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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体所图书馆

资源与服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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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等离子体所图书馆（以下简称“所图”）成立于

１９７９年，主要收藏等离子体物理、受控核聚变技术、电子

技术、强磁场、低温、真空和粒子束生物工程等领域电子文献

数据库与印刷型文献资料。

现图书馆信息平台将我所购买的数据库以及中科院情报中心、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图书馆提供的电子资源整合在一起，

包括全文、文摘、数值工具等各种类型数据库，供读者查阅。

           
本馆设有３个印本文献书库：图书库、过刊库和科技报告库。

设有一个阅览室。主要馆藏有：２万6千多册中西文书籍，７０

多种中外文期刊，２万余份科技报告，以及等离子体物理和核

聚变四大会议录特藏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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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印本文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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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图书库

书库收藏：中文图书１9462 册，西文图书 6446 册

图书排架：按科图法分类排架。

   

              印
本

文
献

资
源

50 自然科学     51 数学         52力学          53物理学     
54 化学         58 生物科学     71 工程技术     72 能源     
73电技术        75金属学        78 机械工程     81 化学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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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馆藏会议录

n AIP（Atomic Processes in Plasmas）会议

    （索书号：53.8151083/A881）
n EPS（European Conference on Controlled Fusion and Plasma Physics）会议

    （索书号：53.8158083/E89）
n European Conference on Controlled Fusion and Plasma Heating
    （索书号：53.8158083/E89H）

n IAEA会议（索书号：72.36083/I11）
n IAEA Fusion Energy Conference 会议

    （索书号：53.8158083/I61）
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lasma Physics and Controlled Nuclear Fusion Research
　（索书号：53.8158083/I61）
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eating in Toroidal Plasmas
    （索书号：53.8158083/J74）
n PSI（Plasma-Surface Interactions in Controlled Fusion Devices）
    （索书号：53.8158083/I61P）
n  SOFT（Symposium on Fusion Technology）会议

    （索书号：72.36083/S989）
n Symposium on Engineering Problems of Fusion Research
    （索书号：72.36083/S989E）
n SOFE（Symposium on Fusion Engineering）会议

    （索书号：72.36083/S989E）

印
本

文
献

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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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过刊库

书库收藏：约７０种西文过刊，７５００多册西文合订本，最早从１９５８年

          开始；５０种中文过刊，１０００多册中文合订本

期刊排架：外文期刊按刊名英文字顺排序；中文期刊按刊名拼音字母排序

印
本

文
献

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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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阅览室

    收藏：十五种西文期刊（等离子体物理与核聚变核心刊）

          二十种中文期刊（专业期刊; 科普、英语学习及文艺期刊)

印
本

文
献

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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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DA-JET-(英)欧洲聚变发展协议

GA-A-(美)通用原子聚变所 

IPP-(德)马普学会等离子体物理所 

JAERI(JAEA)-(日)原子力研究所 

LRP-(瑞士)洛桑等离子体中心 

NIFS-(日)国立聚变科学研究所 

PSFC-(美)麻省理工学院聚变中心  

PPPL-(美)普林斯顿等离子体实验室 

1.5   科技报告库

书库收藏：建所以来通过交流和交换已收集科技报告共2万份，分别来自：美国ＧＡ、
ＰＰＰＬ、ＰＳＦＣ，英国的ＥＦＤＡ－ＪＥＴ，日本的ＪＡＥＡ、ＮＩＦＳ，瑞
士的ＬＲＰ等世界重要聚变研究机构
报告排架：按各机构代号第一个英文字母的顺序排列。您可根据报告号，或者报告
题名、作者等进行馆藏查找

印
本

文
献

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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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电子文献资源

请登录等离子体所文献信息平台（http://210.73.18.10/library/index.php）



11

数据库名称 
（原）

数据库名称
（中）

学科

属性

简介 访问网址

可在本地登录数据库

ACS Journals 美国化学学会
期刊

化学 美国化学学会（ACS）出版。收录了37种
期刊的全文。

http://pubs.acs.org/action/sho
wPublications?display=journal
s

AIP
Journals

美国物理联合
会期刊

物理 美国物理联合会（AIP）出版。收录10种期
刊。内容涉及普通物理学、应用物理学、
化学物理学、地球物理学、核物理学等。

http://scitation.aip.org/

AIP 
Conference 
Proceedings

美国物理联合
会在线会议录

物理 美国物理联合会出版，目前大体收录350多
卷从2000年至今的会议录，共8大类，每年
增加50卷以上。

http://proceedings.aip.org/

APS
Journals

美国物理学会
期刊

物理 美国物理学会（APS）出版。包括8种期刊。
内容涉及普通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化学
物理学、地球物理学、核物理学等。

http://publish.aps.org/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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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名称 
（原）

