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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全球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迅速发展的环境下，图书馆作为高校的文献信息中

心，承担着收集信息、发布信息、信息教育的重要任务。近年来，在校领导的高度重视

和关心下，在发展规划处、国资处、财务处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图书馆依托“985

工程”、“211 工程”等专项建设基金，不断加强数字资源建设，陆续引进了多种国内外

高品质的数据库，数字资源日益丰富，为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和社会

服务提供了有力的信息支撑。 

目前，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拥有各类数字资源 120 种（含子库 299 个）。其中中文

49 种，外文 71 种。这些数据库资源收录范围广、文献类型全、学科范围宽、学术水平

高，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我校的数字资源，掌握数据库的使用方法，图书馆专门组织信息

咨询与发展研究部的 8 位咨询馆员编写了《西北工业大学数据库检索指南》（简称《指

南》），旨在以简短的篇幅、简明扼要的文字，向用户传授数字信息资源相关知识，特别

是使用方法、技巧及数字资源平台提供的特殊功能等。《指南》基本覆盖了我校所有的

数字资源，并根据数据库平台、出版机构及文献类型等对各数据库进行了归类合并，分

别按照中文综合性平台数据库，中文电子图书数据库，中文期刊、报纸、会议论文数据

库，中文文摘索引数据库，中文多媒体数据库，外文文摘索引数据库，国际顶级期刊数

据库，国际著名出版社出版资源，国际著名学会/协会出版资源，国外科技报告、学位

论文、专利数据库，外文事实型、分析型数据库等 11 种类型进行了分类介绍。另外，

信息资源检索的基础知识和检索语言、检索技术和检索步骤是用户开展检索前必须掌握

的，《指南》第一章也对此作了详细的介绍。 

希望本《指南》能为广大师生员工方便获取文献信息资源提供帮助，通过检索获取

各类资源，开阔视野、洞察科技前沿，促进教学科研工作的深入开展，为实现将学校建

设成为“学科特色鲜明，在航空、航天、航海等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世界一流大学”的

目标做出贡献。 

 

                                      李铁虎 

2014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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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信息检索基础知识 

1.1 信息检索 

“检索”一词源自英文“Retrieval”，其涵义是“查找”。 

从广义上讲，信息检索就是信息存储和信息检索的过程。信息存储过程，即将大量相关

信息按一定的方式和规律组织和存储起来，形成某种信息集合。信息检索过程，即根据用户

特定需求快速、高效地查找出所需信息。 

从狭义上讲，仅指检索过程。因为对信息检索用户只需要知道如何快速、准确、方便、

高效地获取到所需的信息，而不必知道信息是如何存储和组织管理的。 

检索过程则是按照同样的主题词表（或分类表）及使用原则分析检索需求，形成检索提

问式，根据信息存储时所形成的检索途径（部分或全部信息特征标识），从信息集合中查询

与检索提问式相符的信息特征标识的过程。 

1.2 文献信息资源 

信息资源是各种类型信息的集合，按出版类型划分为图书、期刊、会议文献、专利、科

技报告、标准、学位论文等。 

1.2.1 图书 

图书（Book）是对某一研究、技术、经验或知识体系的概括和总结。比如教科书、专著、

工具书、百科全书、丛书、手册、字典等。图书系统全面、观点成熟，是传播知识、培养人

才主要工具。但出版周期长，报道速度慢。 

图书数据的主要特征字段是作者（Author）、书名（Title）、出版社（Press、Publication）、

出版地、版次（Edition）、国际标准书号（ISBN）等。 

图书在大型图书馆均有广泛收藏，多数图书较易获取。国家图书馆是我国收藏图书最全

的单位。常用的图书数据库有：超星电子书、书生之家、Wiley eBooks Library、EBSCO 电

子图书、SPIE电子书等。 

下列情况会用到图书：1.系统地学习知识；2.了解关于某知识领域的概要；3.查找某一

问题的具体答案。 

1.2.2 期刊或杂志 

期刊（Periodical、Journal）是一种有固定名称的连续出版物。可分为学术性、通讯

性、消息性、资料性和检索性期刊等。期刊具有固定的刊名，每期均有连续的卷、期号和年

月顺序号。具有报道速度快、出版周期短、内容新、数量大、品种多等特点。期刊是利用率

最大的文献。 

期刊数据的主要特征字段是论文作者（Author）、论文题目（Title）、刊名（Journal Name）、

卷（Vol）、期（No）、起止页码、出版年度、国际标准刊号(ISS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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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在国内图书馆和情报所均有不同程度的收藏，期刊原文较易获取。期刊的数字化程

度是最高的文献，国内外有很多数据库是电子期刊数据库。常用的中文期刊数据库有：中国

知网（CNKI）、万方数据资源、维普期刊等；常用外文期刊数据库有 Nature《自然》、Science 

Online《科学》、爱思唯尔 Elsevier ScienceDirect、SpringerLink施普林格、Wiley Online 

Library约翰威立等等；另外学会/协会也出版电子期刊，如 AIAA、ACM、AIP、IEEE 等等。 

下列情况会用到期刊：1.学术研究时，了解与自己的课题相关的研究状况，查找必要的

参考文献；2.了解某学科水平动态；3.学习专业知识。 

杂志（Magazine）像期刊和报纸一样，是连续出版物的一种，但是它的内容一般是通俗

性的，或者娱乐、新闻等。  

下列情况会用到杂志：1.寻找关于流行文化的信息和观点；2.得到当前事件的实时信息；

3.寻找供某一领域非专业人士阅读的文章。 

期刊与杂志的区别：杂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内容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体育或电影

明星，生活、娱乐、故事等；杂志的出版周期通常比学术性期刊短；学术期刊适合学者、研

究人员阅读，学术期刊中较少照片或广告，封面严肃，学术期刊刊登有深度的研究性文章，

学术期刊通常由学术机构或专业机构主办。 

1.2.3 会议文献 

会议文献是发表在各种学术会议上的论文和相关资料。会议文献专业性强，内容新颖，

学术水平高，往往能代表某一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水平和发展方向，是重要的信息源之一。

会议文献包括：会前文献，如会议日程预报和会议论文预印本；会中文献：开幕词、讨论记

录和闭幕词等；会后文献，会议录(Proceedings)、会议论文集(Symposium)、会议论文汇编

(Transactions)。会后文献是主要的会议文献。 

会议文献数据的特征字段主要有：作者、题目、会议或会议录名称、主办单位、召开地

点、届次、年份等。会议名称中常带下列词：Conference、Meeting、forum、colloquium、

symposium。会议录是会议文献的文集。其各种叫法：Proceedings(会议录)、Symposiums(会

议论文集)、Colloquium Papers(学术讨论论文集)、Transactions（会议论文汇编）、Records

（会议记录）、Reports（会议报告）、Papers（会议文集）、Publications（会议出版物）、

Digests（会议纪要）。 

会议文献的形式多样，出版发行常常不定期，所以查找会议文献往往没有查找期刊文献

方便。会议文献主要出版形式有：连续出版类，主要是会议录，定期或不定期出版；图书类，

主要是会议文集，将会议中的论文汇集起来，按书的形式出版发行；期刊类，将会议论文刊

登在期刊上，以会议或增刊的形式出版发行。相对来说按期刊类和连续出版类相对比较好查

找。 

会议文献多分布在各期刊数据库和学会、协会数据库中，如 AIAA收录的是 AIAA每年组

织召开的会议文献，所以学会/协会类的资源是查找会议文献的主要渠道。 

下列情况会用到会议论文：1.学术研究时，了解与自己的课题相关的研究状况，查找必

要的参考文献；2.了解某学科水平动态。 

1.2.4 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Dissertation 、Thesis ）是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即将结束学业的学生，为

取得学位资格而提交的学术性研究论文。其内容新颖、专业性强、学术价值高，并附有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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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考文献，信息量大。学位论文按级别可以分为学士论文、硕士论文（Ms.D）、博士论文

（Ph.D），其中硕博士论文的参考价值较高。 

数据的特征字段主要有：学位名称，授予学位的学校、导师、论文编号等。 

学位论文一般不公开出版，但国家和高校都有相应的收缴机制，所以国家图书馆和中国

科技信息研究所收藏全国学位论文较全，各高校收藏有本校的学位论文。国外则有专门的商

业机构收藏学校论文，如美国的 ProQuest(前 UMI)公司。 

常用的学位论文数据库有：中国知网的中国优秀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

方的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PQDT 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本校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

等。 

下列情况会用到学位论文：1.科学研究开题前的文献调研；2.博硕士研究生撰写开题报

告时。3.自己写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时。4.追踪学科前沿发展、研究研究过程。 

1.2.5 科技报告 

科技报告(Technical Report) 是科研人员就某一专题研究成果的总结报告或中期进展

报告。这些研究都是科研单位或人员与政府部门签有合同的科研项目。科技报告反映了新技

术、新学科，内容专深，数据可靠，保密性强。每份科技报告单独成册，有专门的编号，用

以识别报告类型及其资助机构。 

科技报告数据的特征字段主要有：报告机构代号和报告号，如 Report：N981234。 

科技报告主要是国家图书馆、国防科技信息研究所和上海图书馆等单位科技报告收藏相

对较完整。 

科技报告数据库主要有 NTIS美国四大报告数据库等。 

下列情况会用到科技报告：1.学术研究时，了解与自己的课题相关的研究状况，查找必

要的参考文献；2.研究尖端学科或某学科的最新研究课题。 

1.2.6 专利文献 

专利文献(Patent)是与专利制度有关的所有专利文件，是记录有关发明创造信息的文献。

专利文献包括：专利说明书、专利公报、专利分类表、及专利检索工具。其中，专利说明书

是其主体，包含专利的主要技术内容，有的还有附图，是了解专利内容的主要文献。专利具

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特点，专利都是具有统一编号，内容丰富、新颖、实用、可靠，

且具有法律效用。 

专利数据的特征字段主要有：专利号(Patent Number)、专利发明人（Inventor）、专利

权人（Patent Assignee）、专利名称等。 

专利文献的主要收藏单位是专利局和省级以上科技信息情报所。目前专利文献在网上均

能找到全文（专利说明书），因为大多数国家的专利局均将专利数据在网上公开，如美国的

专利商标局的 USPTO、中国的中国知识产权局、欧洲专利局（EPO）等等，另外标准的专利

数据来自德温待专利数据库。 

下列情况会用到专利文献：1.在申请专利前，检索相关的专利文献，确定该项发明创造

是否能被授予专利权；2.开发新产品，投入新项目，先查专利文献，寻找技术方案；3.从专

利文献中了解某领域的技术水平及发展的最新动态；4.开发新产品前，检索专利，了解现状，

避免侵权；5.利用权利情报，参谋进出口业务；6.专利诉讼时，帮助寻找证据，处理专利纠

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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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标准文献 

技术标准( Standards) 是描述有关产品（或工程）的规格、工艺流程、测试方法、质

量等的技术文件，它是权威机构批准出版发行的规章性文献，具一定的法律约束力。 

标准数据的特征字段主要有：带 standard、specification 字样及标准机构代号，如

ISO、GB、IEEE等。 

标准文献主要收藏单位是省级以上的技术监督研究所和信息情报研究所。标准数据库有  

万方标准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标准全文数据库等。 

下列情况会用到标准文献：1.产品设计、生产、检验；2.工程设计、施工；3.进出口贸

易；4.写作、文献著录等各个方面。 

1.2 信息检索技术 

在实际检索中，检索提问涉及多个概念，而同一个概念又往往涉及多个同义词或相关词。 

为了正确地表达检索提问，检索系统中规定了一些运算符将不同的检索条件组配起来。可以

使用一些简单概念的检索单元通过组配完成一个较复杂的检索主题需求，并可描述其逻辑关

系、位置关系等。 

目前，计算机信息检索技术常用的检索运算符有布尔逻辑检索、截词检索、邻近检索、

限制检索、短语检索、字段检索等，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更为高级的加权检索、自然语

