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论文指南手册：从这里开始
东京大学本部信息基础课 学术信息管理担当

●致东京大学学生·教职员：« 报告·论文指南手册 » 的使用方法
在东京大学可以利用的服务
此手册涵盖了写作报告·论文时在东京大学可利用的所有服务。读后如有想利用的服务及想详知的信息，请
先链接门户网站“GACoS”！那里可以找到这个小册子的详细介绍及各种服务的链接。通过这些链接可以顺畅地开
始对各种服务的利用。请大家积极利用。

读指南…

哦…，
原来有这么多信息可以利用…

链接GACoS

可即时利用！

・详细说明
・各项服务的链接地址

Academic Paper Support Book: Start here

文内容
这个小册子的正
！
可在网页上浏览
检索

gacos

网页浏览版备有日英两种语言。

何谓 GACoS ？ ・ ・ ・ 找寻学术信息的门户网站。可查找
在东京大学校内可以利用的学术检索工具，同时登载有
可在校外进行登陆利用服务的链接，以及关于查找资料
和文献管理工具的讲习会的教材和日程。这本指南的详
细的正文内容登载在 GACoS 上，并随时进行更新。
⇒【校内 ・ 校外 OK】
http://www.dl.itc.u-tokyo.ac.jp/gacos/e/index-e.html(English)
http://www.dl.itc.u-tokyo.ac.jp/gacos/index.html(Japanese)

●必备基础知识
如何在东京大学使用电脑？
图书馆等校内各处均设有情报基盘中心教
育用计算机系统“ECCS”电脑。东京大学的学生・
教职员工都可进行利用。利用 ECCS 系统电脑，
以及使用笔记本电脑有线链接 ECCS 系统网络时，
需要先获取 ECCS Account。

东京大学校内网
各处所设 ECCS 电脑

链接校内网可对东京大
学签约的电子期刊等进
行链接利用

校外链接服务
利用链接于校内网络的电脑，可对大学签
约的电子期刊（电子版学术杂志）等进行链接
使用。
使用自带电脑无线链接校内网络时，因为
要使用“UTokyo WiFi”，还需要先获取 UTokyo
WiFi Account。
（※关于各部门的电脑网络使用方法，请具体向
各部门负责人进行确认）

SSL-VPN Gateway
Service
或 Authentication
Gateway Service

需 ECCS Account

自带电脑
自带电脑
【无线链接】【有线链接】
需 UTokyo WiFi
Account

需 ECCS Account

家，校外
图 1 ： 东京大学的电脑及网络使用方法
详细情况请参阅

GACoS

报告·论文指南手册：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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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家或出差地等校外区域利用数据库及电子期刊？
东京大学的学生•教职员工可通过以下的认证服务，在校外对限定校内使用的数据库及电子期刊进行登陆利用。
・“SSL-VPN Gateway Service”（面向学生。）
・“Authentication Gateway Service”（面向教职员工。需事先办理利用这项服务的手续。）

详细情况请参阅

GACoS

充分活用图书馆！
东京大学拥有除了综合图书馆 ・ 驹场图书馆 ・ 柏图书馆等主要图书馆外，还有各个学部 ・ 研究科及研究所图书馆，
这些图书馆统称为“附属图书馆”。
利用图书馆前需先办理“利用者登录”手续。请持学生证（职员证）在所属学部或研究科图书馆进行办理。（教
养学部 1 ・ 2 年级学生及已在教务系统登记邮件地址的大三及以上年级的学生无需办理该项手续。）
在图书馆藏书目录数据库“东京大学 OPAC”页面进行“MyOPAC”登陆，可利用以下服务：
网上预约和馆际互借，图书借期延长，购书申请提交等等。
此外，提交“MyOPAC 文献馆际互借服务利用申请书”给所属学部的图书馆并办理相关手续后，即可利用馆际复印
等服务（有偿）。
对于图书馆所提供的服务如有不明之处，请向所属学部的图书馆服务台进行咨询或者利用东京大学 OPAC 上的
“ASK Service”。
详细情况请参阅

图2：图书馆使用方法

GACoS

如何在图书馆进行“利用者登录”
持学生证（职员证）到所属学部・研究科图书馆
（教养学部1·2年级学生无需办理该项手续）
( 已在教务系统登记邮件地址的大三及以上年级的学生无需办理该
项手续。)
★馆际复印等服务（有偿）的利用方法
提交“MyOPAC文献馆际互借服务利用申请书”。
（Application form for the MyOPAC delivery request service）

在 MyOPAC 页面进行“登陆”
（使用 MyOPAC 可利用的服务）
・ 书籍预约 ・ 馆际互借、馆际复印、PDF 阅览服务
・ 确认预约 ・ 外借信息、延长借期
・ 购书申请
等等

