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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300種期刊

疑問解答
鑒於我們不斷增加的期刊數目和日益擴展的線上功能，我們提供了如何充分利用您所
訂閱的資源內容的實用建議。

本手冊提供了有關設置和管理線上訂閱、監控您所在機構線上使用我們的期刊的情況 
以及更新圖書館目錄的技術資訊等方面的指引。

此外，本手冊還包括了對常見問題的解答。

我們的期刊客戶服務團隊經驗豐富，如果您遇到任何線上瀏覽或其他技術性問題，請
聯絡我們，我們很高興隨時為您提供服務。我們的聯繫方式在本手冊的最後一頁。

如欲瞭解更多資訊，請瀏覽academic.oup.com/journals/librarians 

我們的期刊
極具影響力的內容：作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大學出版社，牛津大學

出版社出版了超過300種學術期刊。牛津期刊現刊庫（OXFORD 
JOURNALS COLLECTION）囊括了醫學、生命科學、人文科學、社

會科學、數學和物理學、法律等領域的高影響力期刊。

OXFORD UNIVERSITY PRESS4

http://academic.oup.com/journals/librarians
academic.oup.com/journals/pages/librarians


主要服務

繼續瀏覽本手冊，發現更多充分利用我們所提供的一系列服務的資訊……

靈活的
瀏覽方式

直接瀏覽牛津學術平臺或者通
過您選擇的資料服務商 
（例如EBSCOhost Electronic 
Journals Service和Ingenta 
Connect）瀏覽內容。

簡便的
啟動方式

簡便的線上註冊、啟動和管
理——通過牛津學術帳戶
（Oxford Academic Account）
可以使用統一的用戶名和密碼
管理您訂購的所有資源。

使用統計

使用統計報告符合 
COUNTER 5標準。您可以通
過牛津學術帳戶線上獲取使
用統計報告。

數位儲存

我們與LOCKSS、CLOCKSS
和Portico等達成數位儲存協
定，以確保儲存內容的長期可
用性。

瀏覽回溯文檔

線上訂閱和捆綁（印刷版和線
上版）訂閱的客戶可免費瀏覽
1996年以來的期刊內容。

永久瀏覽

使用者可永久瀏覽已訂閱內容
的全文。

彈性
定價模式

適合單個機構訂戶或各種規模
的聯盟採購的定價模式。

相容性連結

與OpenURL相容的連結可連
結至期刊內容，包括外部參考
連結。

訂閱服務

您可以通過電話或電子郵件隨
時聯絡我們的期刊客戶服務團
隊以解決您遇到的問題。

存取控制

使用者可通過IP識別、 
EZProxy、Shibboleth和
OpenAthens等方式直接或遠
端瀏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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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門指南

線上瀏覽授權合約
當訂閱牛津大學出版社的線上期刊時，您必須在啟動
線上瀏覽權限前簽署機構網站授權合約（或聯盟採購
授權合約）。

機構訂戶可訂閱牛津期刊中的單本期刊（單網站或多
網站瀏覽），也可訂閱牛津期刊全庫或學科專題庫。

授權合約還列明了圖書館用戶可以如何以及從何處瀏
覽我們的線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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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許 禁止

簽署協定的時間與方式
在註冊牛津學術帳戶（參見第8頁）時，您需要同意接受線上授權合約。

授權合約類型

1. 機構單網站授權合約——單刊級別
機構單網站授權合約授權機構用戶可以24小時瀏覽機 
構當前訂閱的所有牛津期刊內容。存取權限僅於單網站
內有效。單網站瀏覽需通過您所在機構的安全網路， 
也可以利用數據機或代理伺服器為有效IP位址設置遠端
存取。

2. 整庫、聯盟採購和多網站授權合約
聯盟採購協定可經由我們的客戶經理逐個協商達成，經
簽字生效。擁有多個網站的機構如果想把所訂閱期刊的
存取權限擴展至其他網站，請聯繫我們進行詢價。如果
您需要多網站授權合約或商討參加聯盟採購期刊庫事
宜，請與我們聯繫。

瞭解更多資訊 
請瀏覽academic.oup.com/journals/pages/librarians/
licence_options

僅限於授權使用者出於科研、教學和個人學習目的：

1. 以電子版形式保存出版資源的部分內容

2. 列印一份出版資源的部分內容

3. 製藥公司類訂戶可提供一份出版資源的列印件或電子
版給國家或國際監管機構審核

1. 修改或刪除出版資源上標示的任何版權資訊

2. 無論因何種目的而系統性列印或電子拷貝出版資源的
大部分內容

3. 於訂閱機構的安全網路之外，在任何其它電子網路上
發佈或傳播出版內容

4. 允許授權使用者以外的任何人瀏覽出版內容

5. 未經出版商同意而將出版內容用於任何商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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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供應商
通過牛津大學出版社直接註冊牛津期刊存取權限後，
用戶便可充分利用牛津學術（Oxford Academic）平臺
所提供的內容、各項服務與功能。您還可以通過訂閱
代理商訂購我們的期刊內容。

