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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ey Online Library简介 

Wiley Online Library是在征集全世界研究人员、学生、作者、学协会合作伙伴以及图书馆客户的意见后

开发而成，Wiley Online Library全新的用户界面为所有用户提供直观的导航。您可以轻松地检索、阅

读、下载和引用现有期刊和在线图书内容、Early View文章、回溯期刊、以及其它相关材料和支持数

据。  

备注:   

主要特点: 

 若有任何全文可供使用，

会显示权限图标及使用方

式（通过机构订阅、免费

使用或开放式存取 - open 

access） 。  

 详尽的学科主题列表，拥

有 104 个子目录 。 

 学科首页提供相关书目数

据及其他新闻与信息。 

 点击帮助(help)可直接链

接至我们的常见问题页面

(FAQs) 。 

 通过内文参考的直接链

接，改善参考数据的链接

功能。   

 更加完善的“更多类似内

容”的检索。 

 更加完善的 e-toc （目

录）提醒功能，包括已接

收和提前预览的文章 

 更加完善的客户管理区

域。 

后续版本将提供的功能：  

 更多高级检索功能 

 阅读量最多和引用量最高

的文章 

 引文数据输出功能提供更

多参考数据管理软件选

项。 

 检索关键词突出显示 

 移动设备最优化 

 链接至社会网络/书签网

址  

Wiley Online Library is compatible with the following internet browsers: 

 Internet Explorer (Windows): versions 6 and higher 

 Firefox (Mac + Windows): versions 2 and higher 

 Safari (Mac + Windows): versions 3 and higher 

 Opera (Mac + Windows): versions 9 and higher 

 Google Chrome (Mac + Windows): all versions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web-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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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任何人都可以浏览、检索和查看Wiley Online Library上的摘要，注册用户还可以保存常用出版物名

称及检索结果，设置电子邮件提醒，管理“我的档案” My Profile帐户。如果您已拥有Wiley Inter-

Science账户，您的详细个人资料将会自动转移至Wiley Online Library。 

备注:    

 

1. 登录 （如需要）  

2. 如需注册，请点击这里。 

3. Athens， Shibboleth 和机

构登录链接。   

* 若需更多相关信息，请

联系图书馆员 。 

4. 可从菜单进入页面分页浏

览。 

5. 任何信息，如：确认保存

或拒绝访问，都会显示在屏

幕顶部。   

6. 从所有内容中检索特定术

语或出版物主题。 

* 使用高级检索，以获得

更复杂的检索功能。 

7. 按字母排序浏览出版物。  

8. 利用学科分类浏览功能, 

按学科分类浏览各项出版

物。  

9. 图书馆管理员、作者、学

协会和培训信息等均可方便

取用。包括可跳转至客户管

理区的链接。 

10. 所有页面底部均有各项

信息链接。  

1. 

4. 

6. 

8. 

7. 

9. 

10. 

3. 

2. 

5.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web-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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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字母顺序浏览 

您可在首页中按字母顺序浏览出版物，也可点击本网站任何页面的“出版物”（PUBLICATION)，按字

母顺序浏览。 

备注：*在线参考工具书包含在图书类别中。 

备注: 

1. 从首页通过 PUBLICATIONS 

A-Z 区域按字母排列进行浏

览，或点击任一页面上的出

版物标签进行浏览。 

2. 无论通过特定字母范围或

浏览所有出版物，其页面布

局是一样的。 

3.  浏览所选列表下的所有出

版物，或者 

4. 使用筛选选项，精选浏览

结果。 

* 在线参考工具书被包含在

图书类别中。 

5. 在每个主题的右侧可以查

看出版物类别。 

6. 挂锁图标标明文章或章节

的访问权限。 

 

所有用户均免费访问 

通过OnlineOpen免费访问 

通过当前订阅服务免费访 

 

7.选择一个或多个期刊主

题，设置电子邮件提醒功能

（仅适用于期刊）。 

2. 

3. 

4. 
5. 

6. 

7. 

1. 

1.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web-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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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学科主题浏览  

您可在首页中，利用主题区浏览刊物，也可以点击本网站上任何页面的「按主题浏览」(Browse by Sub-

ject) 标签，进入按主题浏览功能。 

1.  您可以在网页上按学科

直接浏览，或点击“按学科

浏览”(Brows by subject)

进入。 

2. 按学科浏览时，将鼠标移

至最高一级学科上，下一级

学科列表会在右侧显示。 

点击一个学科，浏览该学科

下的所有出版物名称。 

3. 该学科页面会显示重点推

荐的四种刊物。  

4. 您可以浏览该学科的所有

产品，或者 

5. 按主题浏览 

6. 浏览该学科的所有产品清

单时，您可以筛选检索结

果。 

7. 选择一种或多种期刊设置

电子邮件提醒功能。  

8. 访问图标标明您是否拥有

全文浏览权限。参见按字母

顺序浏览（ Browse Alpha-

betically ）获取详细说明。 

3. 

