法。
然 后， 以 这 些 信 息 中 获 得 的 关 键 词、
文献名、研究者名为线索，阅读一些主要
文献。
在这一考察过程中，把握基本知识、以
往研究中具有何种论点及最新的研究动向，
从而进一步明确自己想要研究的课题。
该阶段，不需要对收集的每一信息进行
深刻阅读，以查找能够成为课题设定的参考
为目的，把握大概就可以了。

所谓论文，指的是具有一定形式、就某
一问题以逻辑性的根据，向对方阐述自己主
张的文章。
因此，仅仅依靠个人的经验或想法随意
书写的并非好文章。
在撰写论文时，必须持有以下目的进行
信息检索。
・整理有关所要讨论的主题的知识
・调查以往是否有类似的研究及最新的研
究动向
・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自己的主题如何
定位
・收集支持自己主张的根据等信息

■ 列论文提纲
一旦主题明确后，尽快列出论文的整体
构造“提纲”非常重要。
如果不进行这项作业而立即开始收集资
料，那么在阅览收集到的资料时，将无法确
定焦点而花费时间。并且，还会受到他人论
文所设主题的影响，反而导致自己想要写的
主题变得含混。
将课题中所设定的问题点分成几个项
目（设定更小的问题），就每一项目再列出
想要写的内容。当提纲完成后，“应该考虑
什么”、
“从哪儿着手为好”的方针就会很明
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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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的诸种读取方式

■ 调查
当提纲的结构完成后，就会明白“我想
写这方面的内容，所以想要这样的资料”，
这样，信息检索的目的就十分明了。
该阶段，不单是入门书中所列举的基本
文献，还必须查找专业领域的杂志上刊载的
论文，根据课题的需要，还应当调查具体的
统计数据及以往的报刊报导等资料。
为了收集撰写论文所需的资料及信息，
请充分利用图书馆与数据库吧！大学的图书
馆中，收藏了以往至今的各种类型的资料。
即便有时没有收藏，也可以通过其他大学的
图书馆，使用馆际互借的服务。

■ 泛读
在真正开始执笔论文前，尚有比较充裕
的时间时，不限对象而广泛阅读各种各样的
文献与信息，从而积蓄一些基本知识及能够
启发主题的知识，这将对以后的课题设定发
挥重要的作用。
■ 速读
因为是出于把握研究动向、掌握论点的
目的，所以在论文整体理解上或收集信息上
并不花费很多时间，只是有意识地注意是否
能够作为自己论文的论据，归纳焦点并注意
与自己课题的关联，这是一种高效率的阅读
方式。

■ 执笔
当收集完备必需的文献、试验・调查的
数据等资料后，就可以将论文的骨架加以充
实，在论文提纲中逐渐增加或修改项目，开
始执笔论文。
在引用他人论文及书写先行研究的概要
时，应当注意的是，必须明确地将自己的意
见与他人的意见区分开来，让第三者阅读清
楚。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必须充分注意
（参照 p.30）。

■ 熟读
当文献本身成为论述对象时，或使用自
己的观点论据，或使用反论时，必须充分理
解整体内容而不致误解著者的意图，进行充
分地阅读。

资料调查并非一次性作业
「设定主题」
⇒「列提纲」
⇒「调查」
⇒「执笔」
这一作业步骤，并非一次就能够完成的。
在撰写过程中，常常会发现进一步必需
的资料或重新考虑论文结构，直到论文完成。
这将经历数次反复。
另外，如果仅仅检索一次的话，很可能
疏漏其后发表的最新论文，因此，应当经常
查看最新文献。
对于电子期刊还有一种提醒服务。一旦
进行用户登录并设置期望的杂志名，那么，
当最新号发行后，将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通知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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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网络上查找信息

通过检索引擎收集信息
Yahoo!、Google 等检索引擎，已经成为今天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一种信息检索方式。使用检
索引擎，可以轻易地从互联网上庞大的信息中查找出所需资料。

何谓检索引擎

展开 [ 能源 ]、[ 环境经济学 ] 等下位范畴。
从中选择适当的范畴进行检索，在自己所关
心的主题逐渐明晰起来的同时，可以进一步
精炼信息。

从互联网上公开的网页信息中，根据关
键词或分类项目，挑选所需信息并加以显示
的系统，被称为检索引擎（search 引擎）。
它具有两大类别：一种是通过人工，进
行网站的收集与登录，根据范畴进行分类整
理的索引簿型（directory 型）；另一种是通
过程序自动收集网站，根据关键词进行检索
的机器人型（robot 型）。
可以将早期的 Yahoo! 举例为索引簿型，
将 Google、goo 举 例 为 机 器 人 型， 不 过，
现在它们都拥有这两个功能，补充了各自的
缺陷而成为复合型检索引擎。

相反，例如想要“了解京都议定书的内
容”，那么，可以在检索框中直接输入关键词，
就可以立刻掌握环境省、外务省的相关网页，
继而可以调查议定书的要点、概要及签订过
程。
京都议定书

检索

使用检索引擎，可以进一步具体指定检
索条件的详细检索、图像检索、地图检索，
甚至还有链接检索，可以检索到关于某一
URL 的链接集。请参考各检索引擎的介绍
或指南，灵活区分检索方法、发现窍门吧！

检索引擎的使用方法
■ 范畴检索与关键词检索
当缺乏查找信息的手段时，或不明了想
要得到的信息时，利用检索引擎的范围检索
比较方便。反之，如果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
想要调查的信息，利用关键词检索则比较有
效。
例如，当得到了关于环境问题的报告课
题时，首先，打开 [ 环境 ] 范畴来看一看。

■ 网站检索之外的功能
最近，除了网站检索，很多检索引擎还
提供下面这些功能。
・国语 / 英日 / 日英等辞典检索
・计算器功能
・当在线投递了与指定话题一致的新闻报
导时，将提供自动电子邮件通知服务。
・各用户可以设置仅显示自己所需信息的
自定义网页。
请掌握各个检索引擎的特点，综合地灵
活使用吧。

生活与文化
居住, 生活, 环境, 营养, 美食…
教育
大学, 小学、中学、高中, 专业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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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引擎的陷阱

使用检索引擎收集学术信息

如上，检索引擎是一种非常方便的信息
收集的手段，然而在利用时必须注意以下方
面。

普通检索引擎由于将互联网上所有种类
的信息都作为检索对象，而收罗了学术信息
之外的很多杂质。因此，对于报告或论文所
需的学术信息的收集，未必是恰当的手段。
然 而，2004年11月 由 贝 塔 版（beta
version，成品版之前的评价版・发展中版）
公开的 Google Scholar，限定其检索对象为
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图书、学术出版社以
及由学会、学术机关发表的摘抄或论文，是
一种将学术信息特殊化处理的检索引擎。
具有链接：
・（部分链接）检索结果文献的全文
・表示引用次数及引用文献
・通过从著者名、标题之中抽出关键词进
行检索的 Google 检索
等功能，还是一种可行的学术信息检索的手
段。
可以说，检索引擎的利用率将会越来越
高吧。

