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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JoVE

JoVE账户设置
在您订阅JoVE之后，请将单位IP地址、邮箱域名发送至
您的客户经理，或发送邮件至.subscriptions@jove.
com。

所有使用该IP和域名的用户将自动获得访问权限。

关于试用
在正式订阅之前想查看更多JoVE内容？.
请联系您的客户经理申请试用，或发送邮件至：.
subscriptions@jove.com，我们将会与您取得联系。

远程访问认证
可采用以下几种方式进行身份认证和访问:

●. JoVE个人账户:.学生，教师或教职工可以使用学校邮箱.注册JoVE.，便可从校外访问JoVE。
●. Google.Single.Sign-on:.如学校邮箱是Gmail，则可使用Google.SSO登录。
●. Shibboleth.or.OpenAthens:.如学校使用Shibboleth或OpenAthens,.请.点击登录.。或.点击此处并根据页面
提示输入账号和密码。.
•. 请点击查看.下拉菜单.以确保您的学校在名单上。
•. 如在列表中未找到您的学校，请联系您的客户经理。或发送邮件至subscriptions@jove.com，按工作人
员要求提供相关信息。

●. EZproxy:.使用.EZProxy.stanza进行认证。
●. 将JoVE视频嵌入到课程中:.JoVE视频适用于多种学习管理系统，可进行.单独或批量嵌入。请查阅.指南.以了解
如何在您的课程系统中完成视频设置。

通过以上任意一种方式都可访问您所订阅的所有内容。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您的课程专家或发送邮件到
customersuccess@jove.com。

检查访问权限
登录www.jove.com，可通过.访问页面来检查您的权限。或者，进入位于右上角姓名下方“我的JoVE”页面-“访问
JoVE”，如您已订阅则会突出显示，如未订阅则呈灰色。.

mailto:subscriptions%40jove.com?subject=Setting%20Up%20JoVE%20Access
mailto:subscriptions%40jove.com?subject=Setting%20Up%20JoVE%20Access
mailto:subscriptions%40jove.com?subject=Setting%20Up%20a%20Trial
https://www.jove.com/account
https://www.jove.com/discovery%3Freturn_page%3Dhttp://www.jove.com/
https://www.jove.com/account/signin
https://www.jove.com/discovery%3Freturn_page%3Dhttp://www.jove.com/
mailto:subscriptions%40jove.com?subject=
https://help.oclc.org/Library_Management/EZproxy/Database_stanzas/JoVE
https://www.jove.com/files/media/syllabus-mapping/Integrating%2520JoVE%2520Content%2520Into%2520Your%2520LMS.pdf
https://www.jove.com/facultyresources/9
mailto:customersuccess%40jove.com?subject=
http://www.jove.com
http://https://www.jove.com/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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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VE账户
请您创建账户.以实现使用功能最大化。

我们设有三种帐户类别，分别为图书管理员，作者和用户。基于用户在注册时对其角色选择，帐户类型将被自动分
配，它们旨在显示与每个角色相关的有用特性。

●	 图书馆管理员账户.只被分配给由学校确认的主要联系人。
●	 作者账户.分配给JoVE期刊的作者，基于他们提供手稿所使用的邮箱地址。
●	 普通用户账户.将被分配给在www.jove.com上注册的任何其他用户。

访问JoVE

JoVE帐户菜单
当您进入www.jove.com，会在右上角看到一个快速访问菜单，它能链接到JoVE帐户常见功能，如：

●	 本校出版物
●	 图书馆管理员资源
●	 订阅机构
●	 帐户信息
●	 JoVE访问
●	 LTI管理
●	 推荐和建议
●	 上传校徽

●	 浏览历史
●	 最喜欢的文章
●	 引用列表
●	 我的测试
●	 我的出版物
●	 帐户信息
●	 JoVE访问
●	 LTI管理

●	 浏览历史
●	 最喜欢的文章
●	 引用列表
●	 我的测试
●	 帐户信息
●	 JoVE访问
●	 LTI管理

图书馆管理员 作者 用户

MYJoVE
点击账户姓名和邮箱下方按钮，将会显示特定
于用户帐户类型的访问接入点，其中包括：

平板电脑或移动设备
我们的网站同样适用于移动设备，可使用平板电脑或手机浏览.www.jove.com。

http://https://www.jove.com/account
http://www.jove.com
https://www.jove.com/accountindex
http://www.jo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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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JoVE