数据库名称
（中）

学科

属性

简介 网址

Ei Engineering 
Village 2

EI数据库 工程 Elsevier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公司出
版。工程类文摘数据库，共收录5100种期
刊、会议论文、技术报告等的文摘。

http://www.engineeringvilla
ge.com

Elsevier 
ScienceDirect

Elsevier 综合 Elsevier出版社出版。中科院集团开通了
1700多种电子期刊，内容涉及数学、物理、
化学、生命科学等12个学科。

http://www.sciencedirect.com/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

不列颠百科全
书（大英百科
全书）

综合 大英百科全书公司于1994年推出的
Britannica Online(不列颠百科全书网络
版)，是因特网上的第一部百科全书。

http://www.britannica.com/?
cameFromBol=true

IEEE/IEE 
Electronic 
library

先进电子工程，
电子学和计算
机资讯的数据
库

电子,
自动化,
通讯与
信息科
学

IEL数据库（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是IEEE旗下的在线数据资源，提供了当今
世界在电气工程、通信工程和计算机科学
领域中近三分之一的文献。

https://ieeexplore.ieee.org/Xplo
re/dynhome.jsp?tag=1

IOP Electronic 
Journals

英国物理学会
电子期刊

物理 英国物理学会（IoP）出版。中国科学院订
购42种电子期刊。

http://iopscience.iop.org/

IOP 回溯数据库 英国物理学会
回溯电子期刊

物理 IOP网络版期刊回溯数据库（1874－
2002）， 包括66种期刊。

http://iopscience.iop.org/jo
urnals?type=archiv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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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名称 
（原）

数据库名称
（中）

学科

属性

简介 网址

（ISI-CS）ISI 
Century of 
Science
（回溯数据库）

ISI科学引文索
引（回溯数据
库）

科学、
技术、
医学

1900-1990年的SCIE http://isiknowledge.com/wos

ISI 
Proceedings
（文摘数据库）

ISI会议录 综合 ISI Proceedings是著名的ISTP(科学技术会
议录索引)和ISSHP(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会
议录索引)两大会议录索引的Web版。

http://isiknowledge.com/isip 

ISI Web of 
Science(WOS)
（文摘数据库）

SCIE(科学引文
索引扩展版)

科学、
技术、
医学

Thomson ISI 公司出版，《科学引文索引
（SCI）》网络版。收录5900余种期刊文摘
和引文。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
各个领域。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
m/WOS_GeneralSearch_input.
do?product=WOS&search_mo
de=GeneralSearch&SID=P2E
B3CEgjD6H6aeh2m8&prefere
ncesSaved=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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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名称 （原） 数据库名称
（中）

学科

属性

简介 网址

ISI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Science Edition) 

ISI期刊引用报
告

综合 Thomson ISI出版的期刊评估工具，通过对
来自60个国家3000多个出版商超过7000种
期刊的引用数据的统计分析，帮助使用者
了解某一期刊在特定年度、特定主题的领
域影响力。

http://admin-
apps.webofknowledge.com/JC
R/JCR?PointOfEntry=Home&S
ID=Q2dN3o285ncfp@8D@oh

(Knovel)Knovel 
Library

Knovel电子
图书馆

综合 Knovel公司出版。现收录了1607种工具书，
以及网络数据分析工具。

http://www.knovel.com/web/por
tal/main

Mylibrary 电子图
书

Mylibrary电
子图书

综合； Mylibrary电子图书平台上收录了来自近
300个各类出版机构出版的各学科电子图书
190，000多种。

http://lib.myilibrary.com/browse
/open.asp

Nature回溯数据 自然周刊回溯
数据

生物 Nature出版集团出版。目前可获取Nature
（1869-1996）年的回溯数据。

http://www.nature.com/nature/
archive/

NetLibrary电子
图书

NetLibrary电
子图书

综合 有近800家出版社在NetLibrary平台提供近
19万种电子图书，涵盖所有学科，并以每
年30，000多种的速度递增。

http://www.netlibrary.com/

Nature+NSJ 自然系列期刊 生物 Nature出版集团出版。内容覆盖生物技术、
细胞生物学、遗传学、材料学、医学和分
子生物学等领域。

http://www.nature.com/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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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名称 
（原）