言检索、模糊检索、可视化检索、图像检索和相关检索等不断涌现。 

1.2.1 布尔逻辑检索 

常用的布尔逻辑算符主要有以下几种：逻辑“或”、逻辑“与”、逻辑“非”。 

（1）逻辑“或” 

逻辑“或”（用 OR或“+”表示）是用来组配同义词或同族概念，

如同义词、相关词等。其含义是：在检索出来的记录至少含有一个检

索词，作用是扩大检索范围，提高查全率。 

例如检索“管道方面的文献”，管道的同义词有 pipe、tube，可

以用“pipe OR tube”来检索，检索结果如图 1.2.1-1所示。 

（2）逻辑“与”： 

逻辑“与”（用 and 或*表示），用来组配不同的概念。其含义是

检出的记录必须同时含有所有的检索词。作用是缩小检索范围，提高

检索的查准率。 

例如检索“卫星通信方面的文献”，可以用“Communication AND 

Satellite”来检索。如图 1.2.1-2所示 

(3) 逻辑“非”： 

逻辑“非”（用 nor或—表示），用于将排除某一范围中不需要的概

念，检出的记录只能含有 NOT算符前的检索词，但不同时含有其后的词。

作用是缩小检索范围。 

举例：“感冒方面的文献”，可以用“Cold not weather”来检索。如图 1.2.1-3所示。 

图 1.2.1-1  逻辑或 

图 1.2.1-2  逻辑与 

图 1.2.1-3  逻辑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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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位置检索 

词语在文献记录中的相对位置和先后次序不同，所表达的意思可能不同，为了对检索词

之间的相对位置进行限制，产生了位置检索。用一些特定的算符（位置算符）来表达检索词

与检索词之间的相对位置和先后次序的一种邻近关系。 

不同的检索系统其位置算符的表示方法不尽相同，但含义基本一致。这里仅以 Ei 数据

库为例。其它数据库的位置算符的含义大同小异，使用时可以参照各数据库使用帮助。 

Ei 数据库的位置检索算符有：NEAR、ONEAR，这里位置算符必须大写，另外在 Ei 里使

用了位置算符后，截词算符就不起作用了。 

ONEAR/n：表示两个检索词之间最多可插入 n 个词，但词的前后词序不能变（n=0，1，2，

3， 4„„）； 

NEAR/n：表示两个检索词之间最多可插入 n个词，前后顺序不限（n=0，1，2，3，4„„）； 

NEAR：表示两个检索词之间最多可插入 4个词。 

例如：Space ONEAR/0 stations，可以检索出 space station、space-station。 

laser NEAR printer ＝laser NEAR/4 printer，可以检索出 laser printer、laser color 

printer、printer with laser、printer use laser、„„ 

以上两种运算符的是有优先级别的，一般按位置算符、非、与、或的先后顺序排列。 

不同数据库检索平台的位置算符不完全相同，所以使用前最好看一下帮助。如 ProQuest

数据库的位置算符为 P/n，Web of Science（即 SCI 系列数据库）的位置算符是 Near/n等。 

1.2.3 截词检索 

所谓截词，就是指在检索词的适当位置截断，保留相同的部分，后面加上截词符，计算

机会将所有含有相同字符部分词的记录全部检索出来。 

截词符主要用于西文检索系统，是计算机检索系统中应用非常普遍的一种技术。由于西

文的构词特性，在检索中经常会遇到名词的单复数形式不一致；同一个意思的词，英美拼法

不一致；词干加上不同性质的前缀和后缀就可以派生出许多意义相近的词等等。 

常用的截词符有“？”、“*”、“＃”、“$”等多种表示形式，截词法有前方截词算

符、后方截词算符、中间截词算符（中间屏蔽）、自动字段运算符几种方式。不同的检索系

统其截词符的表示形式和截词检索的方式不同，最好使用前查阅平台帮助。 

以 EI 数据库为例。EI 数据库的截词算符有“*”和“？”及“Autostemming”（自动

字根运算）。 

截词算符“*”代表多个字符，可以替换单词中任意位置上的多个字符，放在词后，如

“comput*”可以检索出 computer、computers、computerize、computerization 等。*也

可以放在词中，如“sul*ate”可以检索出 sulphate、sulfate等。 

截词算符“？”代表一个字符，可以表示一个字符的变化，可以放在词中，也可放在词

尾，如 wom?n 可同时检索出 woman和 women。 

自动字根运算（Autostemming），即系统自动抽取出检索词的字根，并检索出该词的各

种变化形式。系统默认是自动字根运算，如不需要该功能，只要选择“Autostemming off”

前的复选框。如“management”可以检索出 manage、managed、manager、managers、managing、

management。 

SCI数据库的截词符为“*”，ProQuest的截词算符为“*”和“？”。 



                                                     数据库检索指南 

6 

1.2.4 字段限定检索 

字段限定检索是指限定检索词在检索系统中的一个或几个字段范围内查找文献的一种

检索方法。其作用是使检索出的文献达到一定的专指度。  

检索字段分为基本索引字段和辅助索引字段。基本索引字段包括篇名、文摘、叙词、自

由标引词四个字段，也称为主题字段（主要描述文献主题的字段）。例如，“TS=computer and 

network”表示在所有主题字段中检索。辅助索引字段是除基本索引字段以外的所有字段，

如著者字段、著者机构字段、文献类型字段、语种字段等。例如，要查找著者 Smith D.发

表的文献，检索式可表示为“AU=Smith D”。 

1.2.5 短语检索 

短语用“ ”表示，检索出与“ ”内形式完全相同的短语，以提高检索的精度和准确度，

因而也有人称之为“精确检索”。 

1.2.6 模糊检索 

当用户输入一个检索词时，可以检索出与检索词意义相近的内容。例如，要检索“查询”

一词时，模糊检索会反馈回包含了“查询”、“查找”、“查一查”、“寻找”、“搜索”

等内容的记录。现在大多数搜索引擎与中文数据库检索系统都有这种功能，只是模糊的程度

不同。 

1.2.7 位置优先算符 

优先处理算符用（）表示，在（）中的检索运算先运行。如，“（计算机 or 电脑）and

优化”。 

1.3 信息检索步骤 

有人对信息检索想得过于简单，经常会出现无法实现检索目标，最终放弃检索的情况。

那么怎样才能找到的相关文献更多？找到文献所花时间最少呢？ 

首先思想上不能轻视信息检索，另外掌握一定的步骤，完善的检索思路，查找文献一定

会又快又准。信息检索步骤如图 1.3-1所示。 

1、分析研究问题 

所谓“功夫在诗外”，就是我们对研究问题的了解程度。在查找资料前，我们先要分析

研究问题，对研究问题的了解越多，所走的弯路越少。 

我们要确定研究问题所要查找文献的类型、所属领域、地域范围和哪一时期的文献等；

还要明确研究目标，是为了撰写论文、为了解决某个实际问题，还是一般性泛泛研究、还是

创新性基础研究，„„，以确定检索的深度和广度。 

而当你分析完问题后，你已经比别人高的起点了。 



                                                     数据库检索指南 

7 

 

图 1.3-1 信息检索步骤 

2、建立背景知识 

阅读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概览性资料，是建立背景知识的最佳渠道，如百科全书、字典、

词典、年鉴、综述等。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加深对问题的理解，明确检索目标。 

阅读过程中记录问题涉及的名词、术语，以及研究对象的学名、俗名、商品名、缩写、

同义词等，特别查找外文资料时更不能疏漏。这会给后面拟定主题概念带来极大的便利。 

另外，通过对问题的初步了解，我们可以发现待研究问题的提法是否有妥当，问题是否

过大，包含太多的子问题；问题是否包含太多非本学科领域的知识。这时可及时调整研究问

题，以免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影响后续工作。 

3、拟定主题概念 

通过对背景知识的了解，我们知道了信息问题的目标、时间范围、地域范围等之后，能

够帮助我们找出信息问题的主题概念。信息问题的主题概念，应用尽可能多的词加以表述。

对于要查找外文资料的问题，则还需要将其翻译成所需语言。将主题概念的相关词一一列出，

会极大提高检索的查全率，尽可能将文献信息一网打尽。 

一个小窍门，在实际操作中非常有效。我们知道同类文献的关键词选取会有很大的相似

性。所此可以根据第一步初选出的词汇，进行预检索，针对检索结果中与信息需求相符的文

献，进行阅读，并找出其中的与本研究内容相符的关键词加入本问题的主题概念当中去，循

环几次后，主题概念就拟定了。 

4、选择信息源 

我们可选择的信息源非常多，从搜索引擎到各类文献数据库，从纸质图书到电子期刊，

从综合性数据库到特定专业数据库，种类繁多，我们要深入了解我们可用的各类信息源。现

如今很多老师同学查找文献只会用搜索引擎，这就丧失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献，所以深入了解

图书馆订购的各类数据库资源非常重要，这可以保障我们查找到的资料又快又准。 

5、制定策略并实施检索 

经过前面两步之后，我们有了检索词，确定好需要查找的信息源及查找的顺序，下面我

们还不能拿着检索词直接去检索，而是要拟定一个检索策略，否则你可能很快就“迷失”在

信息中，因为信息源中包含的信息是海量的。 

例：课题“太阳能无人机飞行动力学研究”。 

经过“分析研究问题”、“建立背景知识”后，我们已经了解太阳能无人机及其动力学

的基本内容，明确了一些主题概念，所以拟定了一些主题概念，如太阳能、无人机、气动弹

性、几何非线性、飞行动力学等，找出这些主题概念的近义词、同义词、相关词，明确词间

的逻辑关系，最后拟定策略为：“太阳能 AND (无人机 OR 无人驾驶飞机 OR UAV) AND (气

动弹性 OR 几何非线性 OR 飞行动力学)”。实施检索后根据检索结果，我们还可以对检索

策略进行调整，直至满意为止。 

（编者：师俏梅）

1.分析研
究问题  

2.建立背
景知识  

3.拟定主
题概念 

4.选择信
息源 

5.制定检
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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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主要中文数据库资源 

2.1 中文综合检索平台 

2.1.1 中国知网(CNKI)使用指南 

一、简介 

中国知网（CNKI）是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编辑出版的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数

据库为核心的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 1979年至今约 7200 种期刊全文。内容覆盖数理科学（理工 A）、

化学化工能源与材料（理工 B）、工业技术（理工 C）、农业、医药卫生、文史哲、经济政治与法律、

教育与社会科学、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分为九大专辑，126 个专题类目。我校开通了中国知网包

括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在内的 20 余个系列数据库，另外 CNKI 镜像站查看期刊、学位论文、

会议、报纸、年鉴、工具书等系列数据库。CNKI主站资源日更新，镜像站半年更新一次。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CNKI提供一框式检索、跨库检索、出版物检索、高级检索、作者发文检索、专业检索等检索方

式。一框式检索方便读者快速上手；跨库检索可以同时在期刊库、博硕论文库、国内国际会议库、

报纸库等多个子库进行检索，系统默认是在期刊、特色期刊、博士、硕士、国内会议、国际会议、

报纸、学术辑刊、商业评论等子库索；出版物检索用于查询期刊名称、刊号等信息；高级检索选项

更多，能更精准、能更快找到符合要求的检索结果；作者发文检索可以检索具体某个作者的发文情

况；专业检索适于专业信息人员使用。这里只介绍高级检索方式，检索界面如图 2.1.1-1所示。 

 

 

 