图书管理员提示：
图书管理员帐户只能由指定主要联系人创建和分配。
如果您需要更新主要联系人，或对于图书管理员帐户
功能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您的客户经理或
subscriptions@jove.com。

如您已有图书管理员帐户，便可使用上传标识选项。
我们建议上传校徽，便于您的用户看到学校JoVE访问
权限。它将出现在每个JoVE视频的右上角。

在MYJoVE按钮的正下方还有：

●	 从这里管理账户
. 用户可以保持他们的JoVE帐户信息更新，包括密码。

●	 JoVE测验
. 制作或删除测验。

●	 最爱文章
. 最喜欢的文章的列表可以在这里找到。

●	 我的播放列表
. 从这里，可以创建自己的播放列表，查看和共享播放列表。

mailto:subscriptions%40jove.com?subject=
https://www.jove.com/account
https://www.jove.com/tests
https://www.jove.com/accountfavorite
https://www.jove.com/playlis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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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统计
使用统计数据可反映出www.jove.com上所有页面的浏览量，包括视频页面、视频查看时间、页面级统计数据分析。
要获取您学校使用数据统计，请联系您的客户经理或subscriptions@jove.com。

此外，JoVE还提供视频使用数据统计，如观看量或特定时间段的观看量。这些统数据可用于所有的期刊、实验百科
全书、科学教育视频。这些结果对订阅学校和作者来说非常有趣实用。点击视频下方的使用统计按钮以查看发布后
的总播放量。

访问JoVE

http://www.jove.com
mailto:subscriptions%40jove.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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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与查询

搜索和查询www.jove.com
以下关于JoVE搜索功能的使用说明供您参考：.

●	 您可搜索标题、文章或者视频资料，结果分为“科研”
（左侧）和“教育”（右侧）。

●	 在搜索词前方输入“-”意为将该词排除在搜索之外。
例如，搜索“-blood.cells”，则结果出现“cells”，不再
出现“blood”。当查找内容由多词组成，即可这样搜
索：-“blood.cells”将排除包含“blood.cells”的内容。

●	 通过“发布日期”筛选可以将搜索结果限制为在特
定日期范围内发布的文章。

●	 通过“作者”筛选可以搜索由特定作者撰写的文章。

●	 通过“院校”筛选可以搜索由特定机构发布的所有
文章

●	 通过“主题”筛选可以将搜索结果限制在特定主题。

●	 网站只能精准匹配搜索词（例如，搜索“血细胞”则不
会出现含有“血液”和“细胞”的文章，除非它们在文
章中至少有一个实例）。

●	 内容名称右侧的绿点表示此视频已包含在您的订阅
内容中。

http://www.jo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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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与查询

搜索服务
检索服务相当于在线图书馆检索工具，可检索广泛内容。JoVE与以下供应商合作进行元数据更新。

如您未找到相应服务，请联系marcrecords@jove.com接收元数据和更新。

●	 EBSCO.Discovery.Service.(EDS)
●	 Ex.Libris.Alma.&.Primo

●	 InfoDesk
●	 OCLC.WMS

●	 Reprints.Desk
●	 RightFind

科学指标
JoVE内容资源可在PubMed/Medline、Web.of.Science、ChemAbstracts、SciFinder和Scopus等网站索引。搜
索“JoVE”、“MyJoVE”、JoVE[期刊journal]或“可视化实验期刊Journal.of.Visualized.Experiments”都将会显示我
们的内容。

PubMed可进行以下操作:.

