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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介紹 

會員專區登入位置 

http://doi.airiti.com/DOI_MGR 

請輸入會員帳號、密碼。 

 

  

http://doi.airiti.com/DOI_M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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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畫面與網站架構： 

 

  

功能導覽列說明： 

左方導覽連結 連結說明 

 

查詢、檢視或編輯已註冊/暫存的文獻 DOI 

 

進行文獻 DOI 註冊 

 

設定期刊刊名沿革 

 

下載 DOI 最新一月 DOI 解析報表 

 
依照時間區間、特定查詢條件下載報表 

 

檢視、編輯單位資訊 

 
提供上傳參考文獻清單 

功能導覽列 

登登入入單單位位帳帳號號名名稱稱 

最最近近更更新新之之訊訊息息通通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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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DOI 查詢與維護 

基本介紹 

 

單位可查詢或維護單位所屬之已註冊 DOI 物件、暫存物件。 

可用標的(物件)名稱、或 DOI 號碼直接查詢，輸入完畢按下搜尋即可。 

也可於下拉選單中，選擇單位名稱或是文獻類型進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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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方式 

(1) 單筆搜尋： 

 

 

 

請於「標的名稱」輸入刊名或於「DOI」欄，填入欲搜尋之 DOI 號，並按下 ，

搜尋結果呈現於下方。 

若查詢資料為暫存資料，則呈現於 頁籤；若為已註冊資料，則呈現於

頁籤。 

點選「物件名稱」(即藍底線文字)另開新頁至此篇詳目頁進行編輯。 

 

  

2. 搜尋結果 

1. 填入資料，按下「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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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刊卷期搜尋 

 

 

 

選擇文獻類型為「期刊」，選擇「期刊名稱」後，再選擇欲查詢卷期，按下

後，搜尋結果呈現於下方；多於一頁資料可至「下一頁」確認。 

若查詢資料為暫存資料，則呈現於 頁籤；若為已註冊資料，則呈現於

頁籤。 

 

 

1. 選搜文獻類型「期刊」 

2. 選擇卷期 

3. 選按「查詢」 

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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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位總註冊資料搜尋： 

 

a. 以「單位名稱」搜尋 

 
 

 

選擇查詢單位總註冊資料，則可於「單位名稱」欄位直接選按，按下 後，

搜尋結果呈現此單位所有註冊資料於下方；多於一頁資料可至「下一頁」確認。 

若查詢資料為暫存資料，則呈現於 頁籤；若為已註冊資料，則呈現於

頁籤。 

 

 

 

 

 

 

1. 選擇「單位名稱」 

2. 選按「查詢」 

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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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文獻類型」搜尋 

 

 

 

選擇查詢「文獻類型」總註冊資料，則可於「文獻類型」直接選按後，按下

後，搜尋結果呈現於下方；多於一頁資料可至「下一頁」確認。 

若查詢資料為暫存資料，則呈現於 頁籤；若為已註冊資料，則呈現於

頁籤。 

 

註：文獻類型共計六類：研究報告、書籍、期刊、會議論文、課程、學位論文 

 

 

 

 

搜尋結果 

1. 選搜文獻類型「期刊」 

2. 選按「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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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以「期刊名稱」搜尋 

 

 

 

選擇查詢期刊總註冊資料，則可於文獻類型選擇為「期刊」，再選擇欲查詢之期

刊名稱，按下 後，搜尋結果呈現於下方；多於一頁資料可至「下一頁」

確認。 

若查詢資料為暫存資料，則呈現於 頁籤；若為已註冊資料，則呈現於

頁籤。 

「資料集」批次維護 

若註冊標的為 「資料集」類型，則登入會員>點選 ，即可

使用「批次更新維護已註冊 DOI」功能 

 

1. 選搜文獻類型「期刊」 

2. 選擇「期刊名稱」 

3. 選按「查詢」 

搜尋結果 



 

 10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 80 號 18 樓 

電話：0800-000-747 E-mail: doi@airiti.com  

 

 

 

 

選取資料集名稱後，請按照畫面一、二、三步驟執行。更多資訊可參考 DOI 註冊

【資料集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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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DOI 註冊【期刊類型】 註冊之必填欄位以「*」標示。 

選擇期刊 

(1) 華藝要求期刊本體需註冊期刊 DOI。若貴單位尚未註冊期刊 DOI，請於文

獻類型選擇「期刊」，點選 。

 