■ 未必能够查找出全部资料
使用检索引擎，并不能查找互联网上没
有公开的信息。并且，可以说检索引擎的检
索对象，仅仅只是互联网上很少的一部分网
站。如果依赖检索引擎，恐怕会疏漏很重要
的信息。应该与其他信息资源一同利用。
■ 信息未必正确
应当注意的是，通过检索引擎检索出的
网站之中，有些并不可靠。一视同仁是危险
的举措。
尤其在报告、论文中，如果引用通过检
索引擎得来的信息，那么还必须参考图书馆
资料或专业数据库，在确认了信息的来源与
可信度之后再利用。
■ 未必高效
如果通过检索引擎的一般关键词检索，
那么将会命中大量的检索结果。于是，辨别
其中真正有用的信息、确认信息的可信度，
将会花费相当大的精力。因此，与检索引擎
相比，通过书籍或专业数据库进行调查，比
较快捷且实际。

Google Scholar
http://scholar.google.com/

■ 上位结果未必重要
对于使用检索引擎得到的检索结果，将
按照得分、即与关键词匹配度的高低，显示
出来。各检索引擎都复合使用了各种方法，
计算出所收集的网站的得分。但是，排列顺
序未必中肯，一些重要的信息或对于自己非
常有用的信息未必列于上位。

只是，与普通检索引擎相同，有时需要
注意使用方法。
尤 其 危 险 的， 是 将 Google Scholar 的
检索结果的排序作为判断论文重要性的尺
寸。请在正确把握可以利用、不可利用的基
础上再使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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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大学查找书籍或杂志
作为使用互联网进行信息检索的一步，请尝试利用“东京大学 OPAC”来查找东京大学所收藏
的书籍或杂志吧。

何谓东京大学 OPAC

指定检索条件

东京大学 OPAC（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ue），是对校内30余所图书馆・图
书室所藏的书籍与杂志等资料进行检索的、
在线藏书目录数据库。
关于基本检索方法与结果显示画面的读
取，请参考小册子。
http://www.dl.itc.u-tokyo.ac.jp/gaos/c/
literacy-c.html

在此，进一步介绍使用方法的诀窍。
在 OPAC 的详细检索画面上，具体指定
检索条件，将有效地查找出想要阅读的资料。
■ 限定出版年份
图书的出版年份可以通过以下四种形
式，进行指定检索。

https://opac.dl.itc.u-tokyo.ac.jp/

※然而，OPAC 中没有收录1986年以前收
入的图书与一部分贵重资料，请查阅图书馆
的卡片目录。

1990 − 2012
1990 年～ 2012 年出版的图书
2012 − 2012
2012 年出版的图书

登录「MyOPAC」

1990 −
1990 年以后出版的图书

开始检索前请先登录「MyOPAC」。（参
照 p.29）

− 2012
2012 年以前出版的图书

■ 登录后进行检索的优点
・所检索的书籍为所属校区的图书馆馆藏
时，页面会优先显示。
・基于检索结果的预约和馆际互借申请会
非常便捷。
・可对在高级检索页面设定的检索条件进
行保存。

■ 限定领域・出版国家・语言
可以限定资料的领域、出版国家、资料
文本的记述语言，进行限定检索。
■ 通过书名（全名）查找
对于仅有一个词语的资料名，建议使用
“Full Title”检索。只有书名与输入关键词
完全一致的资料才会命中，因此可以减少检
索结果的杂质。

登录时所需用户码为学生证（职员证）
上所记载数码的后10位。密码可在页面上
进行设定。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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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Title

▼

■ 通过件名检索
使用“件名”进行检索，可以调查关于
某一主题的图书。“件名”，是指表示资料内
容的词语，一般根据基本件名目录表而定
名。
情報サービス

Subject

■ 电子期刊查阅方式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from 1958 to present in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查阅电子期刊时，在检索结果页面点击
标题会显示该期刊的收录范围和提供该期刊
的网站的链接，可即时获取所查找文献。
所查找杂志没有馆藏时，有可能会有电
子期刊版。

▼

对于课堂上所指定的图书，通过 OPAC
进 行 检 索， 并 参 考 详 细 结 果 的 表 示
“Subjects”。然后，使用同一件名再次检索
OPAC，可能会发现相关图书。请灵活运用。

熟练使用高级检索
OPAC 不仅具有一般检索功能，还具有
下 列 便 利 功 能。 请 熟 练 掌 握， 充 分 利 用
OPAC 吧。

正确读取检索结果
为了正确读取 OPAC 的检索结果，应当
注意几点。特别是关于杂志的检索结果，请
注意下列事项。

■ 将检索结果发送电子邮件
可以将检索结果一览表发送电子邮件，
省略了笔记的麻烦。

■ 期刊所藏卷号的看法
在期刊检索结果中有“Volumes”－栏，
表 示 各 个 图 书 馆・ 图 书 室 所 藏 杂 志 的 卷
（Volume）、号（No./ Issue）。

■ 保存检索结果至文献管理工具
可以将检索结果保存至文献管理工具。
写论文做文献目录时可进行活用。
【需用户
登记】（参照 p.31）

Volumes
1-3, 5
（1-6, 8-12）
, 6-9, 10
（1-2）
＋

■ 全国大学图书馆馆藏信息检索
所查找资料东大图书馆无馆藏时，点击
OPAC 页面的 Webcat，可对全国的大学图
书馆馆藏信息进行检索。

“（ ）”中的数字表示号，末尾的“＋”
表示还将继续收录其后的号。
在上一例中，虽然没有收入第4卷、第5
卷第7号，但可以知道很可能收录了最新号。

■ 馆际互借服务
登录 MyOPAC 后进行检索，检索结果
页面会显示馆际互借服务申请按钮。
这是一项可对校内其他校区及其他大学
馆藏资料进行复写和馆际互借，对校内资料
进行 PDF 文档阅读的便捷服务。请充分活
用。【需要申请利用】（参照 p.29）
※ PDF 文档的馆际阅读仅限校内。

■ 延续前杂志・延续后杂志的看法
由于出版社的变更，期刊名也常常随之
更改。这时，即便继续出版，在 OPAC 上显
示的也是其他名称的杂志。
没有发现所需卷号时，请查对期刊的详
细 检 索 结 果 画 面 中 的“Continues”、
“Continued by”等杂志名称变化信息，确
认是否发生了标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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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学术数据库进行信息检索
利用学术数据库，可以有效地网罗高信赖性的学术信息。在此，按照撰写报告的顺序，介绍一
下在东京大学可以利用的数据库。

报告制作的步骤与数据库
在执笔报告或论文时，如果利用学术数据库，可有效地收集高信赖性的学术资料。以下，
按照撰写报告或论文的顺序，主要介绍一些对设定主题及收集资料具有重要作用的数据库。
设定主题

收集资料

执笔

辞典工具

二次资料 DB
一次资料 DB

提交•投稿

文献管理工具
杂志评论工具

利用数据库进行信息检索的步骤
在利用下面将要介绍的数据库进行信息检索时，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选择数据库
请先明确自己进行信息检索的目的，再选择符合目的的数据库。因此，必须了解各数
据库的特点。
制定检索策略
文献检索的技巧在于「由面到点，由浅入深」。
请先考虑检索顺序、关键词、检索式，在制定策略后进行检索吧。
评价检索结果
正确评价检索结果，判断选择真正有用的信息，非常重要。请在了解数据库的界限的
基础上，正确评价并活用信息吧。
关于本文中的标记（凡例）
下一页以后的数据库都可点击“GACoS”（参照 p.9）进行利用。
请从“GACoS”的“常用资源链接”或者“电子资源／数据库”进行链接。