图 2.1.1-1 CNKI 检索方式 

（1）检索区：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字段。检索字段包括：主题、篇名、关键词、摘要、全文、

参考文献和中图分类号。CNKI 提供检索词提示功能，可根据读者输入检索词提供相关热词，还可以

根据检索词判断检索词所对应的检索项，给出检索建议。 

（2）检索限制条件：对检索内容进行限定，可以限制时间范围、文献来源、支持基金、作者、

检索区 

检

索

限

制

条

件 

结果排序方式 

检

索

限

制

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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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及学科领域等。 

（3）结果排序方式：检索之前即可选择检索的排序方式，包括主题、发表时间、被引、下载等

方式，默认的主题排序为综合时间、被引、下载及影响因子等多个维度确定的一种最优排序方式。 

2、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2.1.1-2所示。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查看全记录，可以点击每条记录右边的预览按钮进入预

览界面，或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查看全文。只有下载按钮为绿色箭头的可以下载全文，黄色箭头不可

下载，灰锁箭头表示并发数已满，暂时无法下载该文献，请稍后再试。 

（2）在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排序、输出、切换结果显示形式或更改每页显示记录数。

结果可按主题（即相关度）、发表时间、被引频次、下载次数等方式排序。另外用户可对选中文献可

以进行分析，点击“分析/阅读”按钮后，系统可视化地呈现所选文献之间的相互引证关系。结果输

出时可按不同格式的题录信息导出，包括 txt、word、Endnote、NoteFirst、NoteExpress、E-learning

等格式，输出最多不超过 500条。 

（3）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聚类分析及二次检索。聚类分析可以对检索结果集的文

献分类、文献来源、关键词等进行精炼，还可以针对来源数据库、所属学科、发表年度、研究层次、

作者、机构、基金等对结果进行分组浏览。 

（4）文献检索区，二次检索可以通过主题、篇名、关键词、摘要、全文、参考文献、中图分类

好、日期、文献来源、作者等检索项在结果内进行再次检索。 

 

图 2.1.1-2 CNKI 检索结果 

三、特色功能 

1. 知网节 

CNKI在检索结果区提供文献的知网节。知网节是以一篇文献作为节点文献，通过文献的引用与

被引用关系，架构了一个知识网络。网络包含：该文献的引用文献（即参考文献），引用该篇文献的

论文，与该文献内容相关的文献等。 

2. 数字化学习研究 

在 CNKI首页的“数字化学习研究”区，提供的很多特色功能，主要有以下几项： 

（1）个人/机构数字图书馆。该服务提供基于个性化定制服务，同时能自动跟踪读者所研究主

题的最新发文，并为读者提供管理评价本人成果的平台等，并为机构提供文献资源一站式整合发现

平台，提供详尽、准确的资源使用情况统计等。 

（2）科研项目数据库。为科研工作者提供项目申报信息、立项信息等，用户还可以建立自己的

项目空间。  

结

果

精

炼

区 

概览区 

文献检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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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者成果库。可以自动收集整理您的中外文各类型学术成果、根据作者姓名、工作单位实

时推送最新中外文发文，同时通过 H 指数、被引频次、文献产出统计等评价学者的学术影响力，并

广泛传播。 

（4）学术趋势。CNKI学术趋势搜索可用于关注学术热点，展示学术发展历程，发现经典文献、

热门文献等。 

（5）CNKI翻译助手。CNKI翻译助手汇集从 CNKI系列数据库中挖掘整理出的常用词汇、专业术

语、成语、俚语、固定用法、词组等中英文词条、双语例句及双语文摘，形成海量中英在线词典。 

（6）科研助手。提供关于科研基础、怎样查资料、怎样选题、怎样申请课题、怎样做实验、怎

样搞科研、怎样写论文等方面的参考资料。 

（编者：燕辉） 

2.1.2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使用指南 

一、简介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是由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以自然科学为主的大型科技、商务信

息平台，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专业领域。目前我校图书馆购买的资源包括：学术期刊、

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标准、科技成果、新方志等子库。 

我校读者可通过主站和镜像站两个入口访问，镜像站更新比较慢，数据较主站少，但是免流量，

这里仅介绍主站的检索方法，镜像站的检索方法类似。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简单检索 

万方平台提供简单检索、高级检索和专业检索三种检索方式。简单检索界面简洁、易用，如图

2.1.2-1所示。 

 

图 2.1.2-1 万方检索方式 

用“简单检索”方式检索时，首先选择学术论文、期刊、会议等检索标签，然后直接输入检索

表达式，其中检索表达式有两种书写方式： 

（1）模糊检索：直接输入任何词或者短语，表示在全部检索字段中检索；也可用“检索字段名：

+检索词”的方式进行字段限定。如：Title：数字图书馆。为了简化用户的使用和记忆负担，对同

一字段的限定字段名可以有多种形式，例如“Title”、“标题”、“题名”、“题目”均代表对

Title字段进行限定检索。 

（2）精确检索：检索词部分使用引号“”或《》，表示精确检索。例如，作者：“张琳”。 

2、检索方式-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中包含跨库检索和专业检索两种方式，其中专业检索适于专业信息人员使用。高级检

索如图 2.1.2-2所示，分为检索区、文献类型选择区和检索历史区。 

（1）检索区：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字段。检索字段可在下拉菜单中查看，包括：主题、题名或

关键词、创作者、作者单位、关键词、摘要、日期、期刊刊名、期、学位-专业、学位授予单位、导

师、会议名称、会议主办单位、专利申请号、专利号、成果水平等。并且可选择精确检索或者模糊

简单检索 高级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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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以方便灵活的表达读者的检索要求，其中，精确检索是指输入的检索词在检索结果字序、字

间间隔是完全一样的，模糊检索是指输入的检索词在检索结果中出现即可，字序、字间间隔可以产

生变化。 

（2）检索条件限制：可在左侧对检索文献类型进行选择，如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

利、成果等；另外，可在检索区下方对检索年代进行限定。 

（3）检索历史：可对检索历史进行查看、删除和导出等操作。 

 
图 2.1.2-2 高级检索 

3、检索技巧 

（1）在一框式检索中，输入检索词会有浮动检索词提示，以供读者参考； 

（2）在高级检索中，点击“推荐检索词”，用户提供一段文本（比如科学技术要点），系统会推

荐相关的检索词供参考。 

4、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2.1.2-3所示。 

 
图 2.1.2-3 万方检索结果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显示检索结果的题目、文献类型、出处、作者、摘要及关

键词等，还可看到来源期刊的收录情况及文献的被引次数。在检索结果页面上点击文献标题，进入

详细信息页面，可获得单条资源的详细内容和相关文献信息链接；点击“导出”，可导出题录信息；

如需全文信息，可直接点击“查看全文”或“下载全文”链接。 

（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按相关度、出版时间、被引次数等排序，还可对检索结果按全

文、是否为我校已购全文或全部进行查看。 

（3）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可按出版状态、学科分类、论文类型、年份、

期刊名称等多个限定条件组合缩小检索范围，或者在输入框中输入检索表达式重新进行检索，或通

过限定标题、作者、关键词、开始结束年代等字段进行二次检索。   

结果精炼区 

结果

精炼

区 
结果概览区 

结

果

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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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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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色功能 

1、个性化功能 

个性化功能是针对个体用户的服务功能，需要注册个人账户，才能使用。注册成功后，用户可

添加 RSS 订阅，添加引用通知，通过邮件推送的方式及时了解论文的被引用情况，该引用通知服务

目前仅限于中文期刊和学位论文两种类型的文献。 

2、知识脉络分析 

知识脉络分析以论文数量为依据，以主题词为核心，提供年度论文命中数量，通过可视化曲线

揭示知识点随时间变化的演化关系，发现知识点之间交叉、融合的演变关系及新的研究方向、趋势

和热点。并提供相关的热词、经典文献、研究前沿文献、相关学者等链接。 

另外，系统还提供了“比较分析”功能，可以了解到几个词在系统中命中的数量，系统会自动

生成一些相关词，用户选择这些词，即可获得可视化展示结果，并进行比较分析。 

3.投稿服务 

从影响因子、核心期刊情况、国外数据库收录情况、正刊增刊、稿件语种、审稿费和版面费等

多个角度提供征稿期刊的对比分析，以直观的数据，便于作者自主选择投稿期刊。 

（编者：罗星华） 

2.1.3 读秀学术搜索使用指南 

一、简介 

读秀学术搜索是超星公司构建的集文献搜索、试读、文献传递、参考咨询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

中文文献资源服务平台，能够为读者提供 260万种中文图书书目信息、180万种中文图书原文、6亿

页全文资料的信息。同时，还能一站式检索馆藏纸质图书、电子图书、期刊等各种异构资源。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读秀学术搜索平台提供简单检索、高级检索和专业检索三种检索方式。这里只介绍简单检索方

式，以检索图书为例，检索界面如图 2.1.3-1所示。 

2、检索技巧 

读秀还可以检索知识。读秀将 180 万种书的全文内容全部转换为可检索查询的信息，用户可以

对图书内的一个词、一句话进行查询。如类似“傅里叶变换”等的公式、知识点检索，或“北国风

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句话的具体内容和出处的查询。用户可以将含有查询内容的部分下载

保存。 

 

 

图 2.1.3-1 读秀简单检索 

简单检索区 
选

择

文

献

类

型 



                                                         数据库检索指南 

13 
 

 

 

图 2.1.3-2 图书检索结果 

4、图书文献传递 

点击图书检索结果，查看每条检索记录的详细信息，可通过点击检索结果右方“图书馆文献传递”

获取部分全文内容。如本节第三部分“特色功能”介绍。 

三、特色功能 

1、图书馆文献咨询服务 

通过读者填写咨询申请表，咨询馆员将及时准确地把读者所咨询的文献资料或问题答案发送到

读者的 Email信箱。每本图书单次咨询不超过 50页，同一图书每周的咨询量不超过全书的 20%，所

有咨询内容有效期为 20天。如图 2.1.3-3所示。 

2、图书阅读功能 

如果本校订购了电子书全文，用户可以直接打开电子书全文（进入超星电子书界面），如果未购

买，系统除了提供图书封面、版权页、目录页、前言页外，还提供正文前 17 页的试读，及单次 50

页参考咨询服务。 

3、图书被引用情况报告 

读秀发布图书被引用情况报告，有被引用种数和引用次数两种指标，前者主要用于评价作者的

权威性和用于考察年代、学科的分布，后者主要用于评价某种具体图书的权威性。 

 

图 2.1.3-3 图书馆文献咨询服务 

（编者：牛悦） 

填写自己的邮箱 

检索结果区 

检索结果分析 

检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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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CALIS 文献资源(E 读)使用指南 

一、简介 

E读是由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发布的一个学术搜索引擎，它集成高校所有资源，

整合成员馆图书馆纸本馆藏、电子馆藏和相关网络资源，提供的资源有：中外文图书、期刊、学位

论文、会议论文等。我馆是 CALIS（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的成员馆，所以我校师生均可免

费使用 CALIS的资源。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E 读数据库提供简单检索和高级检索两种检索方式。这里只介绍简单检索方式，检索界面如图

2.1.4-1所示。 

系统可检索的文献类型包括中文图书、外文图书、中文期刊、外文期刊、学位论文和特藏资源

及所有类型等，并可通过全部字段、题名、作者/出版者、主题或者 ISBN/ISSN进行检索。 

 

图 2.1.4-1 E 读简单检索 

 

图 2.1.4-2 期刊检索结果 

2、 检索结果 

期刊详细信息：页面显示期刊的基本信息、我馆收藏情况、全国收藏情况和 CALIS 收录情况。

如果我馆没有馆藏，可以点击全国收藏情况查询文献馆藏地，然后通过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获取全