 

(2) 請於下拉選單中，選擇欲註冊 DOI 之期刊。如發現欲註冊期刊未列入，

請確認是否已向華藝 DOI 註冊中心申請前綴，或洽詢華藝 DOI 信箱 



 

 12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 80 號 18 樓 

電話：0800-000-747 E-mail: doi@airiti.com  

doi@airiti.com  。 

若需為歷史刊名註冊期刊DOI，請點選 。若已完成註冊期刊DOI，

則請直接於下拉選單選擇欲註冊期刊名稱，接續選擇註冊「卷期」或「文章層級」

。 

(3) 已註冊或暫存物件，可利用「DOI 維護與查詢」查詢是否已有註冊之資

訊。 

 

 

 

 

 

 

 

 

mailto:doi@airit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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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期刊 DOI 

 

(1) 紙本 ISSN、電子 ISSN 

(2) 刊名：請輸入主要語言使用之刊名，並於下拉選單選擇出版地。 

(3) 並列刊名：當該本期刊有其他語文刊名或符號（如羅馬拼音、英文等），

填入「並列篇名」欄位。 

(4) 刊名縮寫：請填入刊名之英文刊名縮寫。 

(5) 載體格式：請於下拉選單選擇此刊對應之載體格式。 

(6) 版權說明：可輸入至多 1000 字元。 

(7) 期刊 DOI：請輸入包含前綴之文章 DOI，DOI 可使用的符號包括：“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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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0-9”以及”-._;()/”。請注意 DOI 不可與任何既存之 DOI 重複，

且大小寫視作相同之 DOI。 

(8) 期刊網址：請輸入欲註冊卷期 DOI 之完整對應網址。 

(9) 刊名適用起訖：請選擇刊名適用的起始日期，如屬於現行刊物，則不需

選擇迄日。 

(10) 卷期適用起訖：請依照出刊頻率選擇對應的卷期日期。如屬於現行刊物，

則不需選擇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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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卷期資訊 

 

(1) 日期：請點選出版日期。 

(2) 卷期：卷期數請使用半形阿拉伯數字 0~9 輸入，請勿加上「第」、「卷」

或「第」、「期」字樣。如果期刊只有「卷」沒有「期」時，請將卷期

最小單位填寫於「期」欄位。 

(3) 特刊名：如果遇到特殊期數，如「創刊號」、「春夏秋冬」等季號，請

依樣填寫於「期」欄位中。若有特刊則在「期」欄位中填寫「特刊」，

並將特刊名稱填寫於「特刊名」欄位。 

(4) 編輯：可一次將所有編輯名稱填入，並以分號「；」為區隔。若編輯主

要名稱有其他語言，請於前後加上括號()，如林杰樑(Ja-Liang Lin)。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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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請點選 。可接續點選清單右側的 進行「別名」、「ORCID」

編輯，完成後按下 。 

(5) 其他貢獻者：如本卷期有相關貢獻者或是機構單位，請於下拉式選單選擇相

對應角色。可一次將該選擇角色之所有貢獻者名稱填入，並以分號「；」為

區隔。若貢獻者名稱有其他語言，請於前後加上括號()，如林杰樑(Ja-Liang 

Lin)。輸入後，請點選 。可接續點選清單右側的 進行「別名」、

「ORCID」編輯，完成後按下 。 

(6) 大小：請輸入數值，並於下拉選單選擇對應度量單位。 

 

(7) 載體格式：請於下拉選單選擇註冊檔案對應格式。  

(8) 版權說明：可輸入至多 1000 字元。 

(9) 卷期 DOI：請輸入欲註冊卷期層級的 DOI。 

(10) 卷期網址：請輸入欲註冊卷期 DOI 之完整對應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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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文章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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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章 DOI：請輸入包含前綴之文章 DOI，DOI 可使用的符號包括：“a-z”、”