4. 

1. 

2. 

6. 

5. 

7. 

备注: 

8.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web-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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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 > 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页面可执行更复杂的检索条件。在检索结果页面（下文）上，您可以选择编辑或保存您的检

索条件。 

主要高级检索功能未涵盖Wiley Online Library内的部分专业数据库，如需检索专业数据库，请直接前

往该产品网站。 

1. 从主页或任一页面屏幕右

上方的检索框中进入高级检

索功能。 

2. 检索小技巧可以帮助您充

分运用强大的检索功能。 

3. 由下拉清单中选择布尔操

作符 AND， OR， NOT，

及/或直接在文本框里输

入。 

4.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特定检

索范围。   

5. 添加检索列 

 

6. 选择特定的日期范围 

后续版本将提供更多进一步

缩小搜寻范围的选项： 

 出版品类型 

 学科及/或学科子

目录 

 全文权限 

 排序检索结果的附

加选项 

备注: 

1. 

4. 

3. 

6. 

5. 

2. 

1. 

4.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web-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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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 > 检索结果 

您可在检索结果页面中使用筛选及排序检索结果选项、输出一笔或多笔引文数据，以及将检索条件存

入您的文档内（您必须是注册用户且已登入本网站）   

1. 检索结果排序 

2. 点击以编辑您的检索条

件。编辑检索功能返回高级

检索页面，将保持您所选定

的检索关键词和选项。 

3. 将检索条件保存至您的文

档中—仅对注册用户有效 

4. 按出版品类型筛选结果。

后续版本将包括按年份、访

问权限和学科筛选的选项。 

选择一个或多个检索结果，

并且 

5. 保存至您的文档—仅对注

册用户有效。 

6. 导出引文。 

后续版本将包括查看摘要

和 Email 文章链接的选项。 

7. 浏览一篇文章或章节，请

点击标题或下方特定链接。 

8. 访问图标标明您是否具有

全文的使用权。   

9. 您可利用纯文本、

EndNote、Reference Manag-

er 及 RefWorks 格式，输出

引文数据。  

备注: 

9. 

1. 

2. 3. 

4. 

5. 6. 

8. 

7. 

Free to all users. 

Free through OnlineOpen.       

Available via a current subscription.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web-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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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Wiley Online Library 的期刊内容是与印刷版期刊同步发行的，最新出版的期刊总是出现在首页的位置。

期刊首页及菜单中其它内容视期刊而定。 

备注: 

1.  快速进入最新卷期 

2. 此处内容将视期刊而定  

3.  访问图标标明您是否具

有全文使用权。参见检索结

果页面（ Search Results 

page ），获得详细说明。 

4. 期刊所有页面均提供期刊

卷期及页数检索功能 

5. 期刊所有页面均提供“期

刊工具和菜单”  （Journal 

Tools and Menu）  

期刊菜单（Journal Menu） 

的选项视期刊而定，但大部

分期刊均含有： 

6. 卷期导览，包括所有现刊

至所有的回溯刊（1997 年

以前）。  

*在适用的状况下，免费样

本链接将会显示于此  

7. 浏览文章。 

8. 订购或续订。 

9. 查找作者信息。 

10. 期刊信息和特殊功能—

如有相关内容。 

2. 

4. 

7. 

5. 

1. 

6. 

8. 

9. 

10. 

6. 

3.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web-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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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文章页面提供了一致性的链接和信息，只要轻松点击各标签即可进入各种不同内容的页面。摘要及支

持信息（supporting information）为免费提供，其他内容则仅供订阅单位使用，若尚未订阅，亦可经

由「文章选择」（Article Select）或「单篇购买」(Pay-Per-View) 购买特定文章的使用权。 

备注: 

 

1. 访问图标标明您是否具有

全文使用权。参见检索结果

页面（ Search Results  ），

获得更多信息。 

2. 文章标题、作者、出版日

期和 DOI. 