数据库名称
（中）

学科

属性

简介 网址

PQDT-博硕士论
文全文数据库

美国博硕士学
位论文全文数
据库

综合 ProQuest公司出版。收录1998年以来的
160000篇博士论文，内容覆盖理工和人文
社科等领域，每年以1万多篇的速度增长。

https://www.proquest.com/?ac
countid=174162

RSC 英国皇家化学
学会数据库

化学与
化工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出版的期刊是化学领域
的核心刊物，大部分被SCI收录，属被引频
次较高的期刊。使用者还可以通过RSC网
站获得化学领域相关资源，如最新的化学
研究进展、学术研讨会信息、化学领域的
教育传播等。

http://www.rsc.org/Publishing/

Science 
Online

科学在线 综合 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出版，提供《科
学》周刊（Science Magazine）电子版、
《科学此刻》(Science Now)、《科学快
讯》(Science Express)等内容。

http://www.sciencemag.org/

Science Online
——中国科学文
献服务系统

科学在线——
中国科学文献
服务系统

ScienceChina包括现期目次库、中国科学
引文数据库、中国学科文献数据库并可通
过OpenURL开放链接机制链接外部相关资
源及服务。 

http://sciencechina.ac.cn/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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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名称 （原） 数据库名称
（中）

学科

属性

简介 网址

Springer-Landolt-

Bornstein(LB)     
LB科学与技术
数值数据和函
数关系数据库

物理 New Springer出版。迄今已出版420卷。
涉及学科包括物理、物理化学、地球物理
学、天文学、材料技术与工程、生物物理
学等，内容涉及相关科学与技术的数值数
据和函数关系、常用单位以及基本常数等。

http://www.springer.com/librari
ans/e-
content/springermaterials?SG
WID=0-171102-0-0-0/

SpringerLink期刊 New 
Springer出版
的网络版期刊

综合 New Springer出版社出版。收录1391种全
文电子学术期刊，涵盖数学、物理学、天
文学、化学等12个学科。

 http://link.springer.com/

SpringerLink回溯
数据库 

SpringerLink
回溯数据库 

综合 New Springer出版社出版。收录920种
STM类学术期刊的回溯数据（创刊年——
1996年）

http://link.springer.com

SpringerLink电子
图书（含丛书）

SpringerLink
电子图书（含
丛书）

综合 New Springer出版社出版。内容涉及化学、
计算机科学、工程学、环境科学、地理学、
生命科学、数学、医学、物理和天文学等
学科和跨学科内容

 http://link.springer.com

SpringerLink
（期刊-RLOS)   

SpringerLink
俄罗斯英文期
刊

综合 RLOS期刊数据库是SpringerLink平台上提
供的200余种俄罗斯英文期刊，主要收录俄
罗斯科学家、学者的论文。

http://link.springer.com/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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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名称 （原） 数据库名称
（中）

学科

属性

简介 网址

Socolar (开放获取资
源一站式检索
服务平台)   

综合 Socolar是一个开放获取资源的平台，提供
基于开放获取期刊和开放获取机构仓储的
导航、免费文章检索和全文连接服务。资
源特点：1、海量资源：2007年初资源统计，
收录6103种开放获取期刊。2、更新及时：
日更新。3、Google化检索功能。

http://www.socolar.com/

Wiley 
InterScience 

Wiley全文电
子期刊数据库

综合 John Wiley公司出版。2010年，Wiley现
刊全文数据库包含的学科有：生命科学与
医学、数学统计学、物理、化学、地球科
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商业管理金融
学、教育学、法律、心理学。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br
owse/publications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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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名称 （原） 数据库名称
（中）

学科

属性

简介 网址

CNKI科技类
期刊数据库

CNKI科技类
期刊数据库

综合 清华同方公司出版，包括了5000种中文科
技全文期刊，内容涉及6个科技类专辑。

http://www.cnki.net/
用户名：zky334002
密码：123456

(CNKI)    CNKI科
技类博硕士学位
论文数据库(镜像) 

《中国博士学
位论文全文数
据库》、《中
国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全文数
据库》

综合 清华同方公司出版，包括了43万多篇的中
文科技类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全文，内容
涉及6个科技类专辑。
（中国科技大学已开通）

http://www.cnki.net/

维普中文科技期
刊库

维普中文科技
期刊库

综合 重庆维普公司出版。包括7800多种中文科
技全文期刊。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工程技
术、医学卫生等学科的27个专题。

 http://qikan.cqvip.com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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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名称 （原）数据库名称（中） 学科

属性

简介 网址

中国科学院学位
论文服务系统 

中国科学院学位
论文服务系统 

综合 报道和揭示中国科学院培养毕业
学生的硕士、博士论文和博士后
学位论文的内容；收录从1981年
至今的中国科学院系统的学位论
文。科学院用户在获取文摘的同
时可以免费浏览论文原文的前16
页（PDF格式）。

http://dpaper.las.ac.cn/Dpaper/
homeNew

科学文库 科学文库 地球科学,生
命科学,信息
科技,农林科
技,化学材料,
医药科学,数
理科学,资源
环境

“科学文库”是科学出版社自有
版权电子图书平台，目前平台上
收录的资源分为电子书及电子丛
书，共计47 000余种，目前以
2000-2018年度书为主体，最早回
溯至1953年。按学科分为15个专
辑：数理科学、化学材料、生命
科学、地球科学、资源环境、农
林科技、医药科学、信息科技、
工程科技、管理科学、历史考古、
经济科学、教育传播、法哲社会、
综合学科

 http://book.sciencereading.cn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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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图书馆服务