Open Access

可随处进行免费利用的对外开放的数据库。

仅限校内

表示只能在校内利用的数据库。

校外利用可（要申请）

是 SSL-VPN Gateway 服务对象数据库。
持有 EECS 帐号的用户从校外也可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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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主题
无论是自由课题或命题报告，其中，设定自己所要研究的主题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以下
这些工具对于精炼主题的信息检索，非常实用。
（凡例 p.17）

辞典・辞书工具
Open Access

JapanKnowledge+

仅限校内

校外利用可
（要申请）

该数据库集聚了百科全书、辞典、新闻、学术网站链接集
等等。可以对日本大百科全书、现代用语的基础知识、日
本人名大词典、Random House 英日大辞典等各种辞典进
行综合检索。

资料收集
当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主题后，就可以收集作为论证自己的主张与结论的证据资料。

查找图书
不仅是课堂上所指定的课题图书，而且还可以通过辞典工具中获得的文献名、研究者名
等关键词作为基础，调查并阅读入门书籍、概说书籍。通过获得基本知识，可以进一步明确
主题，使应当调查的信息逐渐具体化。
何谓“图书”→ 参照 p.6

图书・调查收藏所在
确定了所需阅读的书籍后，查找该书的收藏所在。

东京大学 OPAC

（参照 p.15）
首先，调查是否收藏于东京大学。
即使东京大学内没有收藏，也不必灰心。请通过下列数据
库确认是否收藏于校外机关。

CiNii Books

此数据库可对全国的大学等机关的图书馆所藏的书籍杂志
进行检索（国立情报学研究所提供）
。可以通过所属的图书
馆•图书室对其它大学所藏文献进行馆际复印。
※如果 CiNii Articles（参照 p.20）收录有文本，可直接链
接至文本。

NDL-OPAC

该系统可对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的资料进行检索与申请。
凡是年满18岁的读者，都可以进入国立国会图书馆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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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调查某一主题的书籍
如果想要调查关于自己研究主题的书籍时，可以有效利用以下数据库。

东京大学 OPAC

（参照 p.15）
该数据库不仅收录了东京大学所藏书籍的书名，著者名，
还收录了主题（参照 p.16「通过件名检索」
）、等信息。可
以通过主题或内容来查找书籍。

Webcat Plus ：联想检索

使用“联想检索功能”
，可以从检索关键词中抽取关联性较
强的词语，从而查找出含有该词的所有书籍而不会遗漏。
从而，发现自己所关心的图书。
对全国大学图书馆所藏图书杂志及新刊，可通过书名和著
者名等关键词进行“一致检索”来查找。

NDL-OPAC

使用「件名检索」，可以从主题和内容查找所需书籍。

Littel Navigator

显示与所输入的关键词相关的领域和词条，可从东京大学
OPAC（参照 p.15）和 JapanKnowledge+ 等数据库进行查
找。

查找杂志论文——综合领域
学术研究的成果，大都以杂志论文的形式进行发表。在执笔报告或论文时，为了调查与
课题相关的先行研究、最新研究等情况，必须查阅学术杂志论文。
何谓“杂志”（期刊）→ 参照 p.6
何谓“论文”→ 参照 p.11

杂志论文・调查收藏所在
当确定想要阅读的论文后，调查该论文所刊载的杂志的收藏所在。
与调查书籍收藏相同，可以检索东京大学或全国各大学的收藏。只是需要注意，在调查
杂志收藏所在时，不是用论文名而是用杂志名进行检索。
中川裕志ほか. ドキュメントへの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ハイディング. 情報処理. 44
（3）, 2003
↑
↑
论文名
杂志名

东京大学 OPAC

在高级检索页面将检索对象设定为“杂志”“电子期刊”，
可提高检索效率。检索时，杂志需要核对所需卷号是否有
馆藏，电子期刊需要核对契约范围以确认是否刊载有所查
找论文的卷号（电子期刊请参照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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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ii Books

东京大学 OPAC 也一样，以杂志名进行检索。
※如果 CiNii Articles（参照 p.20）收录有文本，可直接链
接至文本。

（凡例 p.17）

杂志论文・调查某一主题的论文
Open Access

仅限校内

校外利用可
（要申请）

在调查与自己想要撰写的论文或报告相关的资料时，可以通过论文名、要旨等关键词进
行检索。

东京大学学术论文横断检索
（UT Article Search）

日语杂志论文

CiNii Articles

可以同时对多个电子期刊和数据库进行检索，通过关键词
来查找学术论文。其中，一部分具有全文链接。

是以日本国内刊行的学术论文、学会协会杂志、大学研究
纪要为中心的论文信息数据库（由国立信息学研究所提供）。
其中，一部分具有全文链接。在校内利用，或者通过 SSLVPN Gateway 服务或网站链接个人 ID 进行利用，可以对全
文进行阅读的信息范围会大增。

日语杂志论文

NDL-OPAC

英语论文

Web of Science
- Web of Knowledge

使用“Japanese Pedioricals Index（杂志报导索引）”（也
可从 CiNii Articles 上进行利用）
，对国内刊行的杂志报导进
行检索。
该数据库收录了所有领域的主要英文学术杂志（约12,000
种）上刊载的论文书目信息。不仅能够利用一般关键词检索，
还可以通过论文的引用•被引用的关系进行检索。由 Web of
Knowledge（ 综 合 平 台 ） 进 行 提 供， 并 可 以 与 BIOSIS
Previews（参照 p.23）等其他数据库一起，进行综合检索。

英语论文

SciVerse ScienceDirect

该综合数据库内收录了由 Elsevier 公司发行的科技、医学、
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学术杂志的全文资料。

英语论文

SpringerLink

该数据库收录了由德国综合科学出版社 Springer 集团发行
的杂志，以及 Lecture Notes 的书籍的全文资料。

英语论文

Wiley Online Library

该数据库收录了由美国 John Wiley & Sons 公司出版的科
技、医学等领域的杂志、图书、reference work（参考图书）
的全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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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杂志论文——专业领域
如果在前项所介绍的综合性、一般性数据库中得不到所需的、各学问•研究领域的专业
信息，那么建议使用专业数据库。 在此，介绍一些各领域的代表性数据库。
杂志论文・专业领域
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Periodicals Archive Online

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JSTOR

是人文社会科学系的杂志报导档案（archive）（1802年～
2002年）的索引数据库。其中，一部分杂志（约300种）
可以阅览全文。
是以社会科学领域为中心的代表性学术杂志的档案数据库。
收录了自创刊号起至最新号3 ～ 5年前的论文，全部可以利
用全文资料。

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ASSIA:Applied Social Sciences
Index and Abstracts
- ProQuest

该数据库收录了应用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术杂志的索引与
摘录信息。

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InfoTrac Custom

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AJ）- CNKI

该数据库网罗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250种杂志的全文资
料。收集了高利用率的杂志。

该数据库提供由中国发行的学术杂志（文学・历史・哲学、
政治・法律、教育・社会科学、经济・管理领域）的全文
资料。

文学

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 with
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该数据库通过各种信息源收录了有关文学方面的人物、作
品信息等资料。