文。也可以进入到 CALIS外文期刊网查询是否能否下载到全文。检索结果如图 2.1.4-2所示。 

馆藏情况 

简单检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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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色功能 

1、e得（易得）文献获取 

e 得（易得）是为读者提供“一个账号、全国获取”、“可查可得、一查即得”一站式服务的

原文文献获取门户。CALIS 成员馆的读者用户均可获得 e 得所提供的文献获取服务。主要服务有：

CALIS 联合目录、CALIS 外文期刊(CCC)、CALIS 学位论文、国家图书馆文献提供服务、国家科技图

书文献中心（NSTL）文献传递服务、上海图书馆文献提供服务等。如图 2.1.4-3 所示。 

2、全文获取 

在 E读查询到的文献信息可直接链到各图书馆 OPAC系统，如果本馆没有馆藏，读者可在确定文

献所在馆后进行馆际互借----使用 CALIS馆际互借网关系统进行文献传递委托申请。 

E读复制及传递的文献类型包括期刊论文、会议录文献、学位论文等，传递方式包括电子邮件、

传真、快件或普通邮寄等。目前，CALIS提供图书部分章节的复印服务。 

 
图 2.1.4-3 e 得文献获取 

（编者：牛悦） 

2.1.5 百链云图书馆使用指南 

一、简介 

百链云图书馆是集所有数据库于一站式检索的综合学术服务平台。拥有 4.5 亿条文献数据，并

且平均每天以 10万条索引的速度更新。平台联合国内外 800多家图书馆，通过资源共享，让读者可

以查询到本馆及其他 623 家图书馆的馆藏和电子资源状况。收录文献类型包括中外文图书、期刊、

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标准等。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百链云平台提供快速检索、高级检索和专业检索三种检索方式。快速检索适于普通用户使用，

专业检索适于专业信息人员使用。这里只介绍快速检索方式，可以选择检索文献类型：图书、期刊、

报纸、学位论文等，限制中文检索或外文检索。检索界面如图 2.1.5-1所示。 

2、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两部分：结果展示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2.1.5-2所示。 

（1）结果展示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 

（2）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及聚类分析。可以选择类型、年代、学科、来源、

重要期刊和期刊刊种限制检索结果。 

（3）点击每条记录的题名可以展开记录详细信息并下载全文。也可以看到文献在国内的馆藏单

位连接。如果无法下载全文，可以点击“邮箱接收全文”链接申请文献传递。如图 2.1.5-3所示。 

主要服务 

检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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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1 百链快速检索 

 

 

 

图 2.1.5-2 百链检索结果 

 

图 2.1.5-3 记录详细信息 

三、特色功能 

读者在网上提交文献传递申请，并且可以实时查询申请处理情况，以在线文献传递方式通过所

在成员馆获取文献传递网成员单位图书馆的电子文献资源。 

（编者：牛悦） 

2.1.6 卓越联盟知识平台使用指南 

一、简介 

“卓越联盟图书馆知识共享服务平台”是卓越联盟图书馆资源的联合搜索和导航，它系统揭示

快速检索区 

结果精炼区 结果展示区 

馆藏单位链接 

获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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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天津大

学、同济大学、湖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卓越联盟各高校图书馆实体印刷型书刊文献和数字资源

的收藏、建设状况，并通过移动阅读的技术优势实现联盟高校文献资源的共建、共知、共享。用户

可以查看到这 10所高校的馆藏资源。 

二、检索方法 

1、联合搜索 

卓越联盟联合搜索可以根据语种选择不同文献类型进行快速检索，包括图书、期刊、报纸、学

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标准和视频。检索字段可以选择标题、作者、刊名、关键词、作者单位

和 ISSN。检索界面如图 2.1.6-1所示。 

 

图 2.1.6-1 联合搜索 

2、期刊导航 

可以根据刊名或者 ISSN号检索，也可按字顺或学科分类查找期刊。 

3、图书导航 

可以根据书名或者作者检索，也可按中图法查找图书。 

4、数据库导航 

可以根据字顺、类型、学科分类或者内容查找数据库。 

5、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结果展示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2.1.6-2所示。 

 

图 2.1.6-2 检索结果 

（1）结果展示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如果本校已经订购该篇文章的全文，用户直接点击数

据库名称，进入数据库下载该全文。如果本校未订购该篇文章的全文，用户可以点击每条记录下方

的“邮箱接收全文”，获取全文。或点击每条记录的题名打开记录详细信息，下方可以看到文献在

卓越联盟图书馆知识共享服务平台的馆藏单位，通过原文传递服务获取全文。 

（2）结果精炼区可以通过年代、学科、来源和刊名等对检索结果进行聚类分析，也可进行二次

检索。 

（编者：牛悦） 

结果精炼区 

结 果 展 示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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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文电子图书 

2.2.1 书生之家电子图书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是由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于 2000年正式推出的中文图书平台。收录

了包含文学艺术、计算机、通信与互联网等 31个学科的图书全文资源，内容分为书目、提要、全文

三个层次，并提供全文、标题、主题词等多种数据库检索功能。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在书生分类列表中可以根据需要查看图书。检索区可以根据图书名称、作者、丛书名称、主题、

提要来检索图书。导航栏有 3 种检索方式，图书检索页面如图 2.2.1-1所示 

（1）图书全文检索：在全文检索中可以从图书内容及目录中，根据书生分类，从一个分类或者

全部分类中分别检索到所需要的内容。 

（2）组合检索：在组合检索中，可以根据图书名称、作者、丛书名称、ISBN、主题、提要及它

们之间的“与”和“或”逻辑关系来进行查询。 

（3）高级全文检索：可以在高级全文检索中从书生分类中，根据全文或者目录，进行单词、多

词、位置、范围等方面进行检索。 

 

图 2.2.1-1  书生检索方式 

2、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包含图书名称、作者、简介、页数以及全文链接。如图 2.2.1-2 所示，点击全文可以

自动调用书生阅读器，进行在线全文阅读。 

三、全文阅读器简介 

书生阅读器主要有两个部分：菜单栏和工具栏，如图 2.2.1-3 所示。可以进行文档的打印、翻

页、比例缩放、书签管理、历史记录、文字识别、内容选择等操作，具体介绍如下： 

（1）文字识别：在工具栏点击 ，在所要识别的文字上画框，框中的文字即会被识别成文本

显示在弹出的面板中，可以“复制到剪贴板”，或选择“保存”将识别结果保存为 TXT文本文件。 

（2）抓屏：在工具栏点击 ，在所要剪切的图像或文字上画框，剪切结果会保存在剪切版中，

导航栏 

分类列表 

检索区 

http://tushuguan.nwpu.edu.cn/info/1668/36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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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粘贴”功能即可粘贴到“画图”等工具中进行修改或保存。 

（3）书籍书签：点击菜单栏 “视图”下“书签”功能，可以添加书签，对书签进行管理。 

 

图 2.2.1-2.书生检索结果 

四、特殊功能 

（1）广播管理区：登录后，可以定制图书信息，系统会自动把相关图书内容的链接地址发到预

留的电子信箱中；  

（2）个人管理区：登录后，可以修改个人注册时的信息。 

 

 

图 2.2.1-3 书生全文阅读器 

2.2.2 超星电子图书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超星电子图书数据库拥有百万余种的中文电子图书资源，图书涵盖各学科领域，可通过超星电

子图书数据库主站和镜像站查看。主站可回溯到 1980 年以前的数据，数据库日更新，可以阅读所有

百万册图书，镜像站每年新增与我校学科相关的 3万册图书全文。 

二、功能介绍 

1、查找图书 

（1）超星电子图书提供快速检索、高级检索两种检索方式。这里只介绍快速检索。检索界面如

图 2.2.2-1所示。检索字段包括：书名、作者、目录、全文检索。 

（2）分类浏览：供用户浏览相应学科下的图书。 

2、阅读图书 

菜单栏 

工具栏 

http://tushuguan.nwpu.edu.cn/info/1668/36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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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可以按照书名和出版时间进行排序。对选中的图书可以采用网页阅读、阅读器阅读、

下载本书三种阅读方式，还可对图书进行收藏，纠错和评论。如图 2.2.2-2所示。 

 

图 2.2.2-1 超星电子图书检索方式 

 

 

图 2.2.2-2 超星电子图书检索结果 

3、全文阅读器简介 

超星电子图书阅读器主要有两个部分：菜单栏和工具栏，如图 2.2.2-3 所示。可以进行文档的

打印、下载、翻页、比例缩放、书签管理、历史记录、文字识别、内容选择与标注等操作，具体介

绍如下： 

（1）文字识别：在所要识别的文字上画框，框中的文字即会被识别成文本显示在弹出的面板中，

选择“导入编辑”可以在编辑中修改识别结果，选择“保存”即可将识别结果保存为 TXT文本文件。 

（2）剪切图像：在所要剪切的图像上画框，剪切结果会保存在剪切版中，通过“粘贴”功能即

可粘贴到“画图”等工具中进行修改或保存。 

（3）添加网页书签：在网页窗口点击工具栏中的 ，根据提示完成操作，记录网页的链接地

址及添加时间；添加书籍书签：在书籍阅读窗口点击工具栏中的 ，根据提示完成操作，记录书籍

的书名、作者、当前阅读页数及添加时间；书签管理：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对已经添加的书签进行修

改。 

4、特色功能 

（1）读者可以在线阅读图书，也可以下载图书，但所下载图书一段时间后自动失效（一般为

180 天），需要重新下载。使用下载功能时，匿名用户状态下载的图书只能在本机上阅读，注册用户

登录后下载的图书可以拷贝到其他机器上阅读。 

（2）该库与读秀学术搜索可互联，在读秀中搜索到的图书，点击“镜像全文”即可链接到超星

电子图书全文。 

分类浏览 

检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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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历史记录会记录您通过超星阅读器访问过的所有资源。历史记录有三种显示方式：按周显

示、按天显示、按资源显示。 

 

图 2.2.2-3 图书阅读页面 

2.2.3 CALIS 高校教学参考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使用指南 

一、简介 

高校教学参考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是由复旦大学图书馆负责，在 CALIS管理中心的统一领导下，

将各参建馆的教学信息以及经过教师精选的教学参考书数字化；资源基本覆盖我国高等教育文理工

医农林重点学科。高校教学参考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包括教学参考信息库和教学参考书电子全文书

库两部分。西工大教学参考书数据库与本数据平台类似，数据格式相同，电子书的内容更适合我校

学科设置。 

二、检索方法 

1、查找图书 

平台提供快速检索、高级检索两种检索方式，这里只介绍快速检索。快速检索页面如图 2.2.3-1

所示： 

 
图 2.2.3-1 中国高校教学参考书数据库检索方式 

2、阅读图书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概览区和浏览区，如图 2.2.3-2所示。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检索结果包含题名、作者、出版社、关键字、资源库，点

菜单栏 工具栏 

检索区 

http://reserve.calis.edu.cn/dlib/Default2.asp?lan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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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查看”可以查看图书全记录，在全记录页面点击“在线浏览”，可以自动调用 Apabi 阅读器，

进行全文阅读。 

（2）浏览区可以按照中图分类法或分类浏览进行参考书的浏览，还有最新入库图书和图书的下

载排行信息。 

三、全文阅读器简介 

Apabi 阅读器是一款面向电子书、电子公文、电子报纸、电子期刊等多种文档类型的阅读器。

基本功能包括： 

1、拷贝、查找/搜索、页面放缩、重排显示 

2、保留阅读状态：关闭 Apabi Reader时自动保存包括页码、缩放比例、页面布局等阅读状态，

以便再次打开的时候采用完全相同的阅读状态，保持了阅读的连续性。 

3、注释功能：支持插入箭头、直线、矩形、椭圆、多边形、自由划线、批注、下划线、删除线、

加亮等注释。 

4、书签功能：支持阅读 TXT文档时加入书签。 

5、听书：启用播放功能时，从当前显示页开始朗读，音量、音速均可设置，并且支持连续页朗

读。 

6、集成 RSS阅读：可以直接访问一些读书社区的消息，并可以添加自己感兴趣的 RSS频道，在

阅读电子文档的过程中，可以迅速地了解相关资讯。 

 