3. 卷号/期号—链接至出版

物目录 

4. 文章工具 

5. 其它信息可能包括如何引

用、出版历史和经费来源。 

6. 标签可轻松链接期刊内

容。 

摘要为免费：大部分的其他

内容(参见文章全文 Article 

Full Text) 仅提供给订购单位

使用。  

7. 引文信息（仅供订阅单位

使用）可显示出您正在阅览

且已引用的文章清单，包含

由 Wiley 及其他出版商处引

用的文章  

8. 由作者提供的支持信息

(supporting information)，

可供所有用户免费使用。其

他页签选项可能包括评论、

图形及表格 。 

9. 页面底部为相关内容链

接。  

5. 

3. 

8. 

2. 

9. 

7. 

1. 

6. 

4. 

CrossRef®  is a collaborative 

reference linking service with 

over 3000 scholarly publishers 

and societies participating to offer 

links from a reference citation to 

the cited material.  For more info, 

see www.crossref.org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web-application
http://www.crossre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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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全文 

文章全文及参考数据链接仅供订阅单位使用，若尚未订阅，也可通过「文章选择」（Article Select） 

或「单篇购买」(Pay-Per-View) 购买特定文章的使用权－ 

相关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个人订阅」选项 (Individual Access Options) 。 

1. 以 HTML 呈现的全文，具

有方便的「跳至某页面」导

览功能。  

2. 弹出文内参考数据细节，

附带的链接可直接链接至参

考文献的来源（若有相关内

容）。  

3. 点击图像，可放大画面，

便于查看。   

4. 参考文献区，包含内部或

外部参考文件来源的链接－

包括被 ChemPort、

Chemical Abstract Service 

(CAS)、PubMed/Medline、

ISI Web of Science 纳入索引

的其他数据源。  

5. 许多文章还提供 PDF 格

式的全文。此类文件可保存

及打印，且包含进入文章其

期刊其它区域的各项方便链

接。 

 

 

 

备注: 

2. 

4. 

1. 

5. 

3.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web-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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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 

Wiley Online Library 的图书包括在线图书和参考工具书—例如百科全书和手册。所有人皆可浏览章节摘

要，前言和索部分，全文仅供订购单位浏览。 

备注：数据库和实验室指南同样采用图书工具和菜单（Book Tools and menus） 

1. 所有页面都设有图书工具

和菜单（Book Tools and 

menus），包括保存至我的

档案（仅适用于注册用

户），推荐给您的图书管理

员，以及目录、评论和作者

传记的链接。 

2. 标题、作者和其它信息。 

3.  访问图标标明您是否具

有全文使用权。参见检索结

果页面（ Search Re-

sults  ），获得更多信息。 

4. 从所有页面均可检索本书

内容（摘要、全文和关键

词）。  

5.  在线图书摘要细节可展

开。 

6. 选择一个或多个章节 

7. 保存至您的档案（仅适用

于注册用户）。 

8. 「输出引文数据」(Export 

Citations)。相关的详尽信

息，请参阅「检索结果」

(Search Results)页面。  

后续版本将包括浏览摘要

和 Email 章节链接选项。 

备注: 

2. 

6. 

3. 

1. 

7. 8. 

4. 

5.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web-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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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章节 

所有人皆可免费阅览在线图书章节摘要，若您已订阅在线图书，则可阅览全文及链接参考数据，若尚

未订阅，也可通过「文章选择」（Article Select） 或「单篇购买」(Pay-Per-View) 购买特定章节的使

用权 。 

1. 章节标题、作者、DOI 和

其它信息. 

2. 访问图标标明您是否具有

全文使用权。参见检索结果

页面（ Search Results  ），

获得更多信息。 

3. 章节工具包括保存至我的

档案、电子邮件链接至本章

节和输出引文数据. 

4. 其它信息可能包括如何引

用、出版历史和 ISBN 信

息。 

5. 摘要中包括关键词清单。 

6. 参考文献（仅供订阅单位

使用） 包含：链接至参考

数据的电子文件来源（若有

相关数据），包括被

ChemPort、Chemical Ab-

stract Service (CAS)、

PubMed / Medline、ISI Web 

of Science 纳入索引的其他

数据源。  

7. 链接至 Wiley Online Li-

brary 的相关内容。  

8. 章节全文（仅供订阅单位

使用） 仅以 PDF 格式提

供，可储存及打印。    

备注: 

2. 

4. 

5. 

8. 

1. 

6. 

3. 