通過服務供應商瀏覽線上內容不產生額外訂閱費。欲瞭
解具體資訊，請聯繫您的訂閱代理商。

牛津學術帳戶（OXFORD 
ACADEMIC ACCOUNT）
及其功能
牛津學術平臺每個頁面右上角都有登錄（Sign in）/註 
冊（Register）連結。圖書館管理員可使用牛津學術帳
戶來管理所有線上訂購。圖書館員通過牛津學術帳戶 
可以：

• 啟動新的訂閱
• 管理身份驗證方式
• 獲取使用統計報告
• 保存檢索記錄
• 管理機構品牌設置

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如何啟動線上存取權限？
1. 啟動操作前
請仔細閱讀我們的機構網站授權合
約。您同意接受機構網站授權合約
的條款後，才可進行註冊。詳情請
參閱本手冊第7頁或瀏覽academic.
oup.com/journals/pages/librarians/
licence_options

2. 訂戶號
準備好您的訂戶號——通常，訂戶號由 
8 或 12 位數位組成。如果您的編號不足
8位，您應當根據要求在前面添加最多四
個“0”。如果您擁有不止一個訂戶號，請
逐個啟動，或將所有訂購整合在同一個
訂戶編號下。

3. 聯絡詳情
確定您的連絡人資訊和密碼。我們需要
一位指定的連絡人、地址和有效的電子
郵箱。電子郵箱最好是一個共用郵箱 
（例如 library@institute.edu），這樣即
使有人員變動，也不會影響到帳戶的 
管理。

此外，您還需要設置一個僅限圖書館管
理員使用的密碼。

4. 確定 IP位址
您可以填寫詳細IP資訊，以便能在網站
範圍內瀏覽您訂購的內容。換言之，您
的圖書館用戶通過此種方法瀏覽期刊內
容時無需使用個人用戶名和密碼。

您必須註冊您所在機構的IP位址。可以
使用您所在機構的代理伺服器IP位址，
但不能是公共代理伺服器的IP位址或內
部防火牆之後的IP位址。

您的IT部門可以向您提供您所在機構電
腦的IP位址，並確認是否有使用代理伺
服器。

請注意，我們目前不支持IPv6身份 
驗證。

如需瞭解通過Shibboleth或OpenAthens
遠端存取的詳情，請瀏覽academic.
oup.com/journals/pages/librarians/
getting_started#authentication

5. 註冊
瀏覽academic.oup.com/my-account/
register，填寫您的詳細資訊。

6. 新增或管理訂購
選擇“啟動訂購和試用（Activate 
Subscriptions and Trials）”，輸入您的
最新機構訂購號。與該訂購號相關的所
有期刊將會一一羅列出來。當您續訂
時，無需再次啟動。

7. 輸入您的 IP位址
如果您是首次啟動訂購，系統會提示
您輸入機構 IP位址。當您添加其他
訂購時，您之前輸入的 IP位址將會
應用於所有新增的訂購。如果您需
要添加其他 IP位址，可以在您的帳
戶中選擇 “機構設置（ inst i tut ional 
set t ings） ”進行操作。

8. 帳戶維護
您可以在牛津學術帳戶中通過“當前
線上訂購/短期瀏覽（Current Online 
Subscriptions/Short Term Access）”選項
查看您當前的訂購列表。凡新訂閱期刊，
均將自動啟動並添加至訂購列表中（前提
條件是新訂閱期刊所在訂戶編號已經啟
動）。

如果您目前擁有多個帳戶並希望統一資
訊，請聯繫我們的客戶服務團隊。

若您有多個收貨地址，很遺憾，此種情 
況下無法將訂購清單合併到一個訂戶號下
（例如，您訂閱的部分期刊需要我們直接
郵寄給您，而其餘期刊寄至您的代理商
處）。

啟動線上存取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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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您設置存取權限
牛津大學出版社可為聯盟客戶安排帳戶設置，並提供試用。設置期刊存取權限需
要您提供的資訊如下：連絡人姓名、機構/公司地址、電子郵箱、電話號碼以及您
所在機構確切的IP位址。您的訂購/試用請求一經確認，請提供上述資訊給客戶 
經理。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聯繫
E: jnls.consortia@oup.com
T: +44 1865 35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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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無法正常線上瀏覽，請參考以
下內容。