语言学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Behavior Abstracts（LLBA）
- ProQuest
法学

Westlaw Japan

法学

D1-Law.com

是关于语言学文献的索引•摘录数据库。

日本法的综合数据库。可以对法令、判例、政策信息、主
要判例杂志、Kommentar（注释）、学术论文、新闻报道等
进行检索。
将第一法规提供的“现行法规”
“判例体系”
“法律判例文
献情报”各数据库综合在一起的综合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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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法规资料提供系统

是关于日本法规（宪法、法律、政令、敕令、府令、省令、
规章）内容的网络版检索系统。

法学

Westlaw
International

该数据库网罗了全世界的判例、法规、行政相关资料、法
律杂志、法律百科辞典、律师年鉴、新闻、商业信息。

法学

Lexis .com

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国外法律信息数据库。收录了法律、判例、
法律评论、知识产权、经营•企业信息。

经济学・企业信息

Business Source Complete
- EBSCOhost

是有关经济、经营、商业等方面的杂志报导数据库。其中，
一部分可以全文利用。
※为 EBSCOhost（检索平台）所提供

经济学

EconLit
- EBSCOhost

企业信息

eol

该数据库收录了经济学领域的杂志论文、图书、学位论文、
工作报告等索引•摘录信息。
※为 EBSCOhost（检索平台）所提供

此数据库收录了上市企业等国内约5000家公司的有价证券
报告书1984年至今的信息。可浏览亚洲主要地区上市企业
的基本信息。

心理学

PsycINFO

医学

MEDLINE
- OvidSP
医学

EBM Reviews
- OvidSP

心 理 学 相 关 文 献 的 索 引 • 摘 录 数 据 库。 由 美 国 心 理 学 会
（APA）制作。与全文数据库 PsycARTICLES 相链接。

是由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NLM）制作的世界最大的医学相
关文献数据库。
※为 OvidSP（检索平台）所提供
是面向医疗•临床领域研究者的数据库。
由8种建立在科学依据之上的医疗信息数据库构成。
※为 OvidSP（检索平台）所提供

医学

CINAHL Plus with Full Text
- EBSCOhost

是护理、医疗技术方面的文献数据库。
※为 EBSCOhost（检索平台）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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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

PubMed

医学

医学中央杂志 Web

是 MEDLINE（参照 p.22）提供的免费网络版。
使用与 GACoS 相链接的东大专用入口，页面会显示“UT
Article Link”（参照 p.26）按钮。这个按钮会提供电子期刊
链接等信息。
该数据库收录了日本医学领域杂志上刊载的论文。是“医
学中央杂志”的网络版。收录了日语医学杂志、营业杂志、
学会等会议记录、演讲集等资料。

工学

Compendex
- Engineering Village

该数据库广泛网罗了工学领域的索引•摘录信息。
※为 Engineering Village（技术信息门户网站）所提供

工学

Inspec
- Engineering Village

该数据库涵盖了物理学、电气・电子工学、计算机科学、
信息技术领域的索引•摘录信息。
※为 Engineering Village（技术信息门户网站）所提供

工学

USPTO
- Engineering Village

工学

esp@cenet

该数据库网站收录了美国的专利信息。
※为 Engineering Village（技术信息门户网站）所提供

该数据库网站收录了欧洲专利厅（EPO）、世界知识产权机
构（WIPO）、日本专利厅的专利信息。

工学

Scirus

是专业的科学信息搜索引擎。

农学•生命科学

BIOSIS Previews
- Web of Knowledge

农学•生命科学

Agropedia
化学

SciFinder

生命科学领域的综合数据库。
可以利用 Web of Knowledge（综合性学术信息平台）提供
的 Web of Science（参照 p.20），进行综合检索。

该数据库收录了由农林水产部研究机关提供的研究成果信
息、卫星图像等资料。
该数据库收录了化学物质信息、科技文献、有机化学反应
信息、试剂•化学合成品的目录等信息。
利用前需要进行用户登记。

地球科学

GeoRef
- ProQuest

是由美国地质学会 American Geologi-cal Institute（AGI）提
供的地球科学方面的文献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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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学位论文
为获取博士学位而向大学或研究机关提出的博士学位论文，尤其在科技领域被评价为高
水准的研究资料。
学位论文的资料并非在普通场合内流通，因此比较难以获得。查找方法可以通过以下数
据库进行，此外，调查学位授予大学的网站也是有效方法之一。
何谓“学位论文”→参照 p.6
（凡例 p.17）

查找学位论文・日本国内的学位论文
Open Access

仅限校内

校外利用可
（要申请）

东京大学学位论文数据库

该数据库收录了由东京大学所授与的博士论文的题目、著
者名、要旨等信息。
关于论文原文的阅览，请向著者所属单位的图书馆或图书
室咨询。

博士论文目录数据库

该数据库收录了由日本的国立、公立及私立大学等机关所
授予博士学位的学位论文的题目、著者名、学位种类等信息。
作为“学术研究数据仓库”内容之一，由国立信息研究所
提供。
（参照 p.18）国立国会图书馆（关西馆）中收藏了1923年
以后的博士论文。其中，对于1957年以后收录的论文，可
以根据收入方式在 NDL-OPAC 上进行检索。

NDL-OPAC

查找学位论文・国外的学位论文
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PQDT）Full Text

该数据库收录了以美国、加拿大为主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

查找新闻报导
如果想要查阅关于某一主题的最新话题、或者确认以往事件、收集某一人物相关资料，
报刊是非常有效的信息资源。
何谓“新闻报导”→参照 p.6

查找新闻报导

朝日新闻在线报导数据库 利 用 该 数 据 库， 可 以 对 朝 日 新 闻 报 导（ 主 刊 • 地 方 版 ）、
“闻藏 II”
“AERA”、“周刊朝日”的全文报导进行检索并阅览。

Mainichi News Pack

可对“每日新闻”和“周刊 经济学家”等进行信息检索和
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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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MIDAS 历史馆

可对自明治7年起的“读买新闻”和“The Daily Yomiuri”
等进行信息检索和全文阅读。

LexisNexis Academic

收录有世界各国新闻等信息的综合信息数据库。

Factiva.com

提供世界各国新闻及商业信息。

ProQuest
News & Newspapers

Newspaper Source Plus
- EBSCOhost

此数据库为 ProQuest 公司提供的报刊数据库。可对“Los
Angeles Times”
、
“New York Times”
、
“Wall Street Journal”
、
“Washington Post”等进行利用。
此 数 据 库 不 仅 收 录 了 以 New York Times、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USA Today 为首的全国性报刊和海外报刊，
并且，对 The Detroit Free Press 等美国地方报刊也有全文收
录。
※为 EBSCOhost（检索平台）所提供

查找统计资料
作为报告及论文的论据，充分使用统计资料的数据将增加说服力。很多机关都发行各
种各样的统计资料，最近，越来越多的数据在网站上进行公开。
何谓“统计”→参照 p.6

查找统计资料

官方统计的综合窗口
（e-Stat）

OECD iLibrary

是官方统计的综合窗口网站。同时还具有与民间统计、国
外统计机关的链接。

该数据库收录了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各种出
版刊物。可以显示全文。利用该数据库，可以较早地获得
以图书、杂志为主、以及数种统计数据的小册子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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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网站获取信息・活用收集信息