7.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web-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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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工具书 

Wiley Online Library提供许多在线版的颇负盛名、不可或缺的参考工具书。参考工具书全文内容仅供

授权机构使用－或通过「文章选择」（Article Select） 或「单篇购买」(Pay-Per-View)方式使用个别

文章。 

备注:  参考工具书使用图书工具和菜单— 以文章，而非以章节为单位。  

1.参考工具书所有页面均提

供图书工具和菜单（Book 

Tools and menus）。 

2. 访问图标标明您是否具有

全文使用权。参见检索结果

页面（ Search Results  ），获

得更多信息。 

3.在参考工具书内检索，或

使用高级检索请参阅以下

（6）的说明 

4.相关介绍、新闻、焦点及

特色将会显示于此，内容则

需视各电子百科而定。 

5. 您可在参考工具书菜单

中，利用标题或类别浏览文

章、寻找取得使用权的信

息、作者指南(author guide-

lines)、编辑部新闻、样本内

容及特殊功能（若有提

供）。  

6.高级产品检索功能包括以

文章类型和主题检索的选

项。 

7.在浏览或检索结果清单

中，点击文章标题下方的链

接，即可开始阅览。阅览文

章内容的信息，请参阅「文

章全文」Article full text 。 

备注：在此例图中的文章级

别图标仅针对《生命科学百

科全书》。  

备注: 

2. 

4. 

5. 

1. 

7. 

6. 

3.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web-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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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 

Wiley Online Library的数据库提供极专业的内容，这些内容是按照化学、材料、科学及医学等目标学

科的独特需求而编排。数据库首页采用与Wiley Online Library各项出版品相同而熟悉的界面，并附有

内容独特的专业导航链接。 

1.使用图书工具和菜单

（Book Tools and 

Menu） ，利用标题或类别

浏览、检索及取得使用权的

信息、作者指南(author 

guidelines)、编辑部新闻、

样本内容及特殊功能（若有

提供）。 

Wiley 的部分数据库是有其

它不同网站提供的，你可由

此链接至这些数据库。  

2. 访问图标表明您是否具有

全文使用权。参见检索结果

页面（ Search Results  ），

获得更多信息。 

3. 通过浏览或使用出版品类

别特定检索功查找需要的文

章。 

4. 相关介绍及新闻、焦点及

特色等其他信息将会显示于

此，内容则需视数据库而

定。  

5. 产品高级检索功能取决于

数据库，很多化学数据库都

可通过结构和试剂（如可

用）进行检索，我们的医学

数据库也可使用 MeSH 和一

些常用于医学的检索功能。  

备注: 

 

2. 

4. 

5. 

1. 

For databases that require third 

party software, such as browser 

plug-ins for chemical structure draw-

ings, go to the Getting Started 

page linked from the database home 

page for information oh how to 

download and install. 

3.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web-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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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指南 

实验室指南（CP)是涉及生命科学各个领域实验室方法的不断更新的综合性来源。除全文及参考链接

仅供订阅单位使用外，实验操作指南的摘要、图形、实验步骤的图片影片、社群页面、工具及计算器

等皆为免费提供。  

1.浏览实验室指南时，请选

择图书馆指南（Lab Proto-

cols） 筛选条件。 

2. 访问图标表明您是否具有

全文使用权。参见检索结果

页面（ Search Results  ），

获得更多信息。 

3.书内检索，或使用高级产

品检索（Advanced Product 

Search）。 

4. 主页将会显示目次，以便

轻松查阅文章 。 

5.使用每页上面的图书工具

和菜单（Book Tools and 

Menu），可以链接到至首

页及目录，并取得权限的信

息、作者指南(author guide-

lines)、编辑部新闻及样本

内容。  

6. 特殊功能包括视频指南-

对所有用户免费提供。 

7. 权限及阅览文章的相关信

息，请参阅「文章全文」

Article Full Text。  

8. 独立的

currentprotocols.com 网站包

括如工具和计算器，讨论板

块和编辑博客等附加内容 

。 

备注: 

2. 

3. 

4. 

7. 

5. 

8. 

1. 

6. 

Videos increase repro-

ducibility of both basic 

and complex techniques 

of selected protocols. 