訂閱類型是否正確？
機構線上瀏覽可以僅訂閱線上版，也可以印刷版和線上
版捆綁式訂閱。如果您不確定您的訂閱類型，請聯繫我
們的客戶服務團隊（參見第20頁）。

訂閱是否已經過期？
所有訂閱期限按照自然年計算，即從每年一月到 
十二月。

您是否訂閱了該期刊？
您不能訪問某種期刊，有可能是因為您訂閱的資源庫
裡並不包含該刊。比如，有些期刊可能包含在牛津期刊
現刊庫（Journals Collection）裡，但並不收錄於牛津
期刊過刊庫（Journals Archive）中。再比如，您可能
訂閱了2020年牛津期刊現刊庫，但是您想訪問的期刊只
收錄於2021年的牛津期刊現刊庫中。類似情況也會出現
在近期才新加入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期刊上。如果您想瞭
解哪些期刊是最新加入或離開的，請訪問：

什麼是ShIBBOLETh?
Shibboleth是一個開源系統，圖書館主要利用其管
理線上資源訪問，憑藉該系統，使用者可在不同的
Shibboleth功能網站與服務間完成切換，使用者在登
錄時，無需每次都進行身份確認。Shibboleth省卻了
使用者記住多個用戶名和密碼的煩惱。 

欲瞭解更多資訊，請訪問shibboleth.internet2.edu

無法正常線上瀏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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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瀏覽是否已啟動？

如果您或您的圖書館用戶在訂閱有效期內瀏覽牛
津期刊的全文內容時，系統提示需輸入用戶名和
密碼，則表示您設備的IP位址未被我們的電腦識
別。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您尚未啟動您的線上存
取權限。如果您尚未啟動，請參照第9頁操作。
如果您已啟動，請繼續閱讀後續內容。

IP位址是否正確註冊？
這可能是由於您所在機構的部分IP位址註冊錯誤，或近
期您的資訊有變更。您可以通過牛津學術帳戶中的“機
構設置（Institutional Settings）”更新您的IP位址。

使用者是否在機構 IP範圍外瀏覽牛津期刊
內容？
如需瞭解通過Shibboleth或OpenAthens遠端存取的詳
情，請瀏覽academic.oup.com/journals/pages/
librarians/getting_started#authentication

問題仍未解決？
請參閱本手冊後面的常見問題解答單元，或與我們的客
戶服務團隊聯繫（參見第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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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使用統計報告
牛津大學出版社提供符合COUNTER 5標準的使用統計報告。 

一旦成功註冊圖書館管理員帳戶，您可以隨時通過您的牛津學術帳戶查看符合
COUNTER標準的期刊使用統計。

除了Platform、Title和Item Master報告外，您還可查閱以下期刊專有的報告類型：

聯盟訂戶的使用統計報告

如您擁有聯盟管理員帳戶，您可以通過您的牛津學術帳戶查看聯盟所有成員或某個機
構符合COUNTER標準的期刊使用統計。更多指引資訊，請參見線上使用統計使用者
指南。

獲取線上使用統計使用者指南

如需獲取更多資訊，包括SUSHI註冊和聯盟報告的常見問題解答，請瀏覽  
academic.oup.com/journals/pages/librarians/usage_statistics

使用統計報告

TR_J1 期刊請求量（金色OA除外）

TR_J3 按瀏覽類型的期刊用量

TR_J2 被拒絕的期刊瀏覽請求量

TR_J4 按出版年份的期刊請求量（金色OA除外）

IR_A1 期刊文章請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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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您的
圖書館目錄

對我們而言，為用戶提供的服務和我們出版的內容一樣重要。我們將

根據圖書館員的需求提供服務和各種線上功能，幫助用戶獲取最相關

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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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URL連結至牛津期刊

我們推薦通過CROSSREF DOIS連結至期刊內容。

此外，還可以使用以下基於URL的連結方式：

1. 平臺URL：https://academic.oup.com
2. 出版物主頁：例如https://academic.oup.com/nar

完整的期刊URL列表可以在我們的KBART檔中找到。

3. 最新期次：…/issue，例如https://academic.oup.com/nar/issue

4. 指定期次：…/issue/{卷號}/{期次}，例如
https://academic.oup.com/nar/issue/43/10

5. 提前出版的文章：… /advance-access，例如
https://academic.oup.com/bmb/advance-access

6. 按卷/期/文章首頁瀏覽文章：… /article-lookup/{卷號}/{期次}/{文章首頁碼}，例如
https://academic.oup.com/nar/article-lookup/43/10/4785