阅览电子期刊
作为能够在网站上获取的信息的主要范例，以下，就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电子期刊的使用进行说明。

何谓“电子期刊”

■ 从门户网站登录使用
当确定想要阅读的杂志时，可以通过以
下网站，确认该杂志是否能够利用电子期刊。
※即使 OPAC 中没有该杂志的所藏，也可能
通过电子期刊进行阅览。

电子期刊是将杂志电子化的资料，可通
过电脑在屏幕上直接阅览。
最近出现了只有电子版的杂志。
利用校内的电脑，通过互联网登录出版
社的网站或收录了电子期刊的数据库，只要
是与东京大学具有协约的范围之内、或者公
开的范围之内，都可以阅览杂志报导。
对于所需论文，可以通过打印、发送电
子邮件、下载保存等方法获取。

E-JOURNAL PORTAL

电子期刊之利用
■ 从文献数据库登录使用
通过第2章中介绍的数据库，可以从数
据库检索画面链接到所需论文登载的电子期
刊，或者直接阅览论文全文，这种情况越来
越普遍。
数据库检索结果页面显示
「UT ArticleLink」
按钮时，请点击该按钮。页面会链接到“东
京 大 学 学 术 论 文 链 接（UT Article Link）”，
显示所查找电子期刊和刊物所在的链接。点
击电子期刊栏中的“Article”，可以直接阅
读论文全文（参照 p.27图）。
有的数据库没有设置论文全文的链接，
那么，为了获取论文就必须对照检索结果画
面，将以下信息记录笔记。有的数据库还具
有代替笔记，可以直接从检索结果画面下载
以下信息的功能。
请注意，如果该信息不全或错误的话，
将会耽搁获取资料。
< 获取杂志论文的必须信息 >
・论文著者名
・论文题目
・登载杂志名
・卷・号・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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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校内

http://www.lib.u-tokyo.ac.jp/ext/ejportal/
E-JOURNAL PORTAL 是集中了全校可
以利用的电子期刊的门户网站，可作为查找
电子期刊的入口。
通过杂志的标题等进行检索，可以知道
收录所需杂志的数据库的名称，点击该数据
库名称，会链接到数据库的检索画面和出版
社的网站，在那里通过查找所需论文的卷・
号・页码或者检索来找到论文。
点击 OPAC 检索结果列表中的电子期刊
的 标 题， 可 连 接 到 E-JOURNAL PORTAL。
也可通过东京大学 OPAC 直接对电子期刊进
行利用。
■ 直接登录
有时不需要通过上述门户网站，可以直
接登录使用。
※但是，有的杂志不通过上述门户网站就不
能利用。

UT

Article Link

发生这样的情况时？

电子期刊之利用注意

■ 如何在校外利用电子期刊
根据出版社的不同，只要有 ECCS 帐号，
一部分电子期刊通过 SSL-VPN Gateway 服
务可以从校外进行利用。详细情况请在校内
参阅 http://www.dl.itc.u-tokyo.ac.jp/
sslvpn/service̲e.html

关于电子期刊的利用，由东京大学与出
版社等提供方之间，交换利用协定。
如果违反了既定的利用规则或利用条件
时，大学整体都有可能被迫停止利用，所以，
请务必遵守。虽然，规则内容因出版社各异，
但原则上禁止发生以下事项。

■ 必须输入 ID、密码
在阅览论文全文时，有时会显示要求输
入 ID、密码的画面。虽然，有时候确实需
要输入 ID、密码，但也会发生系统纠纷或
协约范围外的情况。如有疑问，请向图书馆
询问。

■ 禁止事项
・东京大学的成员（教职员・学生等）以
外的人员使用。
・用于个人学术研究・教育目的以外的事
项。
・向第三者流通（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下载
资料）。
・不正下载（利用程序等方式进行系统性
大量下载）。

27

阅览电子图书
与电子期刊相同，书籍也进行了电子化。在此，介绍一些与东京大学签约的电子图书。

关于电子图书的利用
下面介绍东京大学签约的电子书籍。各数据库与电子期刊一样，均可从校内计算机上通
过网络，以 GACoS 为入口进行利用。
（凡例 p.17）

电子图书
Open Access

仅限校内

校外利用可
（要申请）

EBSCO eBook Collection
- EBSCOhost

EBSCO eBook collection 是 可 在 EBSCOhost 进 行 利 用 的
电子书籍收藏库。可以进行电子书籍的检索以及电子书籍
的全文检索。可对以学术书籍，专业书籍为中心的各种电
子书籍进行检索。
※为 EBSCOhost（检索平台）所提供。

SpringerLink

提供德国 Springer 公司发行的电子图书。可以利用 Lecture
Notes 等。

Wiley Online Library

提供美国 John Wiley & Sons 公司发行的电子图书。

电子图书之使用注意
与电子期刊相同，关于电子图书的利用也有一些禁止事项。请注意使用方法。具体禁止
事项，参照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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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图书馆服务
并非所有的杂志与图书都进行了电子化，所以，对于电子期刊或电子图书中没有发现的资料，
请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藏书吧。在此，介绍一些能够在网络上利用的图书馆服务。

MyOPAC

【顺序简要】
● 登录 MyOPAC 检索东大 OPAC。
● 所查找资料如果无法获取电子期刊和电
子图书版时，可对杂志・图书的馆藏情
况进行确认。
● 馆际互借可能时，OPAC 检索结果页面
会显示申请按钮。
※对自己所属学部所在校区的图书馆的
馆藏资料的借阅及复写不能利用此项服
务。
● 点击申请按钮，在申请页面上输入必要
的信息进行申请。
● 资料会被发送到所指定的图书馆。
● 申请馆际文献传递 PDF 文档阅读后，会
有邮件通知可浏览的 PDF 文档，请于2
周之内在学校网络上进行浏览。打印仅
限1份。
※禁止将 PDF 文档保存到电脑等。严禁
将 PDF 文档的 URL 告知第三者，同时也
严禁传发文档或其印刷物。
● 关于付费方式，如果选择自费，则必须
根据电子邮件所指定的方式，立即支付
费用。

MyOPAC 是 东 京 大 学 图 书 馆 提 供 的，
登 录 东 大 OPAC 后 可 对 以 下 各 种 服 务 在
Web 上进行利用的服务。（参照 p.15）
登录时所需用户码为学生证（职员证）
上所记载数码的后10位。
密码可在页面上进行设定。
登录 MyOPAC 后，可享受以下服务。
【各项服务之概要】
■ 预约出借中资料
可以通过 OPAC，对出借中的资料进行
预约。
■ 询问出借・预约情况
可以确认出借中的资料、处罚情况、预
约中资料。
■ 馆际互借服务【需要申请利用】
此项服务可在 OPAC 页面上进行申请。
可对图书馆（校内／校外）的资料进行复写
和馆际互借，及对校内资料进行 PDF 文档
浏览。申请后的进展情况也可随时进行在线
确认。

ASK 服务

■ 申请购买图书
可以申请购买希望的图书，并可以询问
申请情况。

https://opac.dl.itc.u-tokyo.ac.jp/ask/
ASK 服务，是指在网上发送邮件向图
书馆提出疑问，然后收取由东京大学的图书
馆中最符合调查回答的图书馆・图书室发送
回答邮件。
受理有关图书馆所藏资料的提问、文献
的调查方法、关于某一事项的调查方法、数
据库或电子期刊的利用方法等问题。

