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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户端简介

查收查引服务平台为用户提供在线“文献收录与引用检索”的委托申请服务。

用户可以为自己或他人进行委托申请，申请成功后，图书馆将按照委托要求及时

进行处理。用户可查看委托处理的进度，并可以查看和下载历史检索报告，以及

浏览成果数据等。

“博硕士生来源刊和原文检索”暂不采用本系统。

2.用户使用说明

查收查引服务平台访问网址：http://58.192.117.61:8081/subjects/widgets/cscy/

2.1 登录

本校用户不需要注册，直接登录使用。用户名为一卡通号码，首次登录时输

入系统预设密码“111111”，并按提示重新设置登录密码。

若提示账号不存在，请电话联系工作人员。

忘记密码请点击“忘记密码”，通过绑定的邮箱或手机进行密码重置。

图 2.1-1 登录页面

http://58.192.117.61:8081/subjects/widgets/cs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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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首次登录密码设置页面

登录成功后页面如图 2.1-3。“我的成果”：点击浏览被Web of Science、Ei、

CSSCI、CSCD等数据库收录的论文；“查收查引”：点击进入委托申请单页面；“我

的报告”：点击查看委托申请的历史记录、跟踪委托单处理进度。“我的成果”、“查

收查引”及“我的报告”均有相关链接进入委托申请单页面。

图 2.1-3 用户端首页

2.2 查收查引

查收查引委托申请单由三部分组成：论文清单、检索要求及联系人信息。

2.2.1论文清单

委托人是指需要出具查收查引证明的用户，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项目组（多

人）。委托单中论文清单来源包括：“我的成果”（为自己填写委托单）、“他人成

果”（为他人填写委托申请）、“补充文献”（上传指定格式外部文件）。论文清单

请先通过“我的/他人成果”进行论文选择，若成果库中论文不全或者没有论文，

再通过“补充文献”方式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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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1 论文清单

2.2.1.1 我的成果

单击“我的成果”，出现如图 2.2.1.1-1所示的页面。按照“收录类别”选择数据

库，勾选论文，单击“下一步”对选取结果进行确认，选取的论文将出现在如图

2.2.1-1所示的论文清单中，并在论文标题末尾以绿色的“馆”字进行标记。重复执

行“我的成果”分别选择被不同数据库收录的论文。若需要的文献不在“我的成果”

中，可以通过“补充文献”途径进行添加，详见 2.2.1.3。

图 2.2.1.1-1 “我的成果”页面

2.2.1.2 他人成果

若需要添加本校其他用户的论文，从“他人成果”中勾选论文。执行“他人成

果”后出现如图 2.2.1.2所示界面。在输入框中输入委托人的姓名或者一卡通号码，

单击“检索用户”，会弹出用户信息供选择，确认后，弹出与“我的成果”相同的页



东南大学图书馆

6 / 11

面，操作方式与“我的成果”相同。

图 2.2.1.2 “他人成果”页面

2.2.1.3 补充文献

若需要的论文不在成果库中，可通过“补充文献”途径进行添加。执行“补充

文献”，出现如图 2.2.1.3-1所示的界面。上传文件格式详见附录。

以补充被 SCI-E收录的论文为例。①在委托人姓名栏输入姓名（本校用户可

输入姓名或者一卡通号码），单击“检索委托人”，选择正确的用户（本校用户选

择正确的对应院系和一卡通号，校外用户选择校外用户），单击确认（若输入一

卡通号后不显示姓名和院系，请及时联系工作人员添加账号）；②选中“数据来源”

的 SCI-E；③单击“选择文件”或其前面的空白栏，选择已经从 SCI-E数据库导出

的.html格式文件，导入的数据会展现在如图 2.2.1.3-2所示的下方；④数据确认

无误后，执行“保存勾选文献”，论文追加到委托单申请页面的论文清单中。补充

的论文末尾以红色的“补”字进行标记。

图 2.2.1.3-1 补充 SCI-E数据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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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3-2 论文清单中补充的论文

2.2.2检索要求

2.2.2.1 文献收录来源

系统根据论文清单显示收录来源，若无需做引用检索，可点击文献收录来源

前的勾选框，取消勾选。

2.2.2.2 引用范围设置

对被 SCI-E、SSCI、A&HCI、CPCI-S、CPCI-SSH及 CSCD等数据库收录的

文献（系统不提供Ei和CSSCI收录文献的引用检索），可在各文献收录来源的“选

择引用范围”选择引用这些文献的数据库。

2.2.2.3 引用时间设置

设置文献被引用的时间范围，可同时设置最多两个的引用时间段。

引用检索中，“他引”设置为必选项，可选择三种方式：“排除作者和合作者”

（默认选项）、“排除第一作者”、“排除被检索作者以外其他人”。可查询 JCR和

中科院的期刊影响因子和分区情况（根据需求勾选），可选择“近 5年数据”（默

认选项）、“文章发表年”、“期刊最新刊影响因子和分区数据”。

图 2.2.2-1 检索要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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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联系人信息

当前登录用户为默认联系人；邮件地址和联系电话用于推送报告进度通知。

2.2.4 提交委托

页面所有信息填写完毕后，单击“提交委托”进行确认。委托申请成功后，页

面自动跳转至“我的报告”页面，用户可随时查看委托单处理进度。

图 2.2.3-1 “联系人信息”页面

2.3 我的成果

可浏览个人被 SCI-E、SSCI、A&HCI、CPCI-S、CPCI-SSH、Ei、CSSCI、

CSCD等收录的论文信息。

2.4 我的报告

管理委托历史记录及查看任务处理进度。点击委托人姓名右侧的绿色箭头，

显示委托单的“报告状态”。如提交成功待处理的委托单，状态为“前台委托”，可

执行查看详情、进度跟踪、修改委托单、取消申请等操作；一旦委托申请已经进

入馆员处理环节，用户便无法修改和取消委托；委托单处理完毕，且缴费成功后，

可下载报告。

图 2.4-1 “我的报告”页面

单击右上角的“新增委托”，可跳转至“委托申请”页面进行委托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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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补充文献外部文件格式说明

※ Web of Science数据库平台

以被 SCI-E收录的论文为例。选择数据库选择“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更多设置展开并选中“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XPANDED）”选项，

且只选择该选项。如图 3.1-1所示（检索过程略）。

图 3.1-1 SCI-E检索页面

在“检索结果”中勾选所需论文，选择“保存为其他文件格式”，如图 3.1-2所

示。弹出页面选择“记录内容”为全记录，“文件格式”为 HTML，执行“发送”。

图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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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若检索结果全部为所需要补充的文献，则执行如图 3.1-4所示的页面。

图 3.1-4

其他如 SSCI、A&HCI、CPCI-S、CPCI-SSH、CSCD等与 SCIE 相同。

※ Ei数据库

如图 3.2-1所示，在检索结果页面勾选所需论文（检索过程略），单击文献列

表上方打印机图标右侧的下载符号（向下箭头）。在图 3.2-2所示界面选择文本格

式（Text）及全记录（Detailed record）输出方式。

图 3.2-1

图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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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SCI数据库

如图 3.3所示。在检索结果页面勾选所需论文（检索过程略），执行“下载”

即可，输出文件默认为 txt格式。

图 3.3

附录二：各校区联系方式

九龙湖校区：图书馆 B302室，52090336 / 52090337

四牌楼校区：图书馆 201室，83792888

丁家桥校区：图书馆 201室，8327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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