专栏

如何开始查找资料……如何保存整理检索结果？

通过检索找到所需资料时，如何对书名及作者等信息进行保存？ ・ ・ ・ 书签？打印？下载到电脑？发送电子邮
件？使用 Excel 及 Word 进行整理？
请大家使用东京大学学生 ・ 教职员工可免费利用的文献管理工具。使用文献管理工具，可自动生成论文的参考
文献列表。详细情况请参阅 ⇒p.8 【编辑参考文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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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收集资料吧
先行研究的调查方法
写作报告和论文时所需的先行研究调查及研究动向等学术信息，包括学术杂志、图书、学位论文、报纸报道、统
计、会议录等。检索工具（数据库）基于资料的种类及研究领域 ・ 目的而开发，使用这些工具可有效地从大量的信息
中找到需要的信息，非常方便。
不过，数据库并不是万能的。此外，还有“通过论文末尾的参考文献列表查找”，“在图书馆开架查找”，“通读杂
志目录”等方法。这些方法都具有数据库所不具有的优点。
另外，虽然学术信息的电子化发展非常快，但有些信息还只存在纸媒形式。要认识到，有些信息对我们来说是必
要的但却不一定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
详细情况请参阅

专栏

GACoS

参考文献列表的阅览方法 : 如何查找课堂上指定的资料？

老师发的参考文献目录及书 ・ 论文的末尾的参考文献列表中有需要的资料，但却不知到怎么查找，这时候该怎
么办？
如果知道怎么去阅览列表，资料查找就变得容易了。
看一个例子。列表的记述方法因研究领域和杂志而不同。
< 杂志论文 > 杂志论文的目录中记述有“卷 ( 号 )”（有些资料仅有“卷”或者“号”）
Todai Kensaku． The impact of search skills for academic articles : comparing the students who does not
（作者名）
（论文名）
know GACoS and who knows GACoS． Journal of UTokyo Academic Writing. 2013, 77(5), p.1-7.
（杂志名）
（出版年）（卷（号））
（页码）
GACoS 详细情况请参阅 GACoS

* 此论文为虚构

如果不知道如何查找目录中所列资料，可以先使用 TREE 进行尝试。
（⇒P.3【请参考【动手检索】
此外，查找过程中遇到困难时可向所属学部图书馆进行咨询或者通过东京大学 OPAC 上的“ASK Service”向
图书馆工作人员进行咨询。

动手检索
书籍及论文的检索工具非常多。“不知道该使用
哪个数据库？”“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如何一次性检
索出所需书和论文？”当你遇到这些问题时可使用
“TREE”, 非常便捷。
TREE（UTokyo REsource Explorer）可以非常简捷地，
仅使用一个检索栏就可以对学术信息进行检索。不必
区分数据库，可以一次性对纸媒书籍资料和其电子版，
对书籍和论文进行检索。
TREE 与 Google Scholar(*) 不同，其主要的检索
对象为东京大学 OPAC 及东京大学签约的数据等（已获
得提供者许可）。这是一个东京大学的学生 ・ 教职员工
可以方便链接获取学术信息范围内对信息进行检索的
工具。
只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可以通过 TREE 找到。
日本的报纸报道数据库等并不在 TREE 的检索范围内。
所以有必要知道如何查找利用符合自己目的的单个数
据库。
(*)Google 提供的免费学术检索引擎
详细情况请参阅

东京大学馆藏
图书 ・ 杂志

东京大学签约的
电子期刊

使用TREE
进行检索

文献数据库收录
的论文信息

检索

【注意事项】
有些数据库并不在 TREE
检索对象范围内，使用
TREE 并不能检索到所有
的信息。

图 3 ： 何谓 TREE（UTokyo REsource Explorer）

GA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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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符合自己目的和领域的工具进行检索
如果觉得“TREE 的检索功能不全面”，希望“使用符合自己目的和领域的其他检索工具进行详细检索”时，可
以链接 GACoS 来寻找和确认这些工具。
GACoS 集中了在东京大学可以利用的各种工具的链接地址，可以通过资料类别、主题领域、数据库名等查找所需数据库。
（代表数据库实例）
・ 东京大学可以利用的电子期刊电子图书⇒E-journal & E-book Portal
・ 馆藏（校内 ・ 校外）纸媒杂志 ・ 图书⇒东京大学 OPAC
・ 日文论文（所有领域）⇒CiNii Articles
・ 日文论文（医学）⇒医中志 Web
・ 英文论文（所有领域）⇒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 英文论文（医学）⇒PubMed
・ 英文论文（心理学）⇒PsycINFO
・ 英文论文（工学系）⇒Engineering Village
・ 英文论文（教育学系）⇒ERIC
・ 英文论文（人文社会科学）⇒JSTOR
・ 日文报纸报道⇒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各数据库
・ 英文报纸报道⇒LexisNexis Academic
・ 辞典 ・ 事典⇒JapanKnowledge Lib
等等