馆际互借服务
馆际互借服务是指东京大学图书馆提供
的，可对校内其他校区及其他大学的馆藏资
料进行复写和馆际互借，对校内资料进行
PDF 文档浏览的服务。
利用该项服务，必须事先提出利用申
请。
关于利用申请的方法及利用条件、付费
方式等具体情况，请向所属图书馆・图书室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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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引用・参考文献一览表
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选择取舍，并作为自己论文的论据需要使用时，必须进行引用，将其与
自己的文章明确区别开来。为了避免剽窃他人研究成果，应当明确标明资料出处。

引用的写法

引用之注意点

对于论文中的引文，具有以下表示方法。

明示引文的目的，是对所参考的他人研
究的独创性的尊重，同时使论文的阅读者能
够充分理解自己的意见。
明确了这一点后，就会懂得必须注意以
下事项。

■ 使用括号「 」，写入自己的文章中
（1）
この点に関する問題として、
「・・・・・」
と述べている。

■ 正确书写引文
引用时，按照原文正确书写。为了避免
误解著者的意图，必须通过原文的文脉正确
读取。
对于他人所引用的文章，不经对照原文
的引用，是不正确的、应当避免的行为。

■ 前后空余一行，改段
この点に関する問題として、次のよう
に述べている。
・・・・・・・・・・・・・・
・・・・・・・・・・・・・・
・・・・。（1）

■ 正确记述出处资料
请注意，如果参考文献一览表所列信息
（著者名、杂志名、卷・号・页码等）错误
的话，将会给以此为据调查文献的读者带来
很大的麻烦。同时，也会有损于论文本身的
可信度。

■ 归纳要点，写入自己的文章中
この点について・・・・・という問題
提起がある（1）。

■ 列举能让第三者参考的信息
为了满足论文读者的需求，在列举参考
文献时，请考虑一些能够让第三者作为参考、
又能较容易地获取的信息。

无论哪一种方法，在引用文的后面，必
须马上增加（1）、（2）等连续编号，并使之
与论文末尾的参考文献一览表的编号相对应。
或者，不使用连续编号，而使用例如
（山田, 2005）的方式，将著者名与出版年
份以括号（ ）的形式显示。参考文献一览
表则可以按照著者名的顺序进行排列。

参考文献一览表的书写格式
对于引文出处的表示方式，以及参考文
献一览表的记述方法，必须按照指定格式书
写。
虽然，有些是根据领域而制作的标准格
式，但也并非具有完全统一的标准。
例如右页所示，摘录了一部分科技信息
流通技术标准。这一标准可通过互联网阅
览。
在向杂志投稿时，各杂志都有自己的投
稿规定，其中也指定了书写格式，请按照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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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一览表的书写格式的示例
科技信息流通技术标准（SIST： Standards for Inform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ttp://sist-jst.jp/handbook/sist02_2007/main.htm）
・ 参考文献的书写格式（SIST 02）
■ 杂志的 1 则报道
著者名 . 论文名 . 杂志名 . 出版年份 , 卷 , 号 , 始页——终页，ISSN．
（语言表示）
，
（媒体表示）
，获取
处，
（获取日期）
．
例 （ａ）花岡菖．戦略的アウトソーシングにともなうシステム監査のあり方について．システ
ム監査．1996，vol．9，no．2，p．2-10．
（ｂ）花岡菖．戦略的アウトソーシングにともなう…．システム監査．1996，9（2）
，p.2-10．
■ 参考 1 册图书
著者名 . 书名 . 版本，出版地 , 出版者 , 出版年份 , 总页数 ,（丛书名 , 丛书编号）
，ＩＳＢＮ .（语言表
示）
，
（媒体表示）
，获取处 ,（获取日期）
．
例 井 手 文 雄． 界 面 制 御 と 複 合 材 料 の 設 計． 東 京， シ グ マ 出 版，1995，250p．, ISBN
4-915666-27-1.
■ 参考图书的 1 章或一部分
著者名 .“ 章节标题”. 书名 . 编者名 . 版本 , 出版地 , 出版者 , 出版年份 , 始页——终页 ,（丛书名 , 丛
书编号）
，ＩＳＢＮ．
（语言表示）
，
（媒体表示）
，获取处 ,（获取日期）
．
例 井手文雄．
“3 界面制御の技術”
．界面制御と複合材料の設計．東京，シグマ出版，1995，p．
12-43, ISBN 4-915666-27-1.
■ 电子期刊的 1 篇论文
著者名 . 论文名 . 杂志名 . 出版年份 , 卷 , 号 , 始页——终页 . ISSN．
（语言表示）
（
，媒体表示）
, 获取处，
（获取日期）
．
例 荒川正幹ほか．Hopfield Neural Network を用いた新しい分子重ね合わせ手法の 3D-QSAR へ
の応用．Journal of Computer Aided Chemistry. 2002，vol．3，p．63-72．http://joi.jlc.jst.go.jp/
JST.JSTAGE/jcac/3.63,（参照 2002-12-03）
.
■ 网站、网页
著者名 .“ 网页的题名”. 网站名 . 更新日期 .（语言表示）
，
（媒体表示）
，获取处 ,（获取日期）
．
例 斎藤彬夫．"DME（ジメチルエーテル）燃料普及のための提言 "．日本機械学会．2003-1-11．
http://www.jsme.or.jp/teigb01.htm，
（参照 2003-02-24）
．

文献管理工具

■ 制作文献数据库
通过检索各种文献数据库，将获得的信
息（著者名、论文名、杂志名等）采用于文
献管理工具中，即只把自己需要的文献制作
成数据库，进行保存并管理。

为了减少制作・管理参考文献一览表的
精力，充分利用被称为“文献管理工具”的
软件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文献管理工具有下
载后使用的软件和 Web 版两种。现在，在
东 京 大 学 可 对 RefWorks 和 EndNote Web
的两种 Web 版进行无偿使用（需要进行用
户登陆）。
各工具的使用功能不尽相同，一般来说，
使用文献管理工具可以实现下列功能。

■ 自动制作参考文献一览表
对于文献管理工具中所保存的资料，在
撰写论文原稿时，可以检索并调出。然后，
自动制作文中引用部分的编号与论文末尾的
参考文献一览表。甚至，可以对应投稿杂志
规定的投稿格式，自动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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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
以下介绍一些杂志数据库，以作为在论文投稿时的参考。同时，还介绍一个可以广泛公开论文
的方法——“Open Access（公开访问）”。

选择投稿杂志
（凡例 p.17）

检索 JCR
Open Access

JCR: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 Web of Knowledge

仅限校内

校外利用可
（要申请）

JCR 是提供判断学术杂志的重要性、影响力的指标，进行
学术杂志评价的工具。
不仅能够调查作为杂志评价指标之一的「Impact Factor」，
还能够了解学术杂志的引用关联。
在决定论文的投稿杂志时，可以作为比较同一领域内的数
种杂志的判断材料。