图 2.2.3-2 中国高校教学参考书数据库检索结果 

（编者：张燕） 

2.3 中文电子期刊、报纸、学位论文 

2.3.1 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使用指南 

一、简介 

《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是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推出的中文科技期刊资源一站式服务

平台，整合期刊文献检索、文献引证追踪、科学指标分析、高被引析出文献、搜索引擎服务五大模

块，各模块之间功能互联互通、数据相互印证。 

概览区 

浏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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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是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期刊文献检索模块），

涵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医药卫生、经济、教育和图书情报八大专辑，并进一

步细分 28个专题。收录了 12000余种期刊的 4000余万篇文章的全文，每年增加约 250万篇，期刊

最早回溯至 1989年。数据库主站日更新，本地镜像站季度更新。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提供基本检索、传统检索、高级检索、期刊导航和检索历史五种检

索方式。基本检索和传统检索适于普通用户使用，高级检索适于专业信息人员使用。 这里只介绍基

本检索方式，检索界面如图 2.3.1-1所示。 

（1）检索区：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字段。检索字段包括：题名或关键词、题名、关键词、文

摘、作者、第一作者、机构、刊名、分类号、参考文献、作者简介、基金资助、栏目信息和任意字

段。并可实现各个字段之间的组配检索。 

（2）检索限制条件：对检索范围进行限定，可以限制其来源期刊、学科类型和发表时间范围等。 

 

 

图 2.3.1-1 维普基本检索方式  

2、检索技巧 

同义词和同名作者检索：传统检索方式中有同义词和同名作者选项，勾选“同义词”，即可检

索出输入内容的同义词来扩大检索范围；勾选“同名作者”，即可以列表形式显示不同单位同名作

者，通过选择作者单位来限制同名作者范围。 

3、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二次检索区，如图 2.3.1-2所示。 

图 2.3.1-2 维普检索结果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显示结果的题名、作者、出处、基金和摘要信息。其中出

处字段增加期刊被国内外知名数据库收录最新情况的提示标识，与基金字段一起帮助您判断文献的

重要性。 

查看全文可以点击每条记录右方的“在线阅读”或“下载全文”。如果图书馆未订购该篇文章

的全文，会看到“文献传递”按钮，可以通过文献传递方式获取全文。全文文件格式为 PDF格式。 

（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输出或按时间筛选。可以对所有检索结果或选择结果的题

录信息以文本、参考文献、XML、NoteExpress、Refworks、EndNote 或自定义格式输出。输出形式

可以是复制、导出或打印。 

（3）二次检索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或重新检索。二次检索就是在第一次检索结果的

基础上进行“在结果中检索”、“在结果中添加”、“在结果中去除”三种方式的检索，实现按需

检索区 

检索限制条件 

平台功能模块 

检

索

方

式

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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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或扩大检索范围，精练检索结果。 

 

 
三、特色功能 

1、“我的数据库”功能 

读者可以通过注册个性化的标识名，使用“我的数据库”功能，包括期刊定制、关键词定制、

分类定制、保存检索历史以及查询电子书架等功能。 

2、整合服务功能 

系统提供了相互内容的互联互通和互相验证的平台服务。用户在一个整合平台下做一次搜索就

可以看到从一次文献保障到二次文献分析、再到三次文献情报析出的全部相关内容，也可以从二次

文献、三次文献直接看到一次文献，从而使知识服务功能得以有效提升。如在“期刊文献检索”模

块的检索结果页面可切换标签到“被引期刊论文”等，链向“文献引证追踪”模块，快速检索到最

有影响力的相关研究论文。 

（编者：谭英） 

2.3.2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内容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纸质

期刊，汇集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报刊公开发表近 6000余种人文社科学术研究成果的精萃，主要包

括全文数据库、数字期刊库、报刊摘要库、报刊索引库、目录索引库、专题研究库等。收录 1995年

至今的文献，部分专题已回溯到创刊年，数据库周更新。 

二、检索方法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平台提供简单检索和高级检索等检索方式。高级检索界面如图 2.3.2-1

所示。可检索字段包括：原文出处、原刊期号、原刊页码、分类号、标题、英文标题、文章日期、

作者、译者、摘要、英文摘要和任意词等。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两部分：概览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2.3.2-2所示。 

用户点击每篇文章题目可以查看文章的简要信息和全文信息。该数据库全文为网页格式，无需

安装任何阅读器。 

 

概览区 

结

果

处

理

区 

二次检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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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1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检索方式 

 

 

图 2.3.2-2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检索结果 

（编者：燕辉） 

2.3.3 人民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人民数据》是人民网依托《人民日报》及人民网有关内容为基础，并与全国人大、中共中央

办公厅、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及中央各部委紧密合作，整合信息、资料综合而成的大型党政

时政经济管理法律数据平台，涵盖了高校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历史学、军事学、法学、

教育学、艺术九大大门类。全库共 600万篇文章，70 余万张图片，500段视频（每年）。目前我馆已

购置：中国共产党文献信息库、中国政府文献信息库、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资料库、两会文献信息

库以及中国舆情数据库。数据库日更新。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人民数据平台按照中国共产党文献信息、中国政府文献信息、党报党刊、综合等模块提供组合

检索和全文检索等检索方式。检索界面如图 2.3.3-1 所示。可检索字段包括：日期、分类、标题、

正文、版次等。 

检索区 检索限制条件 

结果精炼区 

概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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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1 人民数据库检索方式 

2、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用户可以浏览检索结果，也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点击每篇文章题目可

以直接查看文章的全文。 

（编者：燕辉） 

2.3.4 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是台湾华艺数位股份有限公司引进的台湾最大的科学期刊和论文数据

库，该数据库包含《台湾科学期刊数据库》和《台湾科学学位论文数据库》两个部分，内容涉及自

然科学、应用科学、医学及生命科学。其中，《台湾科学期刊数据库》收录台湾出版的学术文献，数

据形式为台湾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电子全文、篇目资料，收录起始时间为 1991 年，数据库日更新。

《台湾科学学位论文数据库》数据形式为台湾重要大学博硕士论文的电子全文及书目数据，收录起

始时间为 2004年，数据库日更新。 

二、浏览、检索方法 

1、浏览方式 

在数据库主页中点击“浏览”，进入浏览界面，可按照“科学期刊库”和“科学论文库”两种文

献类型进行浏览。其中，“科学期刊库”可按照主题、指标期刊、出版单位、拼音等方式浏览；“科

学论文库”可按照院校、拼音等方式浏览。 

2、检索方式 

该系统平台提供简单检索和高级检索两种检索方式，系统默认为简单检索。简单检索框位于主

页页面上方，可快速查找文章、出版物等文献；高级检索则提供更多栏目、布尔逻辑组合与筛选条

件，提供更精确的检索。高级检索界面如图 2.3.4-1 所示。 

（1）检索区：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字段。检索字段包括：篇名、关键词、摘要、作者、ISSN、

ISBN、出版名称、出版单位、论文发表系所、指导教授等。 

（2）检索限制条件：对检索内容进行限定，可选择语言、文献类型、出版地区、年代、是否全

文等。 

（3）结果显示方式：在检索前可选择检索结果页面的数据显示数量及排序方式。 

 

检索区 浏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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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4-1 高级检索界面 

3、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四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二次检索区，如图 2.3.4-2 所

示。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查看全记录，可以点击每条记录下方的“全文下载”，点

击文献篇名及期刊名可链接到各文章、各刊物的详细资料页，点击“预览摘要”，可预览文献的中英

文摘要，文献篇名后的 T、J表示文献类型，分别代表科学论文库和科学期刊库。 

（2）结果处理区可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输出或更改每页显示记录数。可对整页检索结果输出，

也可对选择数据输出。输出格式可以是详目资料、txt、endnote、refworks、Email等。 

（3）结果精炼区可对检索结果进行聚类，可按照文献类型、年代、地区、语言等进行限定。 

（4）二次检索区可输入检索词，在检索结果中进行二次检索，或修改检索式后在上方的检索框

中重新检索。 

（5）数据库全文格式为 PDF，用户点击“全文下载”后，输入一个验证码，方可下载 PDF格式

全文。 

 

图 2.3.4-2 检索结果 

三、特色功能 

平台提供数据库最新功能、最新上线的期刊、推荐阅读、研讨会信息等，方便读者及时获取数

据库最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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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罗星华） 

2.3.5 西北工业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一、简介 

西北工业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收录了我校 2001 年以后（2003 年除外）部分学位论文的

全文数据，校内读者均可上网检索和下载。收录论文不包含涉密论文。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该数据库提供两种检索方式：一般检索和组合检索。组合检索的界面如图 2.3.5.-1所示。 

（1）检索区：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字段。检索字段包括：题名、作者、第一导师、关键词、

研究方向、培养单位等。 

（2）检索时间限制：最早可检索本年度前两年的学位论文。 

2、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详细页面可以查看论文的作者、导师、研究方向、院系、中英文摘要等信息，如需查

看原文，可点击“原文件”进行查看。 

 
图 2.3.5-1 组合检索界面 

（编者：罗星华） 

2.3.6 就业数字图书馆使用指南 

一、简介 

《就业数字图书馆》以提升在校大学生就业能力为目标，为大学生提供一个从入校到就业、从

知识学习到职业认知、从职业素质培训到综合能力提升的整体解决方案，为高校大学生提供专业、

持续、全面的就业知识服务。数据库日更新。 

平台包含以下数据库：《云职微聘招聘数据库》、《中国职业深度解析数据库》、《就业能力测评系

统》、《知之考题库》、《中国重点行业就业指导数据库》、《中国重点城市大学生求职攻略数据库》、《中

国就业创业政策法规库》、《大学生求职知识超市》和个性化服务平台—“我的职业生涯”。 

二、检索方法 

以《云职微聘招聘数据库》为例， 30 秒内即可完成的微简历注册功能、让学生直接面向基础

数据超过 500 万条、日更新一万条以上（有效）数据的招聘数据云，同时实现简历快速投递、职位

检索区 

检索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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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更新、企业互动等多种实用功能。该数据库包含 My微简历、My Job、猎职位、在路上、宣讲会、

校园招聘及其他专题。 

1、注册名片式微简历；点击“My 微简历”，通过输入基本信息即可完成注册，如姓名、性别、

毕业院校、专业、最高学历、工作经验、联系电话、邮箱、目标职位、目标城市等。 

2、浏览海量招聘信息：点击“My Job”，即可浏览来自各大招聘门户网站的招聘信息。 

3、精确招聘信息定位：点击“猎职位”，可根据个人求职需求，精确定位招聘信息。检索界面

及结果如图 2.3.6-1所示。 

4、即时获取宣讲会及校园招聘的信息；可将个人信息即时送达招聘企业；实现招聘企业与求职

者的阅读反馈互动； 

 

 

