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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ASHL简介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hina Academic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Library 

由两部分组成： 

——文科外文图书引进专款项目，简称“文专项目” 

       1982年设立，全国70家高校图书馆共建 

——文科外文期刊项目，简称“CASHL项目” 

       2004年设立，全国17家高校图书馆共建共享 

 

项目的实施： 

——主要依靠设立的CASHL全国管理中心协调全国17个
CASHL中心馆和70家文专院校图书馆实施 

 



四个概括CASHL项目基本内容的关键词： 

——人文社科，不包括理工科。CASHL和NSTL如“鸟之双翼”。 

 

——外文文献战略，以外文文献为主，不同时期肩负不同使命 

 

——共建，避免资源重复建设 

 

——共享，面向全国，发挥最大使用效益 

 

 



二、CASHL资源与特色资源 



1、有限经费下的资源共建思路 

——学科急需的，如新资源、新兴学科资源 

 

——弥补空缺，如1949-1980年代之间外文文献空档期 

 

——战略布局，如中国周边国家文献，围绕“未来”提前布局 

 

——重点保障，如大型特藏之昂贵 

统筹兼顾，逐年累加 

原则上，全球外文资源有多少，就引进多少。实际上，受经费所限，做不到。 



2、资源共建操作实施 

——期刊：7家CASHL中心馆（2个全国中心+原5个区域
中心）通过“ CASHL外刊保障指导目录调研组” 

 

 

 

核心期

刊目录 

专家推

荐刊目 

高利用

刊目 

各馆已
订刊目 



2、资源共建操作实施 

——图书：70家文专院校图书馆通过文专图书订购平台
进行协调采购 

书
目
信
息 

发订采购 

查重、额度控制 



3、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图书期刊元数据资源池 

——CASHL经费采购的 
 

——非CASHL经费采购的 
     （1）要求本馆经费购买的资源提供服务。17家中心
馆的所有外文资源（含CASHL经费购买的和非CASHL经
费购买的）全部共享。 

     （2）鼓励有能力的图书馆提供资源服务。目前提供
外文图书馆际互借的图书馆有33家。 

 

——未采购的：战略合作 & 代查代检 
     （1）扩充高校之外的资源。如上海图书馆外文图书 

     （2）代查代检。目前全国6家图书馆提供代查代检。 

 

     （3）努力形成中英文资源格局 

                  （a）国家哲社期刊；（b）民国文献；（c）古文献 

目  次  200.5万条 

 41.7万条 

 26082种 

 4570多万条 

印本图书（含缩微等） 

电子图书 

印本刊 

电子刊/全文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 

盘活中心馆/服务馆存量资源，发挥最大效益 

印本图书；印本期刊；电子资源：ECCO+EEBO+MyiLibrary+AHI(EAI)+JSTOR+HUP  



上海图书
馆图书 

国家哲社刊 

总数达636种，目次达260

万条 

7000多种华东南7家

图书馆的民国刊 

民国刊 

CASHL独立库数据持续增长 

CASHL书目库、期刊目次库 



4、资源重组与创新——中国周边国家文献 

中国周边国家文献 
 
 

 2014年起开展中国周边国家文献建设，2014年发订1684种，2015年发订1991种 

来自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尼日利亚、

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肯尼亚、土耳其等13个东南亚和北非国家 

涉及哲学、社会学、语言、文学、历史、政治等多个学科 

语种涉及巴哈萨语、泰语、马来语、越南语、土耳其语等 

资源池 



 
大型特藏 
 
 

大型特藏是CASHL所有文献中最富特色和史料价值的文献，是文专图书的标志

性收藏，内容涉及历史学、政治学、哲学、法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多个一级重

点学科，这批文献：（1）全部由高校学者实名荐购；（2）学科集中，有相对

完整的专题；（3）在国内（至少是高校范围内）具备相对唯一性；（4）为各

高校图书馆平时经费很难采购。 

2008年开始建设，多为档案、图书、缩微资料、数据库等第一手的原始文献。 

4、资源重组与创新——大型特藏 

历史考古, 
105 

哲学马列, 13 

法学, 5 

社会学, 11 

语言

文字, 
9 

区域研究, 13 

文学艺术, 6 政治军事, 9 图书馆学, 1 

文科专款引进172种大型特藏文献 

学科分布整体情况 

资源池 



 吉林大学:1种 
《Russian Archives - Departmental Record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1953-1966（俄语档案 –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部门档案第1部分：苏联和苏维埃共和国，1953
年-1966 年，448 Reels）》 
出版社：Gale  
卷册：448 Reels 
文献类型：缩微胶卷 

