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环境下获取科技文献信息服务的便捷途径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CLAS） 

NSTL成都服务站 

 



一、科技文献资源平台简介 
•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家科学图书馆）资源集成发现系统 
• 网址：http://www.las.ac.cn/ 

• 英文：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国家科技数字图书馆）网络服务系统 
• 网址：https://www.nstl.gov.cn/ 

• 英文：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 （NSTL） 

•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NSTL成都服务站） 
• 网址：http://www.clas.cas.cn/;     https://cd.nstl.gov.cn/  

• 英文：Chengd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Center（CAS） 

http://www.las.ac.cn/
http://www.clas.cas.cn/
https://cd.nstl.gov.cn/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NSTL成员单位 

NSTL成都服务站 中科院文献情报系统
成都地区中心 



    一、科技文献资源平台（机构简介-1）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1950年建立，1951年正式定名为“中国科学
院图书馆”1985年11月，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文
献情报中心”，同时保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的名称，下设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武汉文
献情报中心。 
    中心立足中国科学院、面向全国，主要为自
然科学、边缘交叉科学和高技术领域的科技自主
创新提供文献信息保障、战略情报研究服务、公
共信息服务平台支撑和科学交流与传播服务，同
时通过国家科技文献平台和开展共建共享为国家
创新体系其他领域的科研机构提供信息服务。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创建于1958年，是中科院文献情报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

是中科院国家高端科技智库的有机组成部分，全方位开展科技战

略研究与决策咨询服务、科研创新学科知识服务、区域与产业发

展战略政策研究与决策咨询服务的国家级专业型知识服务机构，

全方位开展覆盖科技创新全价值链的科技战略与科技信息咨询服

务，全面推进建设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影响力显著的专业型科

技智库。 

    一、科技文献资源平台（机构简介-2） 

已建：中国科学院成都科技查新咨询中心、四川省科技

成果查新咨询服务分中心、中国科技网成都分中心、国

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成都镜像站…… 

    2017年入选首批15家“国家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

示范机构”、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的全国专利文献

服务网点单位，入选四川省首批22家新型智库之一——

“现代产业与创新发展研究智库”。 

新建开放合作决策咨询知识服务单元： 

“科学计量与科技评价研究中心”、“知识产权研究咨

询中心”、“科学数据与知识管理实验室”、“中国科

学院成都科学传播中心”以及“学科领域知识发现研究

中心”等新型开放型知识服务创新单元，还与战略合作

机构和部门共建有“中科天府创新发展研究中心”、

“中华智库研究中心”、“海丝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地方科技智库联盟等。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       

以构建数字时代国家科技文献资源

战略保障服务体系为宗旨，采集、

收藏和开发理、工、农、医各学科

领域的科技文献资源，面向全国提

供普惠的、公益性的科技文献信息

服务。 

宗旨： 目标： 

建设成为数字时代的： 

国家科技文献信息资源的保障基地 

国家科技文献信息服务的集成枢纽 

国家科技文献信息服务发展的支持中心 

运行机制： 

    一、科技文献资源平台（机构简介-3） 



组织结构（成员单位）：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 

经国务院领导批准，于2000年6月12日成立的一个基于网络环
境的、公益性的科技文献信息服务机构 

NSTL由 9  家成员单位组成 

为推广服务，已建成40个服务站 

NSTL成都服务站2003年11月依托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建立 

https://www.nstl.gov.cn/ https://cd.nstl.gov.cn/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资源优势—— 
• 电子资源 

 涵盖7200种外文电子期刊，11000种中文电

子期刊，资源共享23000种外文期刊 

 通过集团引进开通网络数据库155个，借助

国家平台开通数据库44个 

 Elsevier、Springer、Wiley-Blackwell、

IEL、ACS等重要的全文数据库 

 EI、ISI、Proquest、Scifinder等重要的

文摘数据库 

 数值、工具等类型的数据库 

• 印本资源 
 通过联合目录可以查询所有成员馆收藏的9.8万余种中

文、西文、日文、俄文印本期刊，90万种中文、西文

印本图书；可以查看所有成员馆所拥有的477万余条各

类文献馆藏信息 

• 第三方资源 
 国内合作共享机构包括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国防

科技信息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图

书馆、中国气象局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上海图

书馆等。国外合作共享机构包括大英图书馆、德国

SUBITO、匹斯堡东亚大学图书馆等。 

   二、中国科学院科技文献资源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15000种外文全文电子期刊 
 
11000种中文全文电子期刊 
 
70000册外文电子图书 
 
400000册中文电子图书 
 
以及大量网络版学位论文和专利文献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文献资源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文献资源 
  学科领域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文献资源 
文献类型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文献资源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文献资源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自建资源 

支持不同类型开放学术
资源一站式检索和发现 

EDS资源发现系统 



   三、NSTL科技文献资源 



   三、NSTL科技文献资源 



   NSTL——印本资源 





   NSTL——电子资源 



          ◇中科院系统资源         ◇自建数据库等特色资源 
          ◇科技文献服务            ◇科技情报与知识服务 
          ◇科技查新咨询服务      ◇网络技术服务 

   四、NSTL成都服务站科技文献资源与服务 



自建特色数据库及产品体系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服务 

  
     联系人：陈力 
     地    址：四川成都一环路南二段16号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邮    编： 610041 
     电    话： 028-85235260 
      Email ： servi@clas.ac.cn 
                      chenl@clas.ac.cn 
      QQ号：  791748236 

 

mailto:servi@clas.ac.cn
mailto:chenl@clas.ac.cn


怎样获取NSTL的科技文献？ 
资源类型不同、获取方式不同 

印本资源 

数字资源 

基于网络服务平台，为全国科研
用户提供原文传递服务（用户注册） 

为全国学术性机构免费开通的网
络版数据库等（机构申请，IP限制） 

基 于 网 络 服 务 平 台 ， 为 
全 国 用 户 提 供 免 费 使 用 

开放获取资源
的集成检索 
国际科学引文 
数据库建设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NSTL科技文献服务的访问路径:   NSTL成都服务站： https://cd.nstl.gov.cn/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http://www.clas.ac.cn/  

https://cd.nstl.gov.cn/
http://www.clas.ac.cn/


印本文献—— 
检索功能开放使用，用户注册获取原文。 



用户注册—— 
注意选择用户类型，认真阅读服务公约，填写真实信息。 

个人用户 公益/教育类集团用户 

企业集团用户 试用用户 

用户类型 



电子资源—— 
面向国内公益学术科研机构开通现刊、回溯刊（部分） 

申请开通后，即査即得。 



支付方式：直接付费、银行转账、邮局汇款 
银行转帐——单位收款账户信息 
户名：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450717789F 
 纳税人识别号：510107450717789 
开户行：中国银行成都中科支行  
账号：118508832908  
联行号：104651065376  
 (转帐时请注明“NSTL全文订购费”、 

用户单位名称和NSTL注册用户名。) 

关于发票的说明…… 



• 遵守知识产权相关规定 

https://cd.nstl.gov.cn/help/xz_px.html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韩红   
E-mail:  hanh@clas.ac.cn   
Tel:  028-85237249         
Fax: 028-85235260 

地址：成都市一环路南二段16号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NSTL成都服务站） 

邮编：610041 

NSTL成都集团用户QQ群：37646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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