详细情况请参阅

GACoS

图 4 ： 使用 GACoS 查找数据库的方法

使用
GACoS
查找

常用数据库的快速链接

指定条件查找数据库
（例）查找心理学方面的论文数据库

1 Source type：Journal Articles

Subject：Philosophy & Psychology
指定条件，点击Search按钮

校外链接数据库
电子期刊入口

2 在检索结果列表中点击所需数据库名

3 数据库页面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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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GACoS
查找

以数据库名查找
（例）查找医学方面数据库PubMed
点击“P”

图 5 ： 勇往直前

资料检索导航
箭标示意

写报告・论文

查找资料流程

查找资料/阅读老师指定的资料

资料信息保存流程

不知该使用什么工具/
如何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一次性查找书及论文

已知所需工具/
查找领域已确定

Goal

找到所需资料

TREE（UTokyo REsource Explorer)
对TREE检索以外的
资料进行查找

找不到所需资料
（TREE检索范围外）

GACoS

通过TREE检索无法获取的
所需资料

GACoS

Web

保存该信息 ・
做文献列表
文献管理工具
（RefWorks）

使用单个工具（一例）
・日文论文⇒CiNii Articles
・英文论文⇒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报纸报道数据库
等等

电子期刊・电子图书

E-journal & E-book Portal

Goal

通过全文链接或UTokyo Article Link
找到所需资料

使用该检索工具无法获取的所需资料

请向图书馆
服务台咨询

东京大学OPAC
查找图书馆所藏纸媒资料
（登录MyOPAC）

纸媒

查找杂志论文

Goal

Goal

查找东京大学是否馆藏
（馆际复印／PDF阅览 ※有偿）

查找图书
查找东京大学是否馆藏
（预约／图书馆际互借 ※免费）
Goal

从其他大学进行馆际互借 ※有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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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的获取方法

・网络电子资料：
对电子期刊、电子图书、论文及报纸报道等进
行全文收录的数据库，通过页面“Full Text”
“PDF”“全文”等链接可直接在网络上进行全文阅
读。
检索数据库没有找到全文时请点击“UTokyo
Article Link”。
UTokyo Article Link 会通过在东京大学可以
利用的电子期刊及东京大学 OPAC 来继续查找。

图 6 ： 如何阅览在网络上找到的论文的全文
2013 Vol.77 Issue 5

Journal of
UTokyo
Academic
WriƟng

＊这个期刊、论文、页面图像均为虚构

The Impact of search skills for academic arƟcles : comparing the students who does not know GACoS and who knows GACoS
Pages 1-7
Todai Kensaku
Abstract | Full Text (PDF) | Full Text (HTML)

点击进入论文正文

UTokyo
Article Link

The Impact of search skills for academic articles : comparing the students who does not know GACoS and who knows
GACoS
Todai Kensaku
Journal of UTokyo Academic Writing Vol 77 Issue 5 Pages 1-7 2013
Abstract

通过东京大学可利用电子期刊及东京大学 OPAC
（纸媒资料）查找该论文

・纸媒资料：
无法在网络上获取电子资料时，可以通过东京
大学 OPAC 进行检索，确定资料所在后，可在图
书馆获取纸媒资料。图书馆同时提供馆际互借服
务。

图 7 ： 如何获取纸媒资料
有该标志均为有偿
带有该标志的资料需登陆进入 MyOPAC。
直接去外借 预约外借中的 书籍的
／复印
图书
馆际互借

所需资料
所在
所属学部
图书馆
所属学部
所在校区的
图书馆
其他校区的
图书馆

详细情况请参阅

浏览 PDF

OK

OK

不可

不可

OK

OK

OK

不可

不可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不可

不可
其他大学的 向所属学部的
图书馆馆
图书馆
进行咨询

GACoS

申请馆际复印

※各图书馆提供的服务不同，具体情况请向所属图书馆进行咨询。
※因病残等原因收集资料不方便时，可以自由进行校区间互借。

专栏
提高检索效率！如何更有效地进行检索
检索的窍门是，由浅入深，由广范围到
具体。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如何有效地找出
自己所需的信息呢？
输入想到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后，可对检
索结果进行优化和排序，进行 AND 检索 ・ OR
检索 ・ NOT 检索，词组检索，完全一致检索，
索引典检索等，根据所使用的检索方法不同，
检索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

详细情况请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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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 关键词检索技巧（多词检索）
AND 检索
(A 和 B)

大学

AND

图书馆

OR 检索
(A 或者 B)

图书馆

OR

博物馆

※检索页面的输入方法因数据库而异。

NOT 检索
( 含 A 不含 B)