何谓 Impact Factor
即某杂志平均一篇论文的被引用次数。表示在特定的一年中，某杂志登载的论文平均被
如何频繁地引用的尺度。它是表示杂志影响力的一个指标。
Impact Factor 的计算方法按照如下程式进行。（以2011年为例）
A ＝ 2009-2010 年年某杂志登载的论文总数
B ＝ A 的论文在 2011 年中被引用的总次数
2011 年的 Impact Factor ＝ B ／ A
JCR 并非是评价所有论文与著者的工具。请充分理解 Impact Factor 数值的意思，注意
使用方法。
检索 Ulrichsweb

Ulrichsweb

Ulrichsweb 收录了世界200个国家的出版社刊行的周期出版
刊物的资料（杂志、年鉴、会议记录、一般杂志、学术杂志、
会报、报刊）。
可以指定主题领域、关键词、有无评审等条件，调查有哪
些杂志。

根据数据库的收录对象杂志进行选择
如果投稿杂志成为主要数据库的收录对象杂志，那么，论文登载后，将会增加读者查找
自己的报导的可能性。
该杂志是否是第2章中介绍的数据库的收录对象杂志，可以作为一种判断方法。另外，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把自己论文的关键词在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查找登载较多相关主题论文
的杂志。
浏览出版社及学会的网站
出版社与学会的网站上，登载了所发行杂志的投稿规定、该杂志涵盖的领域、对象读者
群等信息，这可以成为投稿时的有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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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访问（Open Access）

现在，很多出版方都已经认可了论文著
者将评审过的论文在出版后，登载于个人主
页； 或 者 将 论 文 保 存 于（ 即 自 助 存 档
archive）著者所属机关的“学术机关仓库（参
照以下栏目）”。
此外，从一开始就将杂志本身（或杂志
中的一部分论文）进行免费公开发行的杂志、
即公开访问杂志也出现了。
不过，也有发行后，经过一段时间才进
行公开访问杂志。

下 面 介 绍 一 下“ 公 开 访 问（O p e n
Access）”，这一方法可以让更多的读者阅
读论文而广泛公开。
现在，在出版方、图书馆、研究者之间，
一种被称之为“公开访问”的新型学术论文
的提供结构，成为世界性的话题。
所谓“公开访问”，即在互联网上免费
公开学术论文，并使读者无障碍地登录的一
种结构。其背景情况，是因为学术杂志的价
格高涨而难以获得研究中不可缺少的论文。

东京大学学术机关仓库 http://repository.dl.itc.u-tokyo.ac.jp/
所谓学术机关仓库（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即将大学等学术机关制作的、学术杂志刊载的论
文及学位论文、图书等各种各样的研究成果，以电子化的形式进行集中积累并保存；以向校内外公开
为目的，在互联网上进行的发信据点（服务器）
。
学术机关仓库，换言之，即互联网上设置的公开保存书库。只要具有连接了互联网的环境，任何
人都可以登录并利用研究成果。
校内研究者

电子化形式的
积累 · 保存 · 发信
学术研究成果（内容）
・学术论文
・学位论文
・纪要刊载论文
・图书、图书的一部分
・预先打印
・会议记录
・科研费报告书
・技术报告
・学会发表资料
・课程用教材 其他

普通利用者

自由利用

登录

东京大学
学术机关仓库

系统运用管理

登录支持

附属图书馆及
信息基础中心
世界上已经有了为数居多的资源库。东京大学以附属图书馆与信息基础中心图书馆电子化部门为
中心，正在构建东京大学的学术机关仓库。
通过在东京大学学术机关仓库登录研究成果，向全世界发信，对于研究者来说，既可以提高研究
成果的可视性，又提高了研究活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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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附录

注意！检索技巧
因数据库而异。

检索提示
以下介绍一些检索提示与便利的技术。各数据库都使用了与收录信息相符的最有效的检索，因此，
所用技术与使用记号都不相同。对于初次使用的数据库，建议首先确认“help”等事项。

检索词的输入

逻辑运算法

■ 无意义词
诸如冠词（the、an 等）或 be 动词（be、
is、was 等 ）、 人 称 代 词（he、she、we、
they 等）等词语，即便输入也不能成为检索
对象。
（参照“词组检索”）

如果想以数个检索词进行复合检索时，
可以使用逻辑运算法。需要注意的是，连接
检索词的“逻辑运算式”因数据库而不同。
■ AND 检索
对含有所输入检索词的所有事项进行检
索。

■ 化合物与特殊文字的输入
对于下置词或音调等文字，将置换成普
通文字后再输入。
例
H 2O
⇒ h2o
Fürst ⇒ furst, fuerst

A

B

A AND B

词库的活用

■ OR 检索
对至少含有一个所输入关键词的事项进
行检索。

一些数据库将同义词、关联词、上位概
念、下位概念等用语，按照领域或内容等整
理为“词库（thesaurus）”。通过使用既定
的统治词，可以有效地进行检索。

A

B

A OR B
例
索引典词条（受控词汇）
◆上位词：肿瘤
（广义）
◆癌

■ NOT 检索
对只含有一个所输入检索词的事项进行
检索。

（同义词）
恶性肿瘤
肉瘤

A

◆下位词：胃癌
（狭义）

B

A NO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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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符的优先级

截词检索（Truncation）

当 使 用 AND 检 索、OR 检 索、NOT 检
索进行组合检索时，请注意运算符的优先级。
有些数据库以 NOT → AND → OR 的顺
序为运算符的优先级，有的则按照检索栏中
输入的顺序，或者使用（ ）来指定优先顺序。

对于可能想到的变化的检索词，可以在
变化的文字列部分输入“通配符”记号（*, ？,
＄等）。

例

■ 前方一致
gene*
⇒ gene, genes, generation

A NOT B AND C OR D
（A NOT B）AND（C OR D）

■ 中间一致
*sea*
⇒ sea, seat, disease, undersea

接近演算

■ 后方一致
*net
⇒ internet, cabinet, planet

指定数个检索词的位置关系。
使用 AND 检索时，有时过于偏离输入
检索词的事项也会命中，从而无法获得自己
想要的检索结果。
使用接近演算，可以指定检索词出现的
顺序或检索词间的词数。请注意，
“接近算符”
因数据库不同。
例

■ 词间变化
behavio$r
⇒ behavior, behaviour

截词检索的巧用例
浏览参考文献表，可以发现，有时西文
杂志的标题使用省略形（略称）。这时，如
果使用截词检索的技巧，即便不知道全称，
也可以进行检索。

A SAME B , A W/s B
⇒同一句子内

A W/n B , A NEAR/n B
⇒最大 n 个词以内

例 对 参 考 文 献 一 览 表 中 记 载 的 J. Biol.
Syst. 杂志，通过东京大学 OPAC 进行检索。
【输入例】

词组检索
将数个检索词作为一个词组进行检索的
方法。即使使用含有无意义词的文字列进行
检索，也会发挥作用。
既可以直接输入，也可以使用“
”。
例

j

biol

syst

部分数据库可以使用 *（星号）进行前
方一致检索。（需注意，有的数据库对 * 前
的文字要求至少2个字符以上）。

information literacy
“information literacy”

j*

biol* syst*

如 此 输 入 后， 即 便 不 知 道 JOURNAL
OF BIOLOGICAL SYSTEMS 的全称，也能
够进行查找。
杂志的略称，是根据一定方法进行省略
的。在个人论文中使用时，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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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支援
信息基础中心学术信息管理科举办讲习会、配发・公开教材等工作，准备信息检索的支援菜单。