7. 按DOI號瀏覽文章：平臺支持…/article-lookup/doi/{DOI號} 的形式，但通常只在特殊
情況下使用。如果已知文章的DOI號，我們建議通過DOI解析器進行連結。

8. 按卷/期/文章首頁瀏覽文章的PDF格式：…/pdf-lookup/{卷號}/{期次}/{文章首頁碼}。
這將為legacy linking生成301重定向。

9. 按DOI號瀏覽文章的PDF格式：…/pdf-lookup/doi/{DOI號}。這將為legacy linking生
成301重定向。

OPENURL連結

入站URL連結：若通過OpenURL語法連結至牛津學術平臺上的牛津期刊內容，需使用 
Crossref OpenURL 解析器。

出站URL連結：如果您是擁有OpenURL連結伺服器的機構，您可以基於牛津學術平臺
創建出站OpenURL參考連結。更多資訊請瀏覽  
academic.oup.com/journals/pages/librarians/linking_to_journal_content

CROSSREF和DOIs

可使用DOI創建這些連結。牛津大學出版社通過CrossRef存放期刊內容的DOI和中繼資
料。如需連結至期刊內容，可以使用書目中繼資料查詢Crossref資料庫並檢索DOI號。

如果您知道某一篇文章的DOI號（例如10.1093/ nar/gkh704），那麼只需將之添加在
https://doi.org/的末尾便可創建一個連結，例如https://doi.org/10.1093/nar/gkh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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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OPENURL？
統一資源定位符（Uniform Resource Locators，即網址）是網際網路上文檔和其他
資源的獨特位址。OpenURL是傳輸文章或期刊中繼資料的一個標準語法。連結解
析器可翻譯OpenURL所包含的中繼資料，向使用者呈現數位內容或相關服務最適
用的資料副本連結。

maRc資料
牛津學術MARC資料以MARC 21和定位字元分隔（tab-delimited）兩種格式提供，便於
您導入圖書館目錄。

• 您可以瀏覽academic.oup.com/journals/pages/librarians/marc_records下載MARC資
料檔

• 右鍵按一下任何一個連結，即可彈出一個小功能表
• 選擇“連結另存為（Save Link As）”（或類似選項），將文檔保存至您的磁片中

您可以分別獲取牛津期刊現刊庫和牛津期刊回溯庫的MARC資料。

KBaRT檔
KBART檔是知識庫的行業標準檔案格式，以這種格式提供期刊列表檔可確保使用者
可以瀏覽您有權瀏覽的內容。我們的每個期刊庫都有KBART檔，包括牛津期刊現刊
庫（Oxford Journals Collection）和牛津期刊過刊庫（Oxford Journals Archive）。
瞭解更多資訊請瀏覽 academic.oup.com/journals/pages/librarians/kbart

協力廠商資料採擷
牛津大學出版社認識到文本和資料採擷（Text and Data Mining，TDM）在不同研究
領域的研究優勢。因此，我們很高興為非商業用途提供TDM。如果您想瞭解資料提
供流程或其他資訊，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Data.Mining@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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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推送
牛津學術平臺的期刊各期次和提前出版文章的頁面上都有RSS推送連結。根據期刊出
版模式不同，可用的RSS推送包括：

• 當前期次（Current Issue）——當前期次的文章，當最新一期出版時這些文章將進
行更新

• 提前出版的文章（Advance  Articles）——在組刊之前提前線上出版的文章

• 開放獲取（Open Access）——期刊中以開放獲取形式出版的文章

• 編輯推薦（Editor’s Choice）——由期刊編輯精選的特別文章

• 快速通道（Fast Track）——快速處理的具有特定及時性的文章

• 播客（Podcasts）——期刊上的音訊或視頻出版物

代理伺服器
如果您所在機構使用了EZProxy，您可從下列位置下載牛津學術期刊網站的詳細資
訊，並添加到您的ezproxy.cfg文件中：
academic.oup.com/journals/pages/help/technical_support/linking#proxy

什麼是RSS推送？
RSS即簡易信息聚合（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使用者可將推送連結輸入推
送閱讀器，以訂閱RSS推送。RSS閱讀器可免費下載。 RSS閱讀器會定期檢查用
戶已訂閱的推送是否有新內容更新，一旦發現新內容，隨即下載並提醒用戶。 