 北京大学:1种 
《The papers of Cordell Hull（科德尔•赫尔文件，
129卷册)》 
出版社：Library of Congress 
卷册：129卷 
简介：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文件有极高的史料
价值和研究价值。。 
文献类型：缩微胶卷 

南开大学:3种 

《British Foreign Office: Japan Correspondence, 

1894-1904: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Expansionism(英国外交部：日本通信，1894年-

1904年：中日战争和扩张主义)，缩微胶卷78 

Reels）》 

《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llection（美国陆军军事中心历史手
稿，缩微胶卷54 Reels)》 

《CIS Special Collections on Microfich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美国参议院情报
特别委员会缩微胶片特藏，缩微胶片693 片）》 

 

出版社：Gale 、Proquest 

卷册：78 Reels、54Reels、693片 

文献类型：缩微胶卷 

 

中山大学:1种 

《Resolutions of the Heren Zeventien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荷兰东印度公司“十七君子”的决
议，缩微平片779 片）》 

出版社：Gale 

卷册：779 片 

简介：HerenZeventien（十七君子）是荷兰东印度公司

的最高决议团体，其决议承载了东印度公司国际商务的
主要内容，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荷兰共和国和印度洋周边
的区域之间的殖民地和贸易关系史的起点。印尼公司的
网络的分支机构拥有南非，毛里求斯，也门，阿曼，伊
拉克，伊朗，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缅甸，泰国，
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台湾，中国和日本等地的领
土。该套胶卷除了该机构的决议外，还集结了拍卖列
表，法规，存货等各种形式的补充资料。可与我馆已有
大型特藏海关研究系列和传教士系列组成更系统的收
藏。 

文献类型：缩微平片 

 



四川大学:3种 

《American Religions CollectionSeries 1: 

Nontraditional American Religions — American 

Witchcraft, Western Esotericism and New Age Serials

（美国宗教合集 系列1：非传统美国宗教—美国巫
术，西方密教和新时代系列，缩微胶卷133 

Reels）》 

《American Religions CollectionSeries 2: Non-

traditional American Religions—Eastern Religions（美
国宗教合集系列2：非传统美国宗教—东方宗教，缩
微胶卷54 Reels）》 

《American Religions CollectionSeries 3: 

Nontraditional American Religions — Eastern 

Religions: Hinduism, Sikhism, and Sant Mat（美国宗
教合集系列3：非传统美国宗教---东方宗教：印度
教、锡克教和圣人之道，缩微胶卷52 Reels）》 

出版社：Gale 

卷册：133 Reels、54reels、52reels 

文献类型：缩微胶卷 

北京师范大学:1种 

《History of Education——From the holdings of the 

Milbank Memorial Library of Teachers Colleg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and other institutions 

Unit ，（教育史――来自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
图书馆米尔班克纪念图书馆的珍藏 U1，缩微平片 

1250 fiches）》 

出版社：Gale  

卷册：1250片 

文献类型：缩微平片 

 

华东师范大学:2种 

《Harry S. Truman Oral Histories Collection Microfiche 

Complete with Guide（杜鲁门口述历史全集，缩微胶
卷628Reels ）》 

《Papers of the Nixon White House Part 1--8（尼克松
白宫文件1--8专辑，缩微胶卷1947 Reels ）》 

出版社：ProQuest 

卷册：628reels、1947reels 

简介：要记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重大国际和国
内事件以及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有关政策、措施和活
动，包括他本人在战后德国的重建、占领日本、对
华政策以及制定并实行“杜鲁门主义”、“马歇尔
计划”、“第四点计划”、发动朝鲜战争等重大事
件中的作用。 

文献类型：胶卷 

 

中国人民大学:1种 

《Landmark Briefs & Arguments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al Law; 1793-1973 

Volumes 1-80 (80 volumes)（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要案
案情及辩论纪实：宪法 1793-1973，图书80卷册)》 