●	 保存搜索并创建搜索提醒
●	 将资料整理成系列或目录
●	 创建自定义筛选条件

●	 跟踪近期搜索资源情况
●	 创建和管理在线简历

连结解析器
连结解析器和搜索服务可输送标题级元数据自定义列表。它们确保最终用户获得许可内容的正确链接。JoVE与以
下连结解析器合作：

●	 EBSCO.Full.Text.Finder ●	 Ex.Libris.SFX ●	 OCLC.Worldcat ●	 360.Link

MARC目录
加载MARC目录可增强您的JoVE视频可见性。我们通过《美国国会图书馆标题表》来增加额外的元数据。如果您有意
接收，请联系marcrecords@jove.com。

ISSN编号
查看更新的ISSNs列表.请点击此处。

mailto:marcrecords%40jove.com?subject=
mailto:marcrecords%40jove.com?subject=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znF-dNMAhM1kWWACZ4yvMJZb1UP6NL_/view%3Fusp%3D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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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成功和资源

客户成功团队
JoVE客户成功团队致力于为客户提供良好的订阅服务使用体验。在使用过程中，以下人员类别可以从不同层面帮
助到您：

图书馆关系经理可帮助您优化JoVE使用体验，任何与图书馆相关的问题都可首先向其咨询。如果您需要图书馆关
系经理的任何帮助，请联系Melanie.Masserant：melanie.masserant@jove.com。

课程专家致力于对教师和科研人员如何使用JoVE进行培训工作。他们负责教学工具和教学方法，以提高教学教育
质量。

您将被分配专属课程专家.，如对此不确定，请联系customersuccess@jove.com.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

学科方向专家是相关领域的博士，负责建立JoVE产品主要内容，并针对各种教学大纲或实验室项目进行定制。他们
与课程专家密切合作，以满足教师和科研人员的需求。

资源

图书馆资料中心
访问图书馆资源中心，即可找到订阅和用户支持服务的相关帮助。如下：

●	 JoVE.入门工具包:.包含所有开始使用JoVE的说明和支持材料。

●	 用户扩展材料:.可与学校所有师生用户共享的宣传材料，促进其对内容和服务的认识，并帮助教师和研究人员
得到完整的使用体验。

●	 JoVE对于科研与教育的意义：.运用JoVE理念，使教学和科研人员在工作中得到新的启发。

教师资源中心
我们通过以下方面为教师提供一站式服务:

●	 现有课程视频.可嵌入到课程和实验室项目中

●	 JoVE内容嵌入指导.可帮助您运用到教学系统和在线课程中

●	 使用JoVE视频远程授课

●	 每周教师培训研讨会.

mailto:melanie.masserant%40jove.com?subject=
mailto:customersuccess%40jove.com?subject=
https://www.jove.com/resources/institution
https://www.jove.com/faculty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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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成功和资源

教师培训研讨会
举办教师培训研讨会旨在帮助您开始使用JoVE，并将视频嵌入教学大纲或实验室项目。JoVE网络研讨会有三种类型：

●	 每周JoVE培训研讨会.针对不同时区开展。

●	 由课程专家为某校组织专门的培训研讨会，如需请联系您的客户经理或customersuccess@jove.com。

●	 由课程专家为教师提供一对一培训，如需请联系customersuccess@jove.com。

订阅用户附加服务
JoVE可为您免费提供附加服务，如电子海报，banner，新闻稿，信息表，视频，邮件文本等。如需请联系客户经理或
发送邮件至subscriptions@jove.com。

博客
如果您正在寻找更多关于教育工作者如何使用JoVE的信息,.请查阅JoVE博客,.包括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教育工
作者使用JoVE支持远程教学工作的相关内容，我们希望这些故事能帮您找到一些如何有效进行远程教学和实验活
动的启发。

https://info2.jove.com/weekly-training-webinars
mailto:customersuccess%40jove.com?subject=
mailto:customersuccess%40jove.com?subject=
mailto:subscriptions%40jove.com?subject=
https://www.jove.com/about/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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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广泛使用了化学系列视频，广泛的内容涵盖了化学课程的普遍内容。
JoVE可以满足讲座，远程（或面对面）实验环境的需求。”

——Richard.Jarman,.美国杜培奇学院化学教授

将JoVE内容嵌入您的教学管理系统或在线平台
JoVE使教师能够轻松地将内容嵌入到多种学习管理系统中，如Moodle、Canvas、Blackboard等，以及在线平台，.
如Zoom或微软Teams。教师可以嵌入批量或单个视频。了解更多细节查看此处,.或前往.教师资源中心,.及用户外展
材料。