什麼是MARC資料？
MARC資料是機讀編目記錄（MAchine-Readable Cataloguing record，MARC）。
該資料包括：（1）物件描述，（2）主條目與附加條目，（3）主題標目，以及 
（4）分類或索書號。MARC 21格式是呈現機讀目錄格式的標準。瞭解詳細資訊，
請瀏覽www.loc.gov/marc/umb/um01to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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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最新資訊
通過圖書館員資源中心（Librarian Resource Centre）獲取最新
期刊產品和服務的資訊：  
academic.oup.com/journals/librarians

關注我們的社交媒體頻道：
Twitter: @OUPLibraries和@OxfordJournals
Facebook: www.facebook.com/OUPAcademic
Tumblr: oupacademic.tumblr.com
OUPblog: blog.oup.com

我們為您提供一系列線上和線下資源，包括電子郵件範本、網頁橫幅、海
報等供您下載：

academic.oup.com/journals/pages/librarians/promotional_materials

如需索取印刷版宣傳材料或向圖書館使用者推廣訂閱內容的説明，請發送
電子郵件至機構市場團隊：

marketing.china@oup.com

圖書館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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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獲取
牛津大學出版社一直致力於盡可能地推動高品
質學術研究成果的傳播。我們支持金色開放獲
取（gold oPen  access，gold oa）
和綠色開放獲取（green oPen 
access，green oa）。這個資訊圖僅是
我們開放獲取項目的一瞥。

想瞭解更多資訊，請訪問：https ://
academic .oup.com/journals/pages/
open_access

想知道我們閱讀與出版開放轉換協定的更多資
訊，請訪問：https ://
academic .oup.com/journals/pages/
authors/product ion_and_publ icat ion/
publ icat ion-charges/read-and-
publ ish-agreements/part ic ipat ing-

journals-and- inst i tut ions

OA
PREPAYMENT

ACCOUNT FOR y OUR 
AUTHORS TO DRAw UPON

OVER 
90FU

LL
y

OA JOURNALS

PUBLISHINg
OA CONTENT

SINCE 
2004

SELF-ARCHIv INg
POLICIES* 
FOR ACCEPTED
MANUSCRIPTS IN
REPOSITORIES

JOURNALS w ITH 
AN OPTIONAL

OA MODEL

OVER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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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支援
常見問題及解答

1. 哪裡可以查到價格資訊？
您可在academic.oup.com/journals/pages/access_purchase/pricing_and_ordering查看
單本期刊完整的機構價格表。

牛津期刊現刊庫及回溯庫的價格依機構/聯盟不同，請聯繫您的機構銷售團隊（參見第
20頁）獲取更多資訊。

2. 如何查看付款是否已經受理？
請注意，我們需要至多10天來處理付款。如果支付時間超過10天，請聯繫我們的客戶
服務團隊（參見第20頁）檢查您的付款是否已到賬。請提供您的訂戶號、付款日期和方
式、支付的總金額以及電子郵寄地址，以便於我們查看記錄並及時回饋結果。

3. 能否將圖書館的用戶名和密碼給使用者以供他們瀏覽線上資源？
不可以。這些資訊只能由圖書館管理員使用。機構用戶可以通過IP位址、Shibboleth或
其他安全網路授權瀏覽。您無需為圖書館使用者提供額外的用戶名和密碼。

4. 牛津大學出版社採取了哪些數位儲存措施？
數位儲存可被視作一套流程與操作，以此確保當前數位形態的資訊得到備份與傳播，從
而保證即使當前的發佈方式不再適用也能夠長久、不間斷地瀏覽這些資訊。因而您可以
得以永久瀏覽期刊內容。

我們參與了多個數位儲存協定計畫，包括Portico、LOCKSS和CLOCKSS（Controlled 
LOCKSS）。這意味著我們不僅只是儲存期刊內容的複製件，還會將保存檔轉換為未來
可能出現的檔案格式，從而確保儲存的內容日後仍能使用。

5. 下一年我是否需要重新啟動我的訂閱以啟用線上瀏覽？
不需要。線上訂閱服務中只需啟動訂戶號即可，而無需逐一啟動每個訂購。當您每年續
訂後，我們會更新訂戶號下的期刊列表。您可在您的牛津學術帳戶中線上查看您的訂購
狀態。

6. 如何更改機構的IP位址資訊？
在您的牛津學術帳戶中選擇“機構設置（Institutional Settings）”，然後添加或修改IP位
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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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服務和技術支援 
E: jnls.cust.serv@oup.com 
T: +44 1865 353907

聯盟客戶支援

E: jnls.consortia@oup.com 
T: +44 1865 354925 

銷售洽詢

E: institutionalsales@oup.com 
T: +44 1865 353907 

聯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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