出版社：ProQuest 

卷册：80卷 

文献类型：图书 

 



 
区域研究 
 

4、资源重组与创新——区域文献 vs 区域研究文献 

 区域文献（语种文献） 

 日、俄、韩语种 

 

 区域研究文献 

 将按“学科”切割开的文献以地理区域进行汇总 

资源池 



三、CASHL基础服务与服务创新 



1、文献传递和跨区域馆际互借 

………………
………………
……………… 

…
…
… 

文献传递系统 文献传递系统 

17个CASHL中心馆、32家服务馆、合作
馆（上海图书馆）…… 

终端用户 

C
A
S
H
L

成
员
馆 

•电子邮件 

•快递 

期刊文章：平均94.76%的满足率，1.9天内送达 

图书：一周之内 

截至2016年1月，总服务量：超过110万笔 

CASHL官方主页 

CALIS技术支持 



2、文献资源深度揭示 

CASHL“特藏++”实验项目 

不仅仅是简单的目次，而深入到书的章节、全文，
为精细化服务提供数据支撑。 

← 武汉大学，214册 

数万缩微平片，中山大学→ 



CASHL“特藏++”深度揭示 

武汉大学《日本外交文书》 



CASHL“特藏++”深度揭示 



3、运用新媒体进行资源推送与导读 

CASHL微信订阅号 CASHLservice 
        
 
 
 
 
 
“CASHL资源”栏目推送 

tougao@cashl.edu.cn 



书名：The Iran-Iraq Border,1840-1958 
出版社: Archive Editions Ltd (1989年7月1日) 
丛书名: Cambridge Archive Editions 
精装: 5500页 
语种： 英语 
 

陈仲丹教授：我为什么推荐
CASHL购买《The Iran-Iraq 
Border,1840-1958》? 

南京大学图书馆计秋枫馆长
亲手翻译《The Iran–Iraq 
Border,1840–1958》出版说
明 



——助力馆员职业发展 

 
 
 
——积极探索资源服务新内涵 
  ——年度设立前瞻性研究课题 

 
——持续做好常规运行管理 
    ——CASHL通讯 
    ——完成CASHL经费固定资产清理和登记工作 
    ——承办、主办多场与资源建设和服务相关的会议和活动 

4、其他合作、科研、公益服务 

——开展“CASHL/汤森路透西部馆员交流合作”项目，24位学员进修学习 
——开展“CASHL/Emerald图书馆情报学国际出版项目”，成功帮助4名馆员在
国际刊物发表论文 
 



四、CASHL取得的成绩与用户评
价 



1. 站在国家百年大计的高度，建立了我国最大、最全面的专
门针对人文社科外文文献保障体系，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覆盖
全国的资源体系、服务体系、管理运行体系、软硬件基础设施
的整体平台，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建成全国中心、区域中心、学科中心、服务馆组成的资源和服务运行
体系。 

 

       

 

 

33家服务馆，782家成员馆，10.9万注册用户 

 

——建成由领导小组、管理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中心馆馆长联席会
议、文专图书馆藏发展小组、高校馆际互借协调、新媒体工作小组、
CASHL 外刊保障指导目录调研组等组成的领导、管理、咨询和组织体系。 

 

——开发出国内第一个图书协调采购平台，形成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如：文专图书订购、集中报道及借阅服务制度；文献提供服务规范及服务评估、结算办
法；经费、财务管理及资源采购制度；数据加工及平台维护更新办法等。 

 

2个全国中心：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7个区域中心：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兰
州大学 
8个学科中心：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
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2. 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不同历史任务，人文社会科学外文
的资源多元化大量收藏，弥补外文文献资源建设空缺，对国家
的经济、社会、文化、人才培养等的发展都起到了文献信息的
关键保障作用 

——早期的硕博基地建设，解决有无问题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使命，按学科建设需要引进 

 

——服务国家战略 
• 归国人才战略（“千人计划”）。外文基础文献和前沿文献的多少，
是影响海外人才决定去留的关键因素之一，CASHL项目所引进外文文献
起到了基础智力支撑的作用。 

 

• 一带一路 

 

• 新型智库 

 

• 新兴学科 

 