图 2.3.6-1 检索界面及结果显示 

三、特色服务 

注册“我的职业生涯“，通过个性化定制，方便读者应用。如编辑制作视频简历、文字简历；

定制职业、行业、城市专题；浏览某专业毕业生分析，匹配行业、职业、企业；热门岗位及热门行

业推荐；收藏就业力测评结果；获取相关学习视频、就业力累计情况等。 

（编者：罗星华） 

2.4 中文文摘索引数据库 

2.4.1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使用指南 

一、简介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简称 CSCD)是中国科学院创建的

针对中文出版的科学期刊文献的索引数据库。收录了我国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

学、农林科学、医药卫生、工程技术、环境科学和管理科学等领域出版的中英文科技核心期刊和优

秀期刊千余种，可检索到 1989 年至今的文献。汤森路透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将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嵌入到 Web of Science
TM
 平台中，让全世界更多的科研人员了解中国的科研发

展及动态。数据库周更新。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提供“基本检索”、“被引参考文献检索”和“高级检索”三种检索方式。

导航条 

检索区 

检索结果

显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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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检索、被引参考文献检索适于普通用户使用，高级检索适于专业技术与信息人员使用。系统支

持英文或简体中文检索，但无法在同一字段中执行中/英文混合检索。这里只介绍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方式，检索引用了发表的著作的记录，其通过参考文献即文献间的引证关系来展开检索。 

第一步，输入有关被引著作的信息。检索界面如图 2.4.1-1所示。 

 

图 2.4.1-1 CSCD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步骤一 

第二步，选择被引参考文献并单击“完成检索”。检索界面如图 2.4.1-2所示。 

2、检索技巧 

（1）输入主要被引作者姓名，也可以输入第二作者的姓名。主要作者的姓名将总是出现在“被

引参考文献索引”中“被引作者”栏内的第一位。检索时使用的第二作者姓名也将显示在索引中，

但姓名前面带有省略号 („„)。  

（2）“显示所有作者”链接：按在出版物中出现的顺序显示主要作者和第二作者的姓名。如果

只有一个或两个作者，且这些作者的姓名都出现在“被引作者”栏中，则该链接不会显示。 

（3）“显示完整标题”链接：显示有关已发表被引著作的完整标题信息，否则显示被引来源出

版物的缩写标题。系统将显示被引出版物的标题，以及被引文献或其他类型已发表著作的标题。 

（4）要限制检索范围，请转至页面底部并选择一个或多个选项（例如语种和/或文献类型）。 

 

图 2.4.1-2 CSCD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步骤二 

3、检索结果 

（1）单击完成检索转至检索结果页面。系统检索引用您从“被引参考文献索引”选择的参考文

选择结果区 施引文献数量 

被引文献列表 

检索区 

检索时间限制 

添加、删除检索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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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所有出版物记录。“检索结果”页面列出的每个施引文献都引用了至少一个在“被引参考文献

索引”中选择的参考文献。 

（2）“施引文献”计数为您当前正在检索的数据库中的引文总数。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

集中，此计数包括所有年份和所有专辑的引文次数。 

2.4.2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使用指南 

一、简介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简称CSSCI）是由南京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数据库，用来检索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文献被

引用情况。收录了包括法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在内的25大类的500多种学术期刊，

可检索到2008年至今的文献。期刊每2年选刊一次，数据库年更新。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CSSCI 平台提供快速检索、高级检索两种检索方式，可分别针对“来源文献”、“被引文献”

进行检索。快速检索仅针对单个检索字段，高级检索适于多检索字段的组合检索。这里只介绍快速

检索方式，检索界面如图 2.4.2-1所示。 

（1）检索区：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字段。检索字段包括：篇名（词）英文篇名、作者、作者

（第一作者）关键词、期刊名称、作者机构、中图类号、基金细节及所有字段检索。 

（2）检索途径选择：对检索内容进行限定，可以针对“来源文献”或者“被引文献”进行检索。 

（3）来源期刊浏览：系统显示最新更新的 CSSCI 来源期刊、扩展版来源期刊和收录集刊的期刊

目录，还可以按照 CSSCI收录的 25个学科大类浏览期刊列表。 

2、被引文献检索 

（1）“被引文献”检索可以给出论著被引用的详细信息，包括引用文献的作者、篇名、期刊出

处等。检索字段包括：被引作者、被引作者（排除自引）、被引篇名（词）、被引期刊名称和被引文

献细节。这里只能检索论文第一作者的引用情况。  

（2）在针对“被引文献”进行高级检索时，可逐年显示被引次数，还可合并显示任意年度间的

总被引次数。 

 

图 2.4.2-1 CSSCI 检索方式 

3、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2.4.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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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可以点击每条记录后面的“ ”查看全文。 

（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输出下载或收藏，还提供列表和视图二种结果显示

方式。可以对所有检索结果输出，也可以对选择数据输出，支持 TXT 和 XLS 两种输出格式。在“来

源文献”库中检索出结果以后，对选中的文献“下载”，输出文件中的第一项“【文件序号】”即

为该篇文献的收录号。“被引文献”不提供收录号。 

 

图 2.4.2-2 CSSCI 检索结果 

（3）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及聚类分析。二次检索则是在检索框内输入内容，

选择字段对当前检索结果进行精炼。聚类分析可以对检索结果集的文档类型、学科、期刊和年代进

行分析。 

三、特色功能 

1、个性化功能 

个性化功能是针对个体用户的服务功能，所以需要注册个人账户，才能使用。注册后，用户可

以对检索的重要数据进行收藏，方便读者统一管理，避免再次查找。 

2、查看文献详细链接 

来源文献详细页和被引文献详细页中都对来源文献作了关联链接，实现了从被引文献到以往来

源文献的追溯检索，方便读者拓展阅读。 

（编者：谭英） 

2.5 中文多媒体数据库 

2.5.1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新东方在线推出的“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是集网络课堂、在线考试、多媒体互动为一体的“一

站式”综合学习平台。包含口语学习空间、四六级、考研、出国留学(GRE、TOEFL、GMAT)、日语、

法语、德语等课程，满足不同读者学习需求。除丰富的网络课程外，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还提供大

量学习服务，包括考试中心、励志视频、最新学习资讯、学习互动、内部资料下载等。 

二、特色功能 

1、导航 

概览区 

结果处理区 

结果处理区 

结
果
精
炼
区 



                                                         数据库检索指南 

33 
 

导航栏涵盖多媒体学习库全部内容，整合后分为课程中心、考试中心、爱学服务三部分，在导

航栏里可以选择进入各个部分，如图 2.5.1-1。 

 

2.5.1-1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特色功能 

课程中心可以从导航栏里进入，也可以从课程分类选择课程所属类别进入。主要提供国内考试、

出国考试、应用外语、实用技能等多类网络课程。 

考试中心包括四级、六级、考研英语、英语 AB级等多套经典题库，题库内容包含模拟试题、预

测试题、真题等。同时新增每日一测、试题精选，每日更新最新、最热试题。 

多媒体学习库的“爱学服务”由爱学励志、爱学资料、爱学互动、爱学资讯四部分组成。 

2、个性化功能 

只有注册用户方可使用“个人中心”的所有功能，如课程管理、考试管理、收藏课程和考试、

记录听课进度等。 

3、移动服务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可以通过下载客户端使用移动服务。移动学习产品包含新东方学口语、学

词系列（学词-四级、学词-六级、学词-考研、学词-托福、学词-雅思、托福词汇 8000）、公开课（大

师讲堂）、多纳学英语等内容。 

4、校外服务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校外访问于 2014年 3月 11 日上线，如果要在校外访问，需提前在本校 IP

范围内登录时注册个人账户。 

2.5.2 网上大学堂视频教育资源库使用指南 

网上大学堂视频教育资源库是专门为高等院校本科生、研究生制作的示范性视频课程，也可供

教师作为授课参考。涵盖了数学、物理、计算机、外语、经管、法学、教育学等几十个学科，分别

由清华、北大、浙大等多所重点院校的名师主讲。其内容系统、完整，并完全遵照国家教学大纲，

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2.5.3 中国探索教育视频资源库使用指南 

中国探索教育视频资源库是由中央电视台三大出版社之一----北京科影音像出版社集 50 年科

教片制作经验，全面整合央视资源推出的一款视频影像产品。中国探索教育视频资源库以央视近百

导航 

课程分类 

特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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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栏目、年更新量 600 小时的节目资源为依托，全力打造满足中国整体社会教育市场需求最大的视

频资源数据库。 

中国探索教育视频资源库囊括央视最具人气的科教节目，如《百家讲坛》、《探索发现》、《诗歌

散文》、《百年中国》、《教科文行动》、《走进科学》、《百科探秘》、《中国史话》、《世界遗产之中国档

案》、《走遍中国》、《大家》、《子午书简》、《历程》、《生物的奥秘》、《神奇之窗》、《探索宇宙》、《科

技博览》、《绿色空间》、《四大名著》、《人体健康》、《极地跨越》、《科学世界》、《上下五千年》、《运

动空间》等精典栏目。 

2.5.4 美国探索教育视频资源库使用指南 

精选整合美国探索频道（Discovery）和国家地理频道（National Geography）近年来的最新节

目，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工程巡礼、科学发现、军事天地、自然星球、历史人文、生物百科、宇宙

科幻、犯罪调查等 20余个专题。我校购买了 1.8万部高清晰视频节目。 

2.5.5 万方视频知识服务系统使用指南 

一、简介 

万方视频知识服务系统是以科技、教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学术视频知识服务系统，拥有 2.5

万余部视频，资源近 70 余万分钟，系统每年预计新增资源 10 万分钟以上，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学术

视频知识服务系统。我校购买了其中六大系列：《中国名师讲坛系列》，《国外优秀视频系列》，《境内

高端会议系列》，《环球高清精选系列》，《中国科学院系列》，《中信所系列》。 

二、特色功能 

个性化功能需要登入个人用户中心，登陆后系统保存用户观看过的视频，即浏览历史。还可以

添加学习计划，按照具体需求，选择学习视频。还可为视频填写学习笔记，对视频进行评价，还可

以根据自己的喜欢的学科进行订阅。 

2.5.6 MyET 英语多媒体资源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MyET英语多媒体资源库是由台湾艾尔科技、北京策腾文化开发建设的一套英语学习的多媒体英

语资源库。内容来自于世界各地知名的出版社、大学、补习班等，包含新闻英语、商用英语、校园

英语、儿童英语、实用生活会话、专业英语等等。MyET-MyCT是根据「听说教学法」（Audio-Lingual 

Me- thod）及「沟通式学习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所设计，搭配全球首创的「自动语音

分析系统」（ASASc，Auto-matic Speech Analysis System），提出先听说，后读写的语言学习方式。

MyET-MyCT 的课程资源分为基础会话篇、考试通关篇、国际交流篇、精选期刊篇（大家说英语、空

中英语教室、彭蒙惠英语杂志）、专业领域篇。我校订购了基础会话篇课程包、国际交流篇课程包，

并赠送课程 12套。 

二、使用方法 

用户使用时必须先注册个人账户，然后下载并安装 MyET客户端软件，并选择简体中文版。下载

安装完后请选择“西北工业大学服务器”，使用注册账号进入。推荐我校用户使用镜像站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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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色功能 

1、具有自动语音分析矫正功能。系统收录学习者的语句，从发音、语调、流利度、音量四个方

面分别分析学习者的发音，并进行独立评分。 

2、提供针对原始阅读素材的快、慢速朗读、跟读、角色扮演对话、Pimslear 学习法、自我检

测模式，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发音习惯选择不同的教师发音进行学习。 

3、具有学习档案管理功能，提供学习进度监控、成绩曲线、口语误区诊断等功能，可以及时了

解学习中的问题，有利于协助教师的过程管理工作。 

4、具有教师管理功能，教师可以进行在线布置、批改听说作业、统计测评成绩。 

5、提供社群互动功能，可以组织参加集体学习、在线交流、社区论坛。 

2.5.7 “知识视界”视频教育资源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知识视界”视频教育资源集结了海量的科普节目，包含了天文航天，工程技术，军事侦探，