免费匹配教学大纲
我们的客户成功团队成员是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他们可以将JoVE的内容匹配到各种教学大纲或实验室项目中，
并创建可共享的播放列表。

JoVE特性

https://www.jove.com/files/media/syllabus-mapping/Integrating%2520JoVE%2520Content%2520Into%2520Your%2520LMS.pdf
https://www.jove.com/facultyresources
https://www.jove.com/resources/institution
https://www.jove.com/resources/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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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VE特性

匹配JoVE内容的益处

现有视频课程大纲已基本涵盖了各个学科的大部分内容.点此查阅。..
如需索取大纲或接受培训请联系客户成功团队.customersuccess@jove.com。

大纲
●	 简化课程计划:.节省教师搜集资料和备课的时
间，JoVE可提供即用的定制化播放列表

●	 与教学大纲相关的视频被整合在一个列表中，
可以在需要时快速找到视频

●	 JoVE视频可以在任何学习环境中使用；一旦创
建，可重复使用

●	 已创建的JoVE播放列表可以由教师进行修改、
更新和重新利用

实验室训练项目
●	 简化实验室管理工作:.我们的客户成功团队可
以将JoVE的内容匹配到各种实践项目中，为实
验室负责人提高工作效率

●	 标准化:.一个列表中的视频可以作为实验室单
一的、一致的参考内容，所有实验室成员接受相
同的训练

●	 播放列表的标签可用引导实验室成员，从而减
少管理实验实践的时间

播放列表
播放列表是一组为特定目的而选择的视频，并将其整合到一处。便于用户简化教学，实践训练和科研任务的流程。

最受欢迎的播放列表是教学大纲匹配系列——由我们的客户成功团队将JoVE视频嵌入到特定课程大纲或训练项
目。播放列表有更广泛的功能，如：添加标签，使用短文本描述或长文本描述，借此用户能够创建具有吸引力的课堂
任务或实践项目。

例如，实验室负责人可以将JoVE视频与说明材料、记录和外部资源链接结合起来，简化管理流程。

敬请关注我们新推出的.特色播放列表,.每月针对不同主题发布。在发布当月，已订阅或未订阅用户都可查看。

以下是使用播放列表可做的事情：
●	 克隆并自定义现有的播放列表
●	 与他人共享
●	 储存在播放列表的视频可随时查看
●	 创建极具吸引力的视频标签

更多关于创建与分享播放列表的说明..
点击此处查阅。

https://www.jove.com/syllabus-mapping
mailto:customersuccess%40jove.com?subject=
https://www.jove.com/facultyresources/14
https://www.jove.com/play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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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VE特性

JoVE.测验
小测验是JoVE为教学工作提供的评估工具之一。教师
可以通过他们的JoVE帐户访问“JoVE小测验”功能，可
创建新的试题或使用预先制作的试题。JoVE生成的试
题可在右侧所有教育视频页面上找到。教师可以任意取
消选择不愿使用的试题，并添加他们自己的试题。如果
您需要任何关于小测验的帮助，请联系您的课程专家或
customersuccess@jove.com。

最爱文章
用户点击视频的星号图标，便可将此视频设为.最爱文章.。

共享功能
每篇视频文章都设有共享该页面的选项。用户可以直接
在推特、脸书、领英或微信上分享或复制链接进行分享。

mailto:customersuccess%40jove.com?subject=
https://www.jove.com/accountfavo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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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VE特性

JoVE期刊，JoVE实验百科全书和
JoVE教育都设有自动引用功能，它
位于文章或协议页右侧。

引用

下载文章
除非您是作者本人，否则不能下载视
频。已订阅者可以下载PDF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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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及联系人名单

获取帮助
如您在访问或使用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请联系您的客户经理或者联系我们。如需其他任何帮助，请查看以下表格
以获取帮助：

技术支持

运营部
support@jove.com

用户支持

客户成功部
customersuccess@jove.com

访问和订阅支持

销售部
subscriptions@jove.com

想法和建议

市场部
marketing@jo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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