3、构建“开世览文”服务门户，助力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推动了国家人文社科研究的整体
国际化水平，提高了国家的软实力，为国家多个归国人才引
进计划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支撑，保障了全国人文社科教学
科研人员获取资源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在CASHL保障体系的支持下，中国国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均有大幅提升。论文发表数量在2003年首次
突破20万篇/年，2011年达到32万篇，比2001年增长近一倍。
著作出版的数量，2011年为2.6万部，是2001年的1.3倍 

 

——在CASHL文献战略保障体系支持下，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对SSCI和A&HCI收录的建
国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统计显示，2011年SSCI中中
国高校发表的论文为2517篇，占所有SSCI收录中国机构为第一
署名机构2954篇的85.2% 





五、高校加入CASHL 



1、为什么要加入？ 

本馆外文文献 

CASHL外文文献 

CASHL外文文献 

•量大 

•文献质量高，全国70家文专院
校，全国17个中心馆的专家把质
量关 

•简单嵌入，70家文专院校、17

个中心馆替你进行资源建设，鼠
标一点，17个中心馆、上海图书
馆等为本校师生进行文献服务 

•优惠活动期间，馆际互借和文
献传递均享受补贴 

图书馆不加入，本校师生不能获
得CASHL服务 

有不少中小馆几乎放弃自采外文
新资源。每年通过CASHL进行馆

际互借和文献传递的费用远远低
于文献购置的费用。 



2、图书馆怎么加入？ 

高校图书馆加入 
1.下载 

2.馆长签字、盖章，发给CASHL管理中心 

3.CASHL管理中心给申请馆建立账号         OK 

想从CASHL馆际互借？ 

下载 《CASHL馆际互借协议书（用户馆）》及附件 ，
签字盖章，发给CASHL管理中心 

想给CASHL用户馆提供服务？ 

下载 《CASHL馆际互借协议书（服务馆）》及附件 ，
签字盖章，发给CASHL管理中心 

 

非高校图书馆加入 

http://cashl.edu.cn/portal/userfiles/file/3%E3%80%8ACASHL%E9%A6%86%E9%99%85%E4%BA%92%E5%80%9F%E5%8D%8F%E8%AE%AE%E4%B9%A6%EF%BC%88%E7%94%A8%E6%88%B7%E9%A6%86%EF%BC%89%E3%80%8B%E5%8F%8A%E9%99%84%E4%BB%B6.doc
http://cashl.edu.cn/portal/userfiles/file/3%E3%80%8ACASHL%E9%A6%86%E9%99%85%E4%BA%92%E5%80%9F%E5%8D%8F%E8%AE%AE%E4%B9%A6%EF%BC%88%E7%94%A8%E6%88%B7%E9%A6%86%EF%BC%89%E3%80%8B%E5%8F%8A%E9%99%84%E4%BB%B6.doc
http://cashl.edu.cn/portal/userfiles/file/3%E3%80%8ACASHL%E9%A6%86%E9%99%85%E4%BA%92%E5%80%9F%E5%8D%8F%E8%AE%AE%E4%B9%A6%EF%BC%88%E7%94%A8%E6%88%B7%E9%A6%86%EF%BC%89%E3%80%8B%E5%8F%8A%E9%99%84%E4%BB%B6.doc
http://cashl.edu.cn/portal/userfiles/file/3%E3%80%8ACASHL%E9%A6%86%E9%99%85%E4%BA%92%E5%80%9F%E5%8D%8F%E8%AE%AE%E4%B9%A6%EF%BC%88%E7%94%A8%E6%88%B7%E9%A6%86%EF%BC%89%E3%80%8B%E5%8F%8A%E9%99%84%E4%BB%B6.doc
http://cashl.edu.cn/portal/userfiles/file/3%E3%80%8ACASHL%E9%A6%86%E9%99%85%E4%BA%92%E5%80%9F%E5%8D%8F%E8%AE%AE%E4%B9%A6%EF%BC%88%E7%94%A8%E6%88%B7%E9%A6%86%EF%BC%89%E3%80%8B%E5%8F%8A%E9%99%84%E4%BB%B6.doc
http://cashl.edu.cn/portal/userfiles/file/2%E3%80%8ACASHL%E9%A6%86%E9%99%85%E4%BA%92%E5%80%9F%E5%8D%8F%E8%AE%AE%E4%B9%A6%EF%BC%88%E6%9C%8D%E5%8A%A1%E9%A6%86%EF%BC%89%E3%80%8B%E5%8F%8A%E9%99%84%E4%BB%B6.doc
http://cashl.edu.cn/portal/userfiles/file/2%E3%80%8ACASHL%E9%A6%86%E9%99%85%E4%BA%92%E5%80%9F%E5%8D%8F%E8%AE%AE%E4%B9%A6%EF%BC%88%E6%9C%8D%E5%8A%A1%E9%A6%86%EF%BC%89%E3%80%8B%E5%8F%8A%E9%99%84%E4%BB%B6.doc
http://cashl.edu.cn/portal/userfiles/file/2%E3%80%8ACASHL%E9%A6%86%E9%99%85%E4%BA%92%E5%80%9F%E5%8D%8F%E8%AE%AE%E4%B9%A6%EF%BC%88%E6%9C%8D%E5%8A%A1%E9%A6%86%EF%BC%89%E3%80%8B%E5%8F%8A%E9%99%84%E4%BB%B6.doc
http://cashl.edu.cn/portal/userfiles/file/2%E3%80%8ACASHL%E9%A6%86%E9%99%85%E4%BA%92%E5%80%9F%E5%8D%8F%E8%AE%AE%E4%B9%A6%EF%BC%88%E6%9C%8D%E5%8A%A1%E9%A6%86%EF%BC%89%E3%80%8B%E5%8F%8A%E9%99%84%E4%BB%B6.doc
http://cashl.edu.cn/portal/userfiles/file/2%E3%80%8ACASHL%E9%A6%86%E9%99%85%E4%BA%92%E5%80%9F%E5%8D%8F%E8%AE%AE%E4%B9%A6%EF%BC%88%E6%9C%8D%E5%8A%A1%E9%A6%86%EF%BC%89%E3%80%8B%E5%8F%8A%E9%99%84%E4%BB%B6.doc