自然科学，人文历史等多个专业类别，并有上千部科教大片可供点播观看，包括战争纪录片，科技

侦探片，前沿科技片等。我校购买了 1000小时的节目。 

二、特色功能 

1、“知识视界”推出画面检索，用户只输入所需知识点关键词，无论中英文，即刻就能从所有

视频资源中检索到所需视频画面。 

2、“知识视界” 通过时间码的指定来确定视频片段的起始时间，可直接保存到个人用户中心。

登录用户中心可直接调用物理保存视频片段。 

3、“知识视界”推出中外文双语字幕的功能。观看视频时可以切换字幕和不带字幕格式。 

2.5.8 MeTeL 国道多媒体教学资源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MeTeL（国道多媒体教学资源库）是由国道数据提供的一个以课件（PPT或 PPT打印的 PDF文件）

为主、视频音频文件为辅、涉及 80多种文件格式，完整真实再现国外先进高校课堂教学过程的多媒

体教学资源库。MeTeL现已收录美、英、加、澳等国 300 余所著名高校，1万余教师或教学小组讲授

的 2.3万余门课程、20万余课节、95万余个教学资源；涵盖 13大学科门类，100 个一级学科，300

个二级学科，涉及计算机科学技术、数学、经济学、生物学、化学、 法学、管理学、物理学、医学、

心理学、农学、文学、电子科学技术、地理学、哲学等。MeTeL 适用于研究生、本科生、留学生的

自主学习（eLearning）；同时为教师数字化授课备课（eTeaching）提供参考资料、素材。收录时间

为 2000年至今，数据库学年更新。 

MeTeL 资源语种为英文，每门课程包括课程介绍、课程须知、课程表、教学大纲、参考教材、

课任教师等；每个课节可能有如讲义、课件、音频 、视频、教学图片、教学案例、阅读材料、作业、

习题答案、试卷等几类资源；部分课节为独立的专题研讨会（Seminar）、实验实习、外出考察、演

讲讲座、会议报告等；个别课节会有相关的程序代码、数据等资源。 

二、使用方法 

（1）在导航区可以通过学科导航、院校导航、系别导航、教师导航，精选课程等多种途径检索

课程以及参考资料，如图 2.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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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 MeTeL 注册的个人账户，系统提供自学管理功能，包括收藏课程、取消收藏、记录学

习轨迹、做笔记等。进入课程主页，点击 加入自学课堂中，如图 2.5.8-2。 

 
图 2.5.8-1 MeTeL 主页 

三、特色功能 

1、MeTeL平台嵌入“国道词典”、“学术例句”、“知识问答”等增值辅助功能，国道词典词

汇量达 300万条；在每页面底部都附有“MeTeL 使用指南”，随时方便读者调用。 

2、MeTeL 设有教材中心栏目，列出了相关课程所用教材或参考书的简要书目信息和权威书评，

总计 10万本，且 90%以上的教科书还帮助指明国内馆藏位置，帮助读者实现馆际互借。 

3、提供了“我要定制”、“论坛”、“意见反馈”、“喜欢”等互动社区功能，让读者能够主

动参与纠错、评论、建议，满足用户个性需求。 

4、平台支持多种移动终端访问，支持基于 HTML5 标准的浏览器，支持下载离线阅读视听。 

 

图 2.5.8-2 MeTeL 课程管理 

2.5.9 世界名校精品课资源共享平台使用指南 

世界名校精品课资源共享平台是基于现代最先进的流媒体及视频传输技术所开发的公共视频资

源分享服务系统。平台汇集了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斯坦福

大学、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各大名校著名教授的视

频课程资源，内容涉及人文、历史、经济、哲学、理科、工科、社会等各个学科。系统专门对精品

课视频资源进行翻译制作，使学习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没有限制的学习和获取知识。系统实现了智

能采集和点播数据智能化分段分发。通过对视频点播文件的打碎、分片、重组，实现了视频点播的

P2P 流体传输，使用户在观看点播文件的同时，也为其他用户提供本地所缓存的视频内容。 

（编者：赵婉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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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要外文数据库资源 

3.1 外文文摘索引数据库 

3.1.1 Ei Compendex 工程索引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Ei Compendex(美国工程索引，简称 Ei)数据库是世界著名工程领域的文摘索引数据库。

收录了选自 5000 多种工程类期刊、会议论文集和技术报告的摘要信息。涵盖了工程和应用

科学领域的各个学科，可检索到 1969 年至今的文献。数据库周更新。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Ei 平台提供“Quick Search”（快速检索）、“Expert Search”（专业检索）和

“Thesaurus Search”（叙词检索）三种检索方式。快速检索适于普通用户使用，专业检索

和叙词检索适于专业信息人员使用。这里只介绍快速检索方式，检索界面如图 3.1.1-1所示。 

 

 

图 3.1.1-1 Ei 检索方式 

（1）检索区（ SEARCH FOR）：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字段。检索字段包括：

Subject/Title/abstract（关键词/题目/文摘）、Abstract（文摘）、Author（作者）、Author 

affiliation（作者单位）、Title（题目）、Ei Classification code（Ei分类代码）、CODEN

（出版物代码，6位字符代码）、Conference information（会议信息）、ISSN、Ei main heading

（Ei主主题词）、Publisher（出版单位）、Source title（文章来源）、Ei controlled term

（Ei受控词，即叙词）、Country of origin（国家）和所有字段（All Fields）。 

（2）检索限制条件（LIMIT TO）：对检索内容进行限定，可以限制其出版类型、文章类

型、语种、时间范围等。 

（3）结果排序方式（SORT BY）：检索之前即可选择检索的排序方式，包括 Relevance

（相关度）和 Publication year（出版时间）。这个区域还包含一个“Autostemming off”

选项，即自动字根运算按钮，选择后系统将不在对检索词进行字根运算。自动字根运算是将

一个英文单词的字根抽取出来，将该词的各种词性变化的文献全部检索出来。 

（4）索引浏览（Browse Indexes）：提供一些检索字段的索引，供用户从中选择需要的

检索区 

检索限制条件 结果排序方式 

索引浏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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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词。Ei提供的索引浏览的字段有作者、作者单位、受控词、文章来源、出版单位。 

2、检索技术 

参考第一章 1.2节。 

3、检索技巧 

（1）作者检索：所有外文数据库中作者检索的格式均是“姓在前名在后”，而 Ei中作

者姓名数据不规范，一个作者姓名可能有多种表达方式，如“王晓波”的 Ei 检索格式可能

有：wang xiaobo、wang xiao-bo、wnag xiao_bo、wang x.b.、wang x.、wang x-b、wang x.-b

等等。检索技巧有：①将上述各种形式以下面的检索表达式的形式检索（注意检索字段必须

选择“Author”），“wang xiaobo or wang xiao-bo or wang xiao_bo or wang x.b. or wang 

x. or wang x-b or wang x.-b”；②作者截词运算符：“wang x*”；③只检索姓，但是需

要结合其他检索条件共同使用，如与作者单位或主题词等：“wang”；④使用索引浏览

（Browse Indexes）中的作者索引，查找各种拼写形式。 

建议作者撰写论文时将姓名以规范形式书写，有助于精确检索到相关作者的文章。如

“王晓波”是“wang xiaobo”，刘军是“liu jun”。 

（2）作者单位检索：由于作者撰写论文时书写单位名称时不规范，使单位名称检索时

会很麻烦，如“西北工业大学”就会有很多种写法，综合多种写法，使用截词算符和“或”

运算符，总结出以下检索表达式：“northwest* poly* univ or nw poly* univ* or 710072”。

另外可以使用索引浏览 

（3）主题检索：重视检索词的选取，选取专业通用名称的词语，注意同义词、近义词、

缩写、型号等词语的选取。 

4、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3.1.1-2所示。 

 
图 3.1.1-2 Ei 检索结果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查看全记录，可以点击每条记录下方的“Detailed”

或“Abstract”，如果图书馆订购该篇文章的全文，会看到“Full text”按钮，点击可以

直接打开全文，而“Full Text Link”则是与图书馆的书目查询系统相连的。 

（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输出或更改每页显示记录数。可以对所有

检索结果输出（最多不超过 500 条），也可以对选择数据输出。输出形式可以是下载本地

（Download）、打印（Print）、发送到邮箱（Email）。 

（3）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及聚类分析。二次检索则是，在结果内

限定选择“Limit to”，排除部分结果选择“Exclude”。聚类分析可以对检索结果集的作

者、作者单位、国家、年代、出版、文档类型、语种、受控词、出版商等进行分析。比如，

对作者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某方面的专家（即发文最多的作者）；对年代分析，可以了解

概览区 

结果处理区 

结果精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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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的发展趋势；对作者单位分析，可以了解某研究的主要研究机构等等。 

三、特色功能 

1、个性化功能 

个性化功能是针对个体用户的服务功能，所以需要注册个人账户，才能使用。注册后，

用户可以使用定制邮件提醒（Create Alert），创建 RSS跟踪（RSS Feed），保存检索式（Save 

Search）等功能。以上跟踪或提醒服务可以是针对主题的，也可以是针对个人或机构或某个

出版物的，方便用户及时了解最新动态。 

2、咨询专家功能 

Ei 数据库有各种咨询专家，帮助用户解决数据库使用及信息查询当中遇到的问题。点

击“Ask an expert”，可以向工程师，产品专家，或图书管理员提问。 

（1）咨询工程师：EI提供包括化工，机械，工业，店里，制造，材料和电脑方面的工

程主题，选择相关主题领域后，用户通过电子邮件，向相应领域的工程师进行免费咨询。 

（2）咨询产品专家：可以咨询 Ei数据库情况和数据库的功能。 

（3）咨询图书馆员：如果您在进行检索时有任何疑问，可以直接发送电子邮件给图书

管理员，可以帮助用户制定检索策略，找到合适的文献源。 

3、在线培训 

EI 数据库还提供免费的在线培训课程，可以通过注册登录后，访问在线培训网址

http://trainingdesk.elsevier.com/ 或 者 http://www.elsevier.com/online-tools/ 

engineering-village 了解更多内容。 

（编者：师俏梅、张燕） 

3.1.2 Web of ScienceTM(SCI/SSCI/CPCI 科学引文/社会科学引文/

国际科技会议录索引)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以前的 Web of Knowledge 已更名为 Web of Science，而以前的 Web of Science 更名

为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Web of Science
TM 
核心合集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多学科的学术文献文摘索引数据库，经过

严格的遴选，收录了 10,000 多种世界权威的、高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和超过 11万个国际会议

的学术期刊，内容涵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生物医学、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等领域，最

早回溯至 1900年。数据库周更新。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提供几种综合性引文数据库： 

1、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科学引文索引）：涵盖 176个学科的 8,600 

多种高质量学术期刊，数据最早可回溯至 1900年。 

2、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涵盖 56个社会科

学学科的 3,100多种权威学术期刊，可检索 2010年至今的数据。 

3、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CPCI，会议论文引文索引）：前身是

Index to Scientific & Technical Proceedings（简称 ISTP），收录了来源于图书、期刊、

报告、连续出版物及预印本的超过 148,000个国际会议录，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个版本，

涉及 250多个学科。可检索 2001年至今的数据。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Web of science平台提供“基本检索”、“作者检索”、“被引参考文献检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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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结构检索”和“高级检索”多种检索方式。基本检索、被引参考文献检索适于普通用户使

用，化学检索和高级检索适于专业信息人员使用。这里只介绍基本检索方式，检索界面如图

3.1.2-1所示。 

 

 

 
图 3.1.2-1 SCI 基本检索方式 

（1）检索区：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字段。检索字段包括：主题、标题、作者、作者