图书馆

NOT

博物馆

●开始执笔写作
论文初体验

所谓论文，就是基本由“标题”“作者名”“作者所属机构”“抄录（正文概要）”“正文”“参考文献列表”要素构
成，具有一定形式的，就某一主题，有根据地陈述自己意见的文章。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研究，推敲标题和概要的遣词造句、整理文章的结构等非常重要。
同时，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使用收集到的信息时，为了避免剽窃他人研究成果，需要明确区分自己的文章和对他人
文章的引用，并标明出处。
详细情况请参阅

GACoS

图 9 ： 论文的结构

标题
作者、
作者所属机构
抄录

正文

* 此论文为虚构

文献检索最终定理的证明
东大 健作
（东京大学 学术信息管理研究中心）
文献检索的最终定理是仅次于费
马大定理之谜，长期以来有待证
明。本论文惊人地解决了这一难
题。特记录如下。

----------------------------------------------------------------------特此证明。

参考文献
1. 东京大学本部信息基础课 学术信
息队 [学术信息管理担当].“GACoS”.
hƩp://www.dl.itc.u -tokyo.ac.jp/gacos/index.html
（参照2013-11-28).

文献检索中使用多个关键词进
行检索时，可假定以下的检索
---------------------------------------方法。
------------------------------------------------------------------

2.学术信息管理担当.报告・论文指南手册：
从这里开始. 2014, 8p

------------------------------------------------------------------

3.----------------------------

参考文献
列表

专栏
校内报告・论文写作支援服务

部分学部和研究科提供报告 ・ 论文（特别是英语论文）写作过程中关于文章的结构与语句等咨询的服务。有
时召开以东京大学的学生 ・ 教职员工为对象的研讨会。同时开设有关论文写作的课程。
另外，也可在图书馆借阅关于报告 ・ 论文写作方面的图书。请在东京大学 OPAC 上输入“academic writing”
进行检索。
关于查找资料及图书馆提供的各种服务，如有不明之处，请向所属学部的图书馆服务台进行咨询，或者利用东
京大学 OPAC 上的“ASK Service”。
论文检索方法及文献管理工具用法讲习会通年在各个校区召开。学术信息管理担当同时也免费承办派遣讲习
授课及订制讲习会。
详细情况请参阅

GA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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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投稿杂志
在考虑投稿杂志时，可以向所属研究室、或者同一研究领域的学长和老师进行咨询。
自己单独调查时，可参考“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这个学术杂志评价工具。利用这个工具可对杂志的
“Impact Factor”进行调查。
此外，还可以对预投稿的杂志是否为主要数据库所收录进行调查，或者在出版社及学会的网站上对这一杂志的读者
群等信息进行调查。这些都可作为投稿时的参考。
另外，为了让更多的人读到自己的论文，可利用“Open Access”对论文进行广范围的免费公开。除了投稿给利用
Open Access 的杂志外，通过在“东京大学学术典藏库（UTokyo Repository）」
（*）”上公开论文，也可将文论 Open Access。
(*) 学术典藏库是指大学等学术机构对论文等研究成果进行保存和公开的系统。

详细情况请参阅

GACoS

编辑参考文献列表
论文中引用的表示方法以及参考文献列表
的记述方法需要遵照学会及杂志的指定格式。
使用文献管理工具，可对文献数据库的检
索结果等进行编制整理（也可直接输入手头资
料信息），自动生成参考文献列表。请大家积
极利用东京大学学生 ・ 教职员工可免费使用的
网络版文献管理工具“RefWorks”。

图 10 ： 从检索工具到文献管理工具

动手查找书和论文
整理信息，
在论文中充分活用
（自动生成文献列表）

TREE（UTokyo REsource Explorer）

查找电子期刊电子图书
E-journal & E-book Portal
各出版社电子期刊・电子图书网站

详细情况请参阅

GACoS

利用单个工具查找论文

文献管理工具
（RefWorks）

论文

日文：CiNii Articles 等
英文：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等

-------------------------------------

参考文献列表

查找图书馆的纸媒图书・杂志

----------------------------

校内：东京大学 OPAC
校外：CiNii Books

图 11 ： 可使用文献管理工具进行的操作
保存・整理

( 对检索资料以标题 ・ 作者名等信息进行
保存、归档整理 )
＊可对手头资料的信息进行直接输入

可在自己的论文中进行引用
( 使用 MS-Word 在写作的同时，在文中进行引用 )

自动生成文献目录！
( 可对文中引用及论文结尾的列表
以指定格式进行自动生成 )

完成！
＊此页面为 RefWorks2017 年 1 月的使用例

附录
・参考文献目录及数据库中出现的略语・用语列表
・关于报告・论文写作过程中涉及的研究伦理的网站列表
・毕业・退职后可继续使用的文献检索管理工具介绍
详细情况请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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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论文指南手册：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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