3、用户怎么加入和使用 

校园 一卡通用户登录只能申请期刊文献
传递服务，不能申请图书相关服务。 
 
校园一卡通用户不享受任何优惠。 

• 注册 

• 认证—>图书馆 

• 发送文献传递请求 

• 检索二次文献库 

• 登录注册邮箱接收文献 



第一步：登录CASHL主页   www.cashl.edu.cn 

3、用户怎么加入和使用 



第二步：检索或浏览文献 
期刊文献信息 其中一篇文章的详细信息 

3、用户怎么加入和使用 



第三步：用户登录 

如果之前已经登录，直接进入下一个提交请求页面 

3、用户怎么加入和使用 



第四步：进入馆际互借系统-提交请求 

3、用户怎么加入和使用 



图书详细页面 

3、用户怎么加入和使用 



复制部分章节时，页码信息自填 

费用限制必填 

3、用户怎么加入和使用 



我需要的文章
CASHL未收
录，怎么办？ 

6家服务馆提供代查代检服务 

3、用户怎么加入和使用 



4、文献获取 

    期刊：不超过整本的1/3或4篇 

    图书（部分章节复制）：文献传递不超过全书的1/3 

版权: 

补贴: 
a. 不同文献类型，补贴不同。 
b. 直通车用户登录和校园一卡
通用户登录，补贴不同。 
 c . 一卡通用户登录只能享受

期刊文献传递服务，不能享受
图书相关服务。 



5、优惠活动 

CASHL年度庆典优惠活动（每年3月） 

教师节优惠活动（每年9月） 

全国优惠—定期: 

其他优惠—不定期: 

区域优惠活动（各区域中心申请） 

 

学科推广优惠活动 

注：优惠期间，全文传递、图书借阅，以及大型特藏服 
         务，费 用有不同程度的减免。 



六、CASHL未来 



2016-2018年CASHL建设目标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教学科研需求，进一步引进增量资源，有计划开
展大规模、有特色、成体系的文献建设和深度服
务 

 

         完善服务体系，盘活存量资源，优化和创新
基础服务，升级基础设施，保障CASHL文献延续
性、安全性和共建共享可持续性，扩大共享规
模，提高CASHL资源社会效益，促进和推动人文社
会科学文献信息资源共享。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