6. 

http://www.currentprotocols.com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web-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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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注册Wiley Online Library 用户可保存文章、章节、出版物和检索，以及设定内容、引文数据和已保存检

索的邮件提醒，并购买单篇文章、章节或订阅。如果您已经在Wiley InterScience注册过，您的详细个人

资料将会自动转移至Wiley Online Library。 

1.点击主页上的“尚未注

册”链接Not Registered  

2.在注册页面输入您的电子

邮件地址--这将成为您的用

户名—并设定您的密码。 

3.输入您的姓名，以及国家

和感兴趣的领域 

*这些信息绝不会透露与任

何第三方 

4.如果您想通过电邮和定期

邮件收到推广信息，请点选

相应的复选框 

5.如果您选择以定期直邮的

形式接受推广，请输入您的

邮寄地址 

6. 检查详细信息、读取条款

和细则，然后点击提交注册

（Submit Registration） 

*提交注册数据后，您将会

收到一封要求您验证注册

事宜的电子邮件。 

备注: 

1. 

2. 

3. 

5. 

4. 

6. 

http://www3.interscience.wiley.com/user/register/form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web-application


 17 

 

 

我的文档 

您可以在我的资料里管理所保存的文章/章节，出版物和检索结果；管理电子邮件提醒；编辑个人登录

信息；查阅订单进程和管理订购事宜。所有您所保存的书目、文章和电子邮件提醒都将从  Wiley Inter-

Science 迁移—由于技术原因，保存的检索结果无法迁移。 

1. 登录.   

2. 点击我的文档（My Pro-

file） 链接（可从任一页面

点击）  

3. 在我的文档页面，您可以

从左边菜单中进入所有功

能： 

  4. 编辑您的帐户和登录信

息 

5. 跟踪订单和查看订购详

情. 

6. 激活或刷新漫游访问 

7. 管理您保存的文章/章

节，出版物和检索结果。 

8. 管理您的电子邮件提醒

以及最新目录（e- toc）通

知，Wiley Online Library 提

供的提前阅读(Early View)

和已接收文章 (Accepted 

Article) 通知。 

若已注册最新目录通知，

用户将会自动接收 EV 和

AA 通知，但也可设定取消

该通知。 后续版本将包含

引文数据通知。 

9. 停用或启用一个电子邮

件提醒，请点击停用/启用

内容提醒 Stop/ Start Con-

tent Alert。 

备注:   

1. 
3. 

4. 

6. 

5. 

7. 

2. 

9. 

8.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web-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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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您可以在「关于我们」(About Us) 区内，找到Wiley Online Library出版物及各项服务的相关信息，包

括出版物列表、各种价格表、访问权限选项及联系信息。 

通过左侧菜单可快速访问所

有区域。 

1. 您可在「关于我们」

(About Us) 区内，查看所有

出版物的详尽信息，包括各

种出版物与价格表及购买选

项、设定电子邮件通知，以

及查看包括开放式存取

(Open Access)、作者权利

(Author Rights)、机构典藏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环保政策(Environmental 

Policies)与权限(Accessibility)

等各项政策。  

2. 您可在资源

（Resources ）部分获得特

定需求信息，包括最终用户

和机构信息，如：简讯、

RSS feeds、Pay Per View 信

息、用户指南和培训、广告

信息，包括指南和费用、

reprints 方面的信息等。 

3. 「联系我们」(Contact Us) 

区内将提供全年无休的客服

中心联机服务，服务内容包

括在线登入系统、常见问题

与电子邮件服务，电话支持

则提供周一至周五的 24 小

时服务。 

备注: 

1. 

3. 

2.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web-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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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Wiley Online Library拥有极丰富的资源，供客户、使用者及合作伙伴使用，相信一定能够协助您充分

运用Wiley提供的内容及各项服务。 

1.您可以通过左侧菜单进入

培训与教程（Training and 

Tutorials）页面，选择自助

教程、在线和现场培训或为

您的机构安排专门培训。更

多详情请参阅培训Training 

2.「研究人员专用」(For 

Researchers) 资源区将提供

如何充分运用Wiley Online 

Library以协助研究需求的信

息。 

3. 「图书馆员专用」(For 

Librarians) 资源区包含图书

馆通讯及相关数据，以及用

户指南、推广数据与其他图

书馆资源的链接。 

4.「作者专用」(For Au-

thors) 资源区将提供如何撰

写及提交Wiley出版品的信

息。 

5.菜单中的其他链接可为学

协会、广告商、企业合作伙

伴、媒体及代理商提供信

息，以及查询更深入的相关

数据。 

备注: 

1. 
2. 

5. 

2. 

4. 

3. 

4. 