A-Z”、“0-9”以及”-._;()/”。請注意DOI不可與任何既存之DOI重複，

且大小寫視作相同之 DOI。 

(2) 文章網址：請輸入欲註冊文章之完整對應網址。 

(3) 篇名：文章篇名、標題，必填，依文章內容所使用之語言填寫。 

(4) 副篇名 

(5) 並列篇名：當該篇文章有其他語文篇名或符號（如羅馬拼音、英文等），

填入「並列篇名」欄位。 

(6) 作者：可一次將所有作者名稱填入，並以分號「；」為區隔。若作者主要名

稱有其他語言，請於前後加上括號()，如林杰樑(Ja-Liang Lin)。輸入後，請

點選 。可接續點選清單右側的 進行「別名」、「ORCID」編輯，

完成後按下 。 

(7) 資助單位： 請直接鍵入所有的資助單位名稱，若有多個資助單位請以分

號「；」區隔。請填寫完整的機構名稱，若機構名稱有其他語言，請於

前後加上括號()。如國家科學委員會(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輸入

後，請點選 。可接續點選清單右側的 進行「別名」編輯，完成

後按下 。 

(8) 其他貢獻者：如本卷期有相關貢獻者或是機構單位，請於下拉式選單選擇相

對應角色。可一次將該選擇角色之所有貢獻者名稱填入，並以分號「；」為

區隔。若貢獻者名稱有其他語言，請於前後加上括號()，如林杰樑(Ja-Liang 

Lin)。輸入後，請點選 。可接續點選清單右側的 進行「別名」、

「ORCID」編輯，完成後按下 。 

(9) 卷、期： 

a. 請於選單選擇已填寫之相對應卷期資訊。 

b. 預刊文章：請在卷別選取「預先出刊」，並於正式出版後，至「DOI註冊與

維護」，以 DOI號找尋該篇文章，填入正確的出版卷期與頁碼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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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起始頁、結束頁：可填寫英文、數字，或兩者混合。 

(11) 相關日期：請於下拉選單選擇對應之種類，再點選日期。 

(12) 主要語言列：請選擇此文章之主要語言。 

(13) 關鍵字：若有多個，以半形「丨」分隔。 

(14) 摘要：若有多個，以半形「丨」分隔。 

(15) 相關物件：請先於下拉選單選擇相關物件與本文章之間的關係層級。請

一次填寫一筆物件資料，若有多筆請分次填入。若您不確定相關物件的

DOI，請點選「DOI 查找」進行該物件的 DOI 查詢。完成後請點選請點選

，可接續點選清單右側的 進行編輯。 

(16) 載體格式：請選擇請於下拉選單選擇註冊檔案對應格式。 

(17) 版本編號： 可輸入版次資訊，例如：第一版。 

(18) 版權說明：可輸入至多 1000 字元 

(19) 參考文獻格式：請選擇此文章之引用文獻格式，若格式不在下拉選單中，

請選擇一種近似格式，或是不選擇。 

(20) 參考文獻：可使用 查找參考文獻是否有 DOI，再將查找結果

匯出成為 EXCEL 表單，再直接匯入系統，並請審慎檢查資料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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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出註冊 

本篇文章之註冊資料全數填寫完畢並確認無誤後，請點選 。點選 後，

系統將提醒您填寫信箱資訊，用以寄送註冊結果通知。 

若是您輸入完註冊之必填欄位，但仍需進一步確認註冊資料之完整，請點選

，以將此篇文章存入 清單中。 

 

後續若欲將此篇暫存文章送出註冊，請再從「DOI 查詢與維護」，從 清

單中找出此篇暫存文章， 

若 清單中有多筆文章，您需先逐筆點選進入個別暫存文章進行確認，

完成後再將個別文章點選 註冊。 

若欲取得已輸入但尚未送出註冊之暫存文章，可於「DOI 查詢與維護」，連

至暫存文章列表，以編輯 / 加入 / 送出文章 DOI 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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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DOI 註冊【資料集類型】 註冊之必填欄位以「*」標示。 

選擇資料集 

 

 

請先下拉選單選擇欲進行註冊的資料集 Prefix。如發現欲註冊資料集未列入，請

確認是否已向華藝 DOI 註冊中心申請前綴，或洽詢華藝 DOI 信箱 

doi@airiti.com  。 

 

選擇註冊方式，如需進行幾筆註冊，可點選單筆註冊。如需進行批次多筆註冊，

請點選批次註冊。 

 

*目前僅有「資料集」此類型開放批次註冊。期刊類型請使用單筆註冊功能。 

  

mailto:doi@airit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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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筆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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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集 DOI：請輸入包含前綴之文章 DOI，DOI 可使用的符號包括：

