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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步骤

本指南介绍 nature.com 上一些获奖工具和服务。如果您搜索
信息、浏览相关文章或通过 e-mail 或 RSS feed 设置个人提示，
知道怎样在 nature.com 网站上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将使您的
生活变得更加容易。

为了从 nature.com 上获得最好的结果，您要从注册自己的账户
开始。这三个简单步骤将使您能够通过一个地点登录 nature.com
上的全部功能，并且是您在个人订阅情况下所必不可少的。

完成您的个人信息

通过主题区或出版物选
择您喜好的电子提示
（e-alerts）
检查您所输入的详细数
据，选择确认

轻松自如的导航功能（页码）
实际上，nature.com 网站上的杂志都采用相同的网页设计，所以当您在多个杂志之间切换时，您会很快感觉到轻松自在。
杂志主页提供一个关于某杂志网上发表的最新内容的窗口，同时让您能够穿行于该杂志的存档内容及网上服务。您可利
用左边和右边导航栏里的链接来轻松进入相关内容。

最先阅读最新研究——研
究论文首先在网上发表，
然后才在印刷版中发表。

选择 Current issue（现期
刊物）查看其目录。
链接到 Nature News 上的
最新消息。
按年和期浏览该杂志的
存档内容（Archive）。

Supplements 和 Web
focuses 精选重点话题，

是在定期内容之外所
发表的内容。

很多杂志还通过视频和
播客等其它媒介发表相
关内容。

注册获得来自该杂志的
电子提示 (e-alerts)。
如果您有一个注册账户，
它将被自动更新。

如果您将该杂志用于工
作或学习，请联系您的
图书管理员或信息管理
员，并建议他们代表您
订阅。
很多杂志都以一条 RSS 新
闻的形式提供最新目录

找出哪些新闻在其它媒
体上也是新闻。

从一篇文章得到最大收获
找到您需要的文章对您来说只是开始，但您可以做的远不止仅仅阅读它。将您
的研究论文与朋友和同事分享，将您的评论发成网上帖子，将相关图表输出到
幻灯片上，将您的参考数据保存起来，查阅补充信息（经常在印刷版中没有），
甚至还可以订购您所需要的设备。

文章类型

DOI 和有用的日期

以 PDF 格式阅读或打印
文章。

将文章转发给一个同事
或朋友。
提交您自己的观点，供
考虑在“给编辑的信”
（letters to the Editor）栏目
中发表。

文章标题
将引用细节输出为 Word
或 Notepad 格式。
作者姓名和工作单位，包括一
名联系人。

在您的 Connotea 账户内
标记文章，以便与他人
分享您的研究工作。

以一个摘要部分开始的文章
通过这些链接穿行整篇
文章。
图形、方法和参考数据嵌
入在文章中，无法放大到
全尺寸。

参考数据在整篇文章中都有
链接，并且列在文章最后。

将“补充信息”
（Supplementary
info）扩展成 PDF 格式。

链接到 PubMed，阅读这
些作者的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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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ends for Supplementary Tables 1 and 2.

Supplementary Table 1. RNAi screen identifies 283 human genes required for West

链接到 NatureJobs，了解
相关领域的当前职位
空缺。

Nile virus (WNV) infection. All of the identified 283 genes that qualified the selection
criteria are arranged in alphabetical order. Column E shows how many individual
siRNAs scored out of the four comprising the pool against each gene, when tested
separately. Columns G, L, Q, V and AI: shows the fold reduction in WNV infection when

一些文章在最后提供发表评
论和参加讨论的选择。

the indicated genes were silenced with either individual siRNAs (G, L, Q, V) or pooled
siRNAs (AI); and columns H, M, R, W and AJ are the corresponding Z-scores (standard

链接到 NatureProducts，以
比较和订购该研究中所用
的产品和设备。

deviation (SD) from the mean infection of control samples). The relative cell numbers
(RCN, number of cells in gene silenced wells/number of cells in control) for G, L, Q, V
and AI are shown in I, N, S, X and AK; and the corresponding SD are shown in J, O, T,
Y and AL. Column AN shows fold reduction of dengue virus (DENV) infection (column
AO shows the corresponding SD) when genes were silenced with pooled siRNAs. The
RCN corresponding to AN is shown in AP (AQ shows the corresponding SD). ‘NT’

Nature.com 上的广告是按
文章内容明确标记和提
供的。

indicates not tested in the individual siRNA screen against WNV. ‘NTD’ indicates not
tested against dengue virus.

Supplementary Table 2. RNAi screen identifies 22 human genes whose silencing
enhances West Nile virus (WNV) infection. All of the identified 22 genes that qualified
the selection criteria are arranged in alphabetical order. Column E shows how many
individual siRNAs scored out of the four comprising the pool against each gene, when

寻找答案？
在 nature.com 上寻找正确信息既容易又直观。搜索框出现在所有杂志页面的右上角，同时还有“高级搜索”
（Advanced
（Save Search）功能让您能够保存和重新运行搜索项目，新的
search）选项提供更精细的结果。Nature.com 的“保存搜索”
搜索结果会自动捕捉到并提交给您。
选择“保存的搜索”（Saved
Searches）选项卡来查看自己
所保存的搜索结果列表。
这个功能在下面的屏幕截图上
解释。

通过关键词搜索，并对自己的
搜索内容进行细化，以找到所
选择的出版物。

CrossRef Search 使您能够免费
全文交叉搜索来自不同出版商
的学术研究内容。

进一步通过作者、通过文章标
题、通过日期等来细化自己的
搜索内容。

选择您想怎样显示自己的搜索
结果：
• 按相关性显示
• 按日期显示
• 按出版物显示
• 按文章类型显示
• 每页最多显示 100 个结果

通过 DOI（数字对象标识符）
来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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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可能再次利用这些项
目进行搜索，可选择“保存搜
索”（Save Search），这样将会
为您自动捕捉到最新文章。您
可随时修订自己的搜索项目和
查看新的搜索结果，或将搜索
结果用电子邮件发送到您注册
的 email 地址。

选择这些链接来进一步细化您
的搜索内容或重新开始搜索。

利用下拉式列表来改变您观看
自己搜索结构的方式。
选择隐藏文章的“摘要”
（summary）和“背景”
（context）
。

根据特定杂志或特定领域来细
化您的搜索内容。

点击这些链接来阅读摘要，或
转向该文章的全文本或 PDF
版本。

除文章之外
播客（podcasts）：下载免费音频内容，摘要介
：下载免费音频内容，摘要介
绍本周来自 Nature 和其它杂志的最好的科学
内容。
视频（video）：欣赏流视频，内容有科学家分享
：欣赏流视频，内容有科学家分享
他们的科学发现时所进行的讨论与分析。

博客（blogs）：就当天的新闻或更广泛的话题讨
：就当天的新闻或更广泛的话题讨
论发表自己的看法。
谷歌地球档（google earth files）：找出以新颖
：找出以新颖
方式使用“谷歌地球”（Google Earth）等程序
何以能够帮助科学家发现和共享信息。

其它（Plus）：互动图形、测试、影像库、图片、漫画等等。
：互动图形、测试、影像库、图片、漫画等等。
关于 nature.com 上最新功能的消息，请经常访问我们的贝塔测试网站
上最新功能的消息，请经常访问我们的贝塔测试网站：www.nature.com/launchp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