21

                                               3.1文献阅览与借阅服务

                                      
 
       借阅证办理步骤：

    人事代理、职工和研究生，请带上入所时由人事部门开出的介绍信或学生证，
电子照片（１-２寸）；部门聘用职工，请带两百元押金和照片，到一楼书库办理。

              

      借阅须知：
     借阅证实行书、刊、科技报告“一卡通”。请注意：所借的任何一种书、刊或 
科技报告过期后，将无法继续借阅。读者最多可借10本图书，期限为2个月。期刊读
者最多可借10本，期限为一周。课题图书不受数量与时间限制。   

图书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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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
藏
目
录
查
询

      馆藏查询：
    请点击所主页图书资源，利用馆藏目录检索查询系统，采用书名、期刊名检索，
只要你双击检索到的书目名，点击馆藏数据，既可查询到全部馆藏图书、期刊的年、
卷、期，有否外借等详细信息。

图书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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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索书号

来书库查询 这里可以查到图书的馆藏状态

图书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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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续借：图书未过期之前，可在馆藏目录检索查询系统中，点击“读者登录”，选择
“条形码”输入图书证条形码号，首次登录没有密码，点击“登录”即可进入读者借阅平台
进行续借。图书过期之后，需要携带图书到一楼书库进行续借。

输入
图书证
条形码号

图书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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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推介：

      文献组随时以“书目征订”、“新书通报”、“新到期刊通报”，以及
“新到科技报告通报”形式，上网发布资源信息，请关注http://210.73.18.10/library/index.php。

图书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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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您推荐 我购书”服务
                                      
 

           

         

图书馆服务

    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文献组在原有图书采购方式的基础上，长期

开展“您推荐，我购买”服务。

    此推荐限于所图书馆没有收藏的中英文专业图书。

    您可以通过馆藏目录检索查询系统 http://210.73.18.10/library/index.php

来进行馆藏查询。

    再填写图书推荐表http://210.73.18.10/library/sub.php?id=3&main_id=105

发给我们，也可以在一楼书库借阅的同时，将需要的图书信息留言给我们。

凡经推荐购买的图书，我们将在图书到馆后及时通知您，让您在第一时间

品味书香！     

         联系人：吴蔚澜（wlwu@ipo.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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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文献咨询服务

欢迎扫码进“ASIPP图书文献服务”Q群，请备注“科室+姓名”。

图书馆服务



28

3.4  SCI论文跟踪服务

将我所发表论文最新科研成果被WOS收录情况定期推送，
直接点击标题查看全文。

图书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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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论文查收查引服务

    [服务概况] 又称“论文收录引用检索” 、“引证检索”，是一种情报评价服务。
通过公开发表的科技论文被国际、国内著名索引数据库收录以及引用检索及统计分析
实行为个人、团队等的学术水平进行文献计量学评价。

        具体做法是：根据委托人提供的信息，如姓名、单位、期刊名称、会议名称、文
献题名、发表时间等，查找文献被选定数据库收录及被引用情况，并依据检索要求和
检索结果出具检索证明或统计分析报告。
    

        

图书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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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论文查收查引服务

【当您和您的团队遇到下列情况：

个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申请、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申请、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骋教授申请、院士评定、
     研究类型职称评审、岗位申请、
     硕博士学位申请、优秀论文评奖……

团体:研究课题结题、申报国家奖励（如自然科学奖等）
     实验室评估、硕博士点审批……

期刊:学术期刊基金申请、申报奖励……

其它:个人综合引用分析、竞争机构影响力分析、ESI分析…… 

     您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将为您提供科技论文收引检索和评价
 服务，帮您解除后顾之忧！】

      联系人：李亮亮(liangliang@ipp.ac.cn)
              吴蔚澜(wlwu@ipp.ac.cn)
    

图书馆服务



31

3.6 　课题文献动态简报服务

服务内容：
如果你们课题进行中，希望能同步了解该课题在国内外的进展
情况，可以跟我们联系。
我们会通过前期沟通到讨论，再到领域范围确定，来提供该课
题的文献动态，
动态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发布，根据课题需要来定~

图书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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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随时联系我们。
联系电话：65593175、65591341  
联 系 人：李亮亮（liangliang@ipp.ac.cn）  
          吴蔚澜（wlwu@ipp.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