“a-z”、”A-Z”、“0-9”以及”-._;()/”。請注意 DOI 不可與任何既存

之 DOI 重複，且大小寫視作相同之 DOI。如不確定 DOI 編碼原則，請與

華藝 DOI 註冊中心聯絡。 

(2) 網址：請輸入欲註冊資料集之完整對應網址。 

(3) 資料頁名稱：資料集標題名稱，必填，依資料集所使用之主要語言填寫。 

(4) 資料頁名稱 (次要語言) 

(5) 資料頁名稱(次要語言縮寫)：填入例如英文名稱的縮寫。例如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此欄位請填入 NTHU。 

(6) 並列名稱：請填入並列名稱如副題名、別名等。 

(7) 系統/資料建置者：填入人名或是機構名。可一次將所有名稱填入，中間

以以分號 「；」為區隔人名若有 ORCID，以以「|」分隔。如項潔 (Jieh 

Hsiang|0000-0002-2649-4331)。*英文譯名為選填 

(8) 資料庫(集)建置機構：填入機構名。可一次將所有機構名稱填入，中間以

以分號 「；」為區隔。 

(9) 資料集之作者(author)：填入人名或是機構名。可一次將所有作者名稱填

入，中間以以分號 「；」為區隔。人名若有 ORCID，以以「|」分隔。如

項潔 (Jieh Hsiang|0000-0002-2649-4331)。*英文譯名為選填。 

(10) 如有相關貢獻者或是機構單位，請於下拉式選單選擇相對應角色。可一

次將該選擇角色之所有貢獻者名稱填入，並以分號「；」為區隔。若貢

獻者名稱有其他語言，請於前後加上括號()，如林杰樑(Ja-Liang Lin)。輸

入後，請點選 。可接續點選清單右側的 進行「別名」、「ORCID」編輯，

完成後按下 。 

(11) 請直接鍵入所有的資助單位名稱，若有多個資助單位請以分號「；」區

隔。請填寫完整的機構名稱，若機構名稱有其他語言，請於前後加上括

號()。如國家科學委員會(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輸入後，請點選 。

可接續點選清單右側的 進行「別名」編輯，完成後按下 。 

(12) 資料種類：請以該資料集主要資料類型為主，於下拉選單選擇對應類型。

若於資料種類下拉選單無適合種類，請點選其他，並於右方的文字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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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中，輸入適合描述。例如：辭典 

(13) 資料種類描述：請於本欄直接輸入此資料集的重點描述。 

(14) 公開日期：年為必填，月日為選填。請於下拉選單選擇。 

(15) 相關日期：請於下拉選單選擇對應之種類，再點選日期。 

(16) 主要語言列：請選擇此資料集之主要語言。 

(17) 關鍵字：若有多個，以半形「丨」分隔。 

(18) 摘要：若有多個，以半形「丨」分隔。 

(19) 相關物件：請先於下拉選單選擇相關物件與本資料集之間的關係層級。

請一次填寫一筆物件資料，若有多筆請分次填入。若您不確定相關物件

的 DOI，請點選「DOI 查找」進行該物件的 DOI 查詢。完成後請點選請點

選 ，可接續點選清單右側的 進行編輯。 

(20) 載體格式：請選擇請於下拉選單選擇註冊檔案對應格式。 

(21) 版本編號： 可輸入版次資訊，例如：第一版或 v 2.1。 

(22) 版權說明：可輸入至多 1000 字元 

(23) 參考文獻格式：請選擇此文章之引用文獻格式，若格式不在下拉選單中，

請選擇一種近似格式，或是不選擇。 

(24) 參考文獻：可使用 查找參考文獻是否有 DOI，再將查找結果匯出成為

EXCEL 表單，再直接匯入系統，並請審慎檢查資料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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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筆送出註冊 

本資料集之資料全數填寫完畢並確認無誤後，請點選 。點選 後，系

統將提醒您填寫信箱資訊，用以寄送註冊結果通知。 

 

 

待正式送出註冊後，點選左方功能「DOI 查詢與維護」，進入「已註冊 DOI 物件」

列表清單，點選每筆DOI後方的 ，即可另開新頁連結到每筆DOI對應之 Landing 

page，頁面資訊即為該 DOI 註冊所注入資訊，若有異動可隨時進入「DOI 查詢與

維護」修改該 DOI 資料，其對應 Landing page 頁面資訊也會一併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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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您輸入完註冊之必填欄位，但仍需進一步確認註冊資料之完整，請點選

，以將此篇資料集存入 清單中。 

 
 