3.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web-application


 20 

 

 

培训与教程 

您可以在培训与教程页面查看在线自助教程、培训课程和培训日程表以及用户指南等相关信息和访问

链接。此外，我们还可提供为您量身定制的培训班以满足个别机构用户的要求。 

1.概览我们的各项服务及人

员联络方式。 

2.左侧菜单提供在线培训方

案所有选项的快速访问链

接。 

3.查看可用的「免费」在线

教学范围，并由此直接操

作。 

4.查看最新在线培训课程日

程表，并附有快速链接可直

接进入有培训班注册表。 

5.联系我们的人员为您的机

构安排特定培训。 

6.查看用户指南了解Wiley 

Online Library相关信息以及

如何查找和访问内容及管理

功能。你也可以通过用户指

南了解个别在线产品，例如 

The Cochrane Library和

currentprotocols.com。 

 

 

备注: 

1. 

2. 

6. 

5. 

3. 

4.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web-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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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您是否希望在Wiley Online Library的出版物上发表一篇自己的文章？你可通过个别期刊主页的期刊-作者

指南(author guidelines)了解相关信息。另外，Wiley 还有一个专门为作者设立的网站Author Services， 

可为未来的作者提供信息服务。 

1.  左侧菜单中的「投稿人

专用」(For Contributors) 

区，是查询为特定出版品撰

写文章相关信息时的第一

步，其中包含编辑政策／目

标与范围，伦理指导原则、

准备及提交手稿的相关信

息。  

2. 在「作者指南(Author 

Guidelines)／作者专用」信

息中，可找到Author Ser-

vices网站的链接 。 

3.  您可在Author Services网

站中，找到指导原则、资

源、联络信息以及常见问题

的解答。 

4. Wiley的许多期刊皆是采

用在线手稿提交系统

ScholarOne Manuscripts。您

可在此追踪您的文章－自提

交至被接受的过程。 

*不使用ScholarOne Manu-

scripts的期刊，则会在作

者指南中提供相关的提交

说明。  

2. 

3. 

4. 

备注: 

1. 

http://authorservices.wiley.com/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web-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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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期刊合集 

可完全检索及交叉链接的Wiley Online Library回溯过刊专辑，储存相当重要的与历史文献的连结、在

线完成跨时空文献的整合。 

 

我们的回溯合集有效整合了

当前基于网络的内容并具有

灵活的数据检索及打印功

能。 

1.Wiley的回溯期刊合集涵

盖众多经严格定义的学科类

别，不仅提供全方位的回溯

过刊解决方案，更彻底消除

书架空间有限、馆藏不足、

纸质变质及使用不易等问

题。 

2.回溯期刊合集的呈现方式

与现有期刊相同－依期刊卷

期、文章摘要、参考数据含

引文链接，以及提供PDF格

式的全文。 

与现有期刊不同的是，全文

回溯期刊访问许可不采用年

度订阅方式，而是一次性购

买全集方式。欲了解更多详

情请登录Wiley Online Li-

brary 回溯期刊页面。 

2. 

备注: 

后备文件集包括： 

生物技术、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 

商务与管理 

化学 

通讯技术、电气&系统工程  

食品科学、技术和农业  

地理学及其发展  

文学、文化研究及艺术 

医学和护理学  

物理学和天文学 

1.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web-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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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访问选项 

Wiley Online Library 绝大部分内容均可通过年度订阅的方式进行访问。然而，用户可通过以下两个方式

访问长期订阅以外的单篇文章及章节——文章选择Article Select和单篇购买Pay-Per-View。Article Select

（文章选择）适用于许可机构。详情请咨询图书馆管理员。 

若您不是隶属于订阅的机

构，或希望直接使用或下载

非订阅内容，可采用「单篇

购买」(Pay-Per-View)。 

1.必须是注册用户，并且已

经登录。 

点击您要访问的文章或章节

的全文链接。 

2.出现一条拒绝访问的提示

– 含购买选项链接。 

3.输入你的账单地址。你必

须输入一个有效的账单地址

（仅供验证之用，系统不保

留此项信息）。 

4.输入付费的信用卡信息。 

5.核对你的订单，然后点击

“提交订单”。 

您必须在提交订单后24小时

内，立即访问所选文章或章

节。 

你将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内

附可进入所选文章或章节的

链接供参考。 

6. 通过订单与订阅（Orders 

& Subscriptions）项下的我

的档案（My Profile）选项

跟踪订单情况（包括24小时

访问期何时结束）。 

2. 

6. 

备注: 

 

3. 

4. 

5. 

如果您通过Wiley在线图书馆的促销

活动取得任意一组5位数字Pay-Per-

View（每次付费阅读）  

1.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web-appl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