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需 VPN， CARSI 服务助力校园网外文献资源访问 

 

在疫情期间，为解决师生校园网外访问和使用学校图书馆采购的数字文献资源受限的问

题，继前期开通笔杆、万方、EPS、国研网、色诺芬等数据平台在校园网外直接访问功能后，

图书馆又与信息化办公室协同努力，经申请及调试部署，正式加入了 CARSI (CERNET 

Authentica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Infrastructure，中国教育科研网统一认证和资源共享

基础设施），并同步上海教育认证联盟。通过 CARSI 认证访问，用户可解决原来通过 VPN

校外访问慢、下载限流等问题。 

即日起，上理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任何终端以任何联网方式，访问图书

馆已经采购的国内外电子资源。目前，通过 CARSI 在校外可直接访问的数据库有：

ScienceDirect、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CNKI）、SpringerLink、IEEE、EBSCO、Emerald、

Nature，更多资源持续上线中......（不在专栏中的资源仍需通过 VPN 访问） 

 

开通认证校园网外访问资源列表 

名称 网址 可访问资源 

ScienceDirect www.sciencedirect.com 全文期刊 

Web of Science http://webofknowledge.com SCIE、CPCI-S 等 

中国知网（CNKI） fsso.cnki.net 全文期刊、学位会议论文等 

SpringerLink link.springer.com 全文期刊及电子图书 

IEEE https://ieeexplore.ieee.org/ 全文期刊、会议录、标准 

www.sciencedirect.com
http://webofknowledge.com/
http://fsso.cnki.net/
http://link.springer.com/
https://ieeexplore.ieee.org/


EBSCO search.ebscohost.com ASP、BSP 等 

Emerald www.emerald.com/insight 管理、工程学全文期刊 

Nature www.nature.com 18 种全文期刊 

 

校外通过 CARSI 访问数据库的一般步骤 

1. 打开你需要访问的数据库登录界面，选择“通过机构登录”或“通过 Shibboleth 方式登

录”； 

2. 选择本机构所属群组“China CERNET Federation”； 

3. 选 择 本 机 构 ： 上 海 理 工 大 学  或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 使用上海理工大学统一身份认证平台（上海理工大学综合服务平台）学（工）号、

密码登录。 

 

各平台详细使用步骤 

1. ScienceDirect 

1) 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平台域名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点开右上角

图标，选择“Sign in”，“other institution”，进入身份联盟选择页面。 

http://search.ebscohost.com/
www.emerald.com/insight
www.nature.com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2) 在“Select your region or group”选择“China CERNET Federation(CARSI)”。在

页面下方列出的机构名称中选择“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 进入上海理工大学登录页面，输入我校统一身份认证的用户名及密码。验证成

功后 ，即可访问 ScienceDirect 的文献资源。 

 

2. Web of Science 

1) 请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平台域名 https://webofknowledge.com；在机构登录



下，选择机构 CHINA CERNET Federation，点击转到按钮。 

 

2) 进入 CERNET 同意认证与资源共享基础设施 CARSI 页面，在学校列表找到

并选择所在学校，选择“上海理工大学”，或者选择搜索，输入“上海理工大学”。 

 

 

3) 进入上海理工大学登录页面，输入我校统一身份认证的用户名及密码。验证成

功后 ，即可访问 Web of Science 文献资源。 



 

3. 中国知网（CNKI） 

1) 请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平台域名 http://fsso.cnki.net/ 

 

2) 进入登录页面，并在“选择高校/机构”中选择：上海理工大学。 

http://fsso.cnki.net/


 

3) 进入上海理工大学登录页面，输入我校统一身份认证的用户名、密码。 

 

4) 登录成功后，显示您的个人信息。 

 



4. SpringerLink 

1) 打开浏览器，输入 https://link.springer.com/，点击右上角“Sign up / Log in”。 

 

2) 选择“Log in via Shibboleth or Athens” 

 

3) 在 Log in via Shibboleth 上面的“Select your institution”输入：“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ttps://link.springer.com/


 

 

4) 进入上海理工大学登录页面，输入我校统一身份认证的用户名、密码。验证成

功后 ，即可访问 SpringerLink 文献资源。 



 

5. IEEE 

1) 点击 https://ieeexplore.ieee.org/ 登录 IEEE Xplore 平台，选择页面上方的

“Institutional Sign In”。 

 

2) 点击 Shibboleth。 



 

3) 在弹出的界面，查找“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或在

检索框内输入“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进行检索。 

 

4) 进入上海理工大学登录页面，输入我校统一身份认证的用户名、密码。验证成

功后 ，即可访问 EBSCO 的文献资源。 



 

6. EBSCO 

1) 在 浏 览 器 地 址 栏 中 输 入 平 台 域 名 https://search.ebscohost.com/ ； 点 击 

Institutional Login。 

 

2) 选择机构 CHINA CERNET Federation。进入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登录界面。 



 

 

 

3) 进入上海理工大学登录页面，输入我校统一身份认证的用户名、密码。验证成

功后 ，即可访问 EBSCO 的文献资源。 



 

7. Emerald 

1) 请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平台域名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 ，点击

Login。 

 

2) 在 “Find your institution” 中 输 入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 

Technology”，并点击 Login。 



 

 

3) 进入上海理工大学登录页面，输入我校统一身份认证的用户名及密码。验证成

功后 ，即可访问 Emerald 的文献资源。 



 

8. Nature 

1) 使用非校园网 IP 访问 Nature 主页（https://www.nature.com），在主页右上方

点击 “Login”。 

 

2) 在登录页面中，点击下方“Access through your institution”链接。 



 

3) 在“Access through your institution”内容下的选择框中搜索“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并点击“Find your institution”，在结果

列表中选择“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 在弹出的统一认证界面中，输入用户名密码点击登录，待页面跳转回 Nature

主页后即正常访问。 



 

温馨提示： 

1. 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访问； 

2. 如果数据库资源使用存在问题，请及时联系图书馆，咨询邮箱：gaoli@usst.edu.cn； 

3. 如数字平台账号密码问题，请联系信息化办公室，电话：55271461。 

 

如果您按照以上步骤操作，恭喜您，您可以校外直接，访问以上数据库的电

子资源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