後續若欲將此篇暫存資料集送出註冊，請再從「DOI 查詢與維護」，從

清單中找出此篇暫存資料集， 

若欲取得已輸入但尚未送出註冊之暫存文章，可於「DOI 查詢與維護」，連

至暫存資料集列表，以編輯 / 加入 / 送出資料集 DOI 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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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註冊 

 
 

點選批次註冊後，請按照下方三步驟進行批次註冊。 

 

第一步請先下載批次註冊用模板，內含詳細填寫說明。 

第二步請輸入註冊聯絡 email 上傳準備好之註冊檔案。 

第三步請上傳準備好之註冊檔案，注意大小限制為 25MB，如資料眾多，請分批

成數個檔案進行批次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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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完畢系統會進行檢核，並告知比對結果。如資料正確無誤，隨即送 DOI 註冊。 

 

 

 

如資料有誤，即會於系統顯示錯誤資訊，提供匯出失敗清單。注意每次比對結果

離開該頁面後就不會留存，請看到錯誤資訊後立即匯出失敗清單以利後續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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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期刊沿革管理 

 

 

(1) 點選 ，管理單位具有 DOI 註冊權限的所有期刊之刊名沿革。單

位必須先替具沿革關係的期刊刊名，分別完成註冊期刊層級 DOI。 

(2) 於下拉選單選擇期刊進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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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基本報表下載 

基本報表介紹 

(1) 依據單位所屬之 Prefix 數量，提供各 Prefix 之下 DOI 解析資訊。 

(2) 統計報表將提供各 DOI 的前綴（Prefix）的統計資訊，供單位瞭解每個 prefix

於一年內的使用狀況。除了列出過去 12 個月的註冊數量，以及 DOI 解析

的次數以外，亦會列出最新該月前十名的 DOI 解析物件，以及發生解析

錯誤的 DOI，供單位參考或修改，單位可下載 EXCEL 檔案數據使用。 

(3) 華藝 DOI 註冊中心將定期寄送基本解析報表給予註冊單位。 

 

  

 總註冊物件數量：為該 Prefix 在華藝 DOI 註冊中心總註冊數量。 

 總解析次數為該 Prefix生效之後的解析次數總和。 

 平均解析次數：總解析次數/總註冊物件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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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最新一月數據最

熱門前 10 名解析物件 

 

以本圖為例，因資料更

新時間到 2018/03/31 

 

此圖排行榜為 2018/03

該月最熱門解析物件

前 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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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進階報表下載 

 

進階報表介紹 

(1) 進階報表提供查詢特定時間區端單一 prefix 或單一 DOI 的解析記錄。 

(2) 進階報表有兩種類型：可依據「物件」或「解析次數」產生對應清單。

單位可下載 EXCEL 檔案數據使用。 

(3) 物件報表列出該物件書目資料與各對應 DOI 物件解析次數。 

(4) 解析次數報表列出每一筆解析物件的書目資料，與該解析對應的網路入

口、國別、IP 位置。 

(5) 同時也可以進一步篩選網路入口或是解析國家產生對應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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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會員帳戶管理 

 

 

在會員帳戶管理中，可以檢視單位的基本資訊，包含年費期限、單位所屬

Prefix、聯絡方式等等。單位亦可編輯主要聯絡人資訊。 

(1) 此信箱可設定為每次 DOI 註冊或網址修改

時，系統註冊通知信的寄送信箱。 

 

(2) 可編輯單位之主要聯絡人資訊，

若有變更可隨時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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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參考文獻上傳 

 

 

*請於進入系統上傳參考文獻前，先於 DOI 比對器進行參考文獻查找比對，詳情

可參考 DOI 比對器介面上的使用說明。 

 

參考文獻上傳共計三步驟： 

(1) 選擇本次對應 Prefix 

(2) 點選  

(3) 點選  

 

*請確認上傳檔案格式是否符合標準規範，可點選上傳範例檔案下載，取得模板 

 

完成上傳後，系統會即時於下方列表呈現最新一筆上傳之參考文獻。 

 

 

 

 

 

 

 

http://www.airitischolar.com/doi/search/
http://www.airitischolar.com/doi/search/manu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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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傳完成後，確發現上傳檔案內容資料須要修正，請點選表格最右方對應之

刪除該筆上傳檔案，請輸入錯誤原因、即可刪除該筆上傳之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