数据库讲习会
信息基础中心学术信息管理科举办讲习
会，介绍关于利用数据库进行信息检索的方
法。
有关计划日程及内容，请参照 GACoS
（p.9）的“讲习会”章节。

■ 现场讲习会
可根据用户的要求安排现场讲习会。即
在您所希望的时间前往研究室讲解。请结合
各自的研讨会与课程时间充分利用。

参加讲习会无需预约，请大家踊跃参加。
（据讲习内容，部分讲习会需要预约）

讲习会角・向导图
讲习会角位于本乡校区综合图书馆1楼，进入大门后右拐向里。

综合图书馆 1 楼

讲习会角

参考图书

大门

36

在线指南

小册子

公开在东京大学可以利用的数据库之利
用指南。
当发现与自己的研究活动相符合的数据
库时，请充分利用指南。

关于东京大学可以利用的数据库，介绍
其特征与检索方法。并且，分别还准备了日
语・英语版。
各图书馆・图书室都已配送。

在线支援
以下内容，无论校内或校外均可以使
用。当遇到信息检索上的问题时，请充分
利用。

【手册 内容】
• 如何查找所需数据库？（GACoS）
• 当检索结果中无文本链接时（UT Article
Link）
• 如 何 找 到 书 和 杂 志 论 文？（ 东 京 大 学
OPAC）
• 用户在（校外）居所如何利用数据库和电
子期刊？（SSL-VPN Gateway 服务）

邮件杂志“Litetopi”之介绍
将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通知数据库的消
息及讲习会的信息。
请向学术信息管理科申请联系。

literacy@lib.u-tokyo.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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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表中出现的省略语一览表
在注释及文献表中，有时因为避免繁杂而使用省略语。并且，即使是类似的意思，使用方法也
会有所不同。请在使用时充分注意。

省略语、略称

完整形

意思

Ann.

Annales

年报、纪要

Annu.

Annual

年报、年鉴

anon.

anonymous

作者不详、匿名

app.

appendix

附录

Arch.

Archives

附录集

art.

article

论文、报导

Aufl.

Auflage

版

Bd.

Band

卷

Beil.

Beilage

追记、补遗

Bull.

Bulletin

会报、报告、纪要

c., ⓒ

copyright

著作权

c., ca.

circa

大约、大概

cf.

confer（=compare）

比较、参照、请参照

ch., chap.

chapter

章

col.

column

栏目

comp.

compiler

编纂者

compiled by ～

由～编纂

conf.

conference

会议

corr.

correction

校正、订正版

d.

died

没、卒

Diss.

Dissertation

学位论文

do.

ditto

同上、同前

doc.

document

文书、文件

Einl., Einleitg.

Einleitung

序论

ed.

editor

编（辑）者

edition

版本

edited by ～

由～编辑

e.g.

exempli gratia（=for example）

例

enl.

enlarged

增补

et al.

et alii, et aliae（=and others）

及其他

etc.

et cetera（=and so on）

等

ex.

exanple, example

举例、示例

fac., facsim.

facsimile

复印、复制

fasc.

fascicle

分册

fig., figs.

figure（-s）

图、图解、插图

front.

frontispiece

扉页、卷头画

Hft.

Heft

分册、号

Hg.

Herausgeber

编者

38

ibid.

ibi’dem

前出杂志、该杂志

id.

idem

同上、该书

i.e.

id est

即

ill., illus.

illustration

插图

inc.

including

包括

incorporated

包括在内

inf.

infra

如下、以下

intro., introd.

introduction

绪论

J., jour.

journal

杂志、学会杂志

l., ll.

line（-s）

行

l.c., loc.cit.

loco citato

上述引用文中

m.s., mss.

manuscript（-s）

原稿、抄本

n., nn

note（-s）

注释

n.d.

no date of publication

无出版年记录

no.

number

号

n.p.

no place of publication

无发行地记录

n.s.

new series

新系列

NS

New Style

公历、阳历

op.cit.

opera citat

前出（引用）书

p., pp.

page（-s）

页

par.

paragraph

节、段落

pl.

plate

插图

plural

复数的

pref.

preface

序文、前言、引言

proc.

proceedings

议事记录、会报

pseudo.

pseudonym

雅号、笔名

Pt., pt.

part

部、部分、分册

pub., publ.

publisher

出版者

publication

出版物、周期出版刊物

published by ～

由～出版

rev.

review, reviews

评论杂志

rpt., repn.

reprint, reprinted

再版、翻印

sec., sect.

section

节、段落、栏目

ser.

series

丛书、系列

supp.

supplement

补遗

tr., trans.

translator, translation

翻译

trans.

transaction

会报、纪要

v., vid.

vide

请参照～

viz.

videlicet

即

v., vol., vols.

volume（-s）

卷

Z.

Zeitschrift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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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电子期刊中出现的用语一览表
请注意，因数据库的不同，使用功能及用语也不同。建议在利用时，察看各数据库的“help”。

用语

意思

abstract

摘要、简要

address, affiliation

著者（方）的所属机关

alert

一旦发生与事先设定条件相符合的信息时，将会以电子邮件等形式通
知用户的功能。具有如下所示通知。
・出现了所登录杂志的最新刊号。
・追加了与所登录检索条件相符合的论文。
・所指定论文被其他论文所引用时。

archive

在电子期刊网站中，有时显示以往刊物的卷 · 号一览表。

browse

通过信息的一览表示，查找所需信息的方法。

citation
（ table of ）contents
export

引用、引文
目录信息
以符合“文献管理工具（参照 p.31）”的形式输出信息。多在保存检
索结果时显示。

full text

全文、全文显示

help

显示数据库的概要与检索方法。当利用新数据库进行检索而进展不顺
时，建议确认“help”。有时显示为“tips”。

HTML

在阅览论文的全文时，提供的一种显示形式。有时，文中附带链接功能。

in press

已被杂志采用而尚未出版的论文。
有时显示为“Early view”、“Online First”。

issue

第…号。在电子期刊网站中，有时会显示以往的“back issues”卷 ·
号一览表。

log out / log off

当结束对某一网站的访问活动时，点击该键可以保护检索履历等个人
信息。并且，对于限制同期内登录人数的数据库来说，在登出后可以
让下一个利用者使用。有时显示为“sign out”、“sign off”。

PDF

在阅览论文的全文时，提供的一种显示形式。可以以书面媒体相同的

register

点击该键，将显示用户登录画面。

save to file

在电脑或电子媒体中保存信息。多在保存检索结果或电子期刊时显

画面阅览。在阅览时需要安装“Adobe Reader”。

示。
sort

重新排序检索结果的功能。

summary

概要、简要

volume, vol.

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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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络找学问

发行
编辑・发行

2012 年 3 月
东京大学信息基础中心
学术信息管理科

图书馆电子化部门

General Library, 3rd Floor
7-3-1 Hongo, Bunkyo-ku, Tokyo 113-0033, Japan
Tel 03-5841-2649
Email literacy@lib.u-tokyo.ac.jp
URL http://www.dl.itc.u-tokyo.ac.jp/gacos/c/index-c.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