识别号、团体作者、编者、出版物名称、DOI、出版年、地址、机构扩展、会议、语种、文

献类型、基金资助机构、授权号、入藏号。 

（2）检索限制条件：对检索内容进行限定，可以限制时间范围和子数据库范围。系统

默认是子数据库全选，可以根据需要单选，以便区分收录数据库的名称。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是通过参考文献即文献间的引证关系来展开检索。通过作者所引用的

参考文献发现论文间潜在的科学关系，以获取相关的科学研究信息。通过回溯以往的研究成

果并跟踪其最新进展，了解谁在引用作者的文章，评估同事著作的影响力，并追踪当前最受

关注的核心热点文章。 

2、检索技术 

（1）布尔运算符： 

Web of Science 的布尔运算符有：AND、OR、NOT。 

（2）位置运算符： 

Web of Science 的位置运算符有：NEAR 和 SAME。 

NEAR：表示两个检索词间彼此相隔不到 15个单词。 

NEAR/x：表示两个检索词间可以有 x个单词。 

SAME：SAME主要用于“地址”检索，在使用多个地址检索词时，需要使用 SAME将其组

配在一起。注意，此时必须使用括号。例如： 

(Northwest* poly* univ* SAME CHINA)查找“地址”字段中出现“Northwest* poly* 

univ*”（西北工业大学）以及“CHINA”（中国）的记录。 

（3）截词运算符： 

Web of Science 的截词运算符使用通配符(*$?)，在检索式中表示未知字符。 

星号(*)：表示任何字符组，包括空字符。 

问号(?)：表示任意一个字符。对于检索最后一个字符不确定的作者姓氏非常有用。例

如，Barthold?可查找 Bartholdi和 Bartholdy，但不会查找 Barthod。 

美元符号($)：表示零或一个字符。对于查找同一单词的英国拼写和美国拼写非常有用。

例如，flavo$r可查找 flavor和 flavour。 

子数据库列表 

 

增加多个检索框 

 

检索限制条件 

检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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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索技巧 

（1）作者检索：web of science中作者姓名的著录通常为姓的全拼加名的缩写，如“王

晓波（Wang XiaoBo）”的检索格式为：wang xb。 

作者检索技巧是仅通过作者姓名检索，往往会因同一姓名缩写相同而检索出许多不相关

的文献，可增加其他检索条件进行组合检索，如与地址、刊名、发表年、合作者或主题词等。 

建议作者撰写论文时将姓名以规范形式书写，有助于精确检索到相关作者的文章。如

“王晓波”是“wang xiaobo”，刘军是“liu jun”。 

（2）作者单位检索：由于作者撰写论文时书写单位名称的不规范，使得按照单位名称

检索时出现误差，如“西北工业大学”就有很多种写法。综合多种写法，使用截词算符和“或”

运算符，总结出以下检索表达式：“northwest* poly* univ* or nw poly* univ* or 710072”。 

（3）主题检索：重视检索词的选取，选取专业通用名称的词语，注意同义词、近义词、

缩写、型号等词语的选取。 

（4）入藏号检索：根据 SCI/SSCI/CPCI 收录号，勾选对应的子数据库选项，即可直接

查找到对应文章。 

4、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3.1.2-2所示。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点击文章题目可以查看全记录，点击每条记录下

方的“查看摘要”按钮可以查看摘要，点击“出版商处的全文”可以链接至出版商原文页面，

如果图书馆订购该篇文章的全文，便可以下载全文。 

（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保存输出、添加至记录表，以及对结果进

行分析和创建引文报告等功能。排序方式可按照出版日期、被引频次、相关性、第一作者、

来源出版物名称以及会议标题等升序或降序进行。可以对所有检索结果输出（最多不超过

500 条），也可以对选择记录输出。输出形式可以是打印（Print）、发送到邮箱（Email）、

保存本地（通常选择保存为其他文件格式）。分析检索结果功能可以对结果进行聚类分析，

分析的字段包括作者、会议名称、国家/地区、文献类型、语种、机构、出版年、研究方向、

出版物名称等。比如，对作者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某方面的专家（即发文最多的作者）；

对机构分析，可以了解某研究的主要研究机构等等。创建引文报告功能可以追踪引文，创建

格式化报告（Citation Report），以查看有关个人或机构的重要引文信息。通过引文关系图

（Citation Maps），能够以可视化的方式轻松了解引文关联情况，揭示一篇文章的引文关系。 

（3）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精确检索。精确检索的选项包括：文献类型、

研究方向、作者、出版物名称、丛书名称、会议名称、出版年、机构扩展、基金资助机构、

国家/地区、语种、开放获取等，限定结果后点击“精炼”，即可得到二次检索结果。 

5、SSCI、CPCI 的检索方法同上，不再赘述。 

 

 

图 3.1.2-2 SCI 基本检索结果 

结果

精炼

区 

 

创建检

索跟踪 

概览区 

结果处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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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色功能 

1、个性化功能 

个性化功能是针对个体用户的服务功能，所以需要注册个人账户，才能使用。注册后，

用户可以使用定制跟踪、保存检索式等功能。 

创建跟踪服务和 RSS服务：在检索结果列表显示窗口可直接执行“创建跟踪服务”。通

过保存一般检索、被引参考文献检索和化学结构检索的检索结果，创建电子邮件跟踪服务，

用户就可以及时获得所关注领域的最新信息。还可以对已保存的检索和引文跟踪服务

（Citation Alert）创建 RSS种子。 

2、新增 Google Scholar 链接 

从谷歌学术搜索时，可以直接浏览到某篇文献在 Web of Science 中的被引用次数，并

进入到该篇文献的记录当中。 

3、在线培训 

Web of Knowledge
TM
在线大讲堂是汤森路透推出的“汤森路透发现之旅”的系列活动之

一，每年分春季和秋季两场活动。分别针对科研与研发人员、以及图书馆员和情报分析人员，

开发了共 19 节精彩的在线免费课程。基于不同学科背景、以及科研与研发过程各个重要环

节，为用户深入浅出地讲解如何高效利用一流的信息平台，轻松开展一流的科研与研发。了

解更多内容请进入网站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ne/。 

4、新增功能 

检索结果中添加对 ESI 高被引/高热点论文的标识，在全记录显示页面可以查看期刊的

排名、JCR分区，还可直接用记录中的关键词执行超文本检索。 

（编者：谭英） 

3.1.3 Scopus 文摘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Scopus 是爱思唯尔（Elsevier）公司推出的多学科的文摘和引文数据库，它收录了来

自于全球 5,000余家出版社的近 19,000种来源期刊，其中同行评审期刊 16,500 种，涵盖生

命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艺术、自然科学、医学四大门类 27个学科领域。自 1996年以来的

记录包括文后参考文献信息，文献类型包括期刊、会议论文、丛书、专利等，可检索 1960

年至今的文献。数据库周更新。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Scopus 平台提供“Document Search”（文档检索）、“Author Search”（作者检索） 

“Affiliation Search”（地址检索）和“Advanced Search”（高级检索）四种检索方式。

文档检索界面如图 3.1.3-1所示。 

（1）检索区（SEARCH FOR）：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字段。检索字段包括：Article 

Tiitle/Abstract/Keywords（题目/文摘/关键词）、Author（作者）、First Author（第一作

者）、Source Title（文章来源）、Article Title （题目）、Abstract （摘要）、Keywords

（关键词）、Affiliation（作者单位）、Language（语种）、ISSN、Title（题目）、CODEN（出

版物代码，6位字符代码）、DOI、Reference（参考文献）、Conference（会议信息）等。 

（2）检索限制条件（LIMIT TO）：对检索内容进行限定，可以限制其文章类型、时间范

围、学科范围等。 

（3）索引浏览（Browse Indexes）：提供期刊的索引，可以按照学科或字顺进行浏览。 

http://tushuguan.nwpu.edu.cn/info/1462/30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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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1 Scopus 检索方式 

2、检索技术 

（1）逻辑运算符 

逻辑与为 AND；逻辑或为 OR；逻辑非为 AND NOT 

（2）位置运算符 

PRE/n：表示两个词前后顺序不能改变，即第一个检索词必须在第二个检索词之前，且

词间最多可以插入 n 个单词（“n”可以为 0 到 255 之间的任何数字）。如 behavioural 

PRE/3 disturbances 可以找出 "behavioural" 在 "disturbances" 之前且间距不超过 3 

个单词的论文。 

W/n：表示两个词前后顺序可变的，且词间最多可以插入 n个词。如 pain W/15 morphine 

可以找出带有 "pain" 和 "morphine" 并且两词间距不超过 15 个单词的论文。 

（3）截词运算符 

?：可以替换单词中任意位置上的一个字符。如 nure?berg 可以找到 Nuremberg 和 

Nurenberg。 

*：可以替换单词中任意位置上的多个字符。如 behav* 可以找到 behave、behavior、

behaviour、behavioural、behaviourism 等。又如 *tocopherol 可以找到 α-tocopherol、

γ-tocopherol、δ-tocopherol、tocopherol、tocopherols 等。 

3、检索技巧 

（1）作者检索：检索技巧请参见 EI 数据库。此外，Scopus 给每位作者都提供一个唯

一的身份标识 ID。例如从 Scopus中对加利福尼亚大学物理系的 Jorge E．Hirsch 教授进行

检索，得到的检索结果包括作者名字的其他拼写方法 Hirsch，Jorge E，Hirsch，Jorge 和

Hirsch，J.E，作者编号 Author ID为 14831221200，这个编号就是该作者在 Scopus 的身份

标识。通过唯一 ID 号，即便作者在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出版社署名有所不同，仍能够准确判

断出作者。 

（2）Scopus 在引文分析过程中引进了一个新的指标：“H 指数”。 h代 表“高引用

次 数”（highcitations）。 一个人的 h 指数是指他至多有 h篇论文分别被引用了至少 h

次。例如，某作者的 h 指数是 49，这表示他已发表的论文中，每篇被引用了至少 49次的论

文总共有 49篇。 

4、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3.1.3-2所示。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将鼠标停留在每条记录的标题上，记录下方会出

现“view at publisher”（从出版商页面查看记录）、“show abstract”（显示摘要）、

“related documents”（相关文献），如果图书馆订购了该篇文章的全文，会在打开这条记

录的页面上看到“download”按钮，点击可以下载全文。如果某篇文章本馆有纸本馆藏文献，

检索区 
索引浏览 

检索限制条件 



                                                          数据库检索指南 

44 
 

Scopus则可以直接链接到本馆 OPAC上，显示该文献的具体收藏情况；如果某文献在本馆有

电子版馆藏，Scopus 则可以直接链接到已购全文数据库中该篇文献的位置。 

（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输出或更改每页显示记录数。可以对所有

检索结果输出（最多不超过 51 条），也可以对选择数据输出。输出形式可以是下载本地

（Download）、打印（Print）、发送到邮箱（Email）。 

（3）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及聚类分析。二次检索则是，在结果内

限定选择“Limit to”，排除部分结果选择“Exclude”。聚类分析可以对检索结果集的作

者、作者单位、国家、年代、学科、文档类型、语种、关键词等进行分析。 

 
图 3.1.3-2 Scopus 检索结果 

三、特色功能 

1、个性化功能 

个性化功能是针对个体用户的服务功能，所以需要注册个人账户，才能使用。注册后，

用户可以使用定制邮件提醒（Create Alert），创建 RSS跟踪（RSS Feed），保存检索式（Save 

Search）等功能。以上跟踪或提醒服务可以是针对主题的，也可以是针对个人、机构、某篇

文献或某个出版物的，方便用户及时了解最新动态。 

2、即时咨询与在线教程 

即时咨询功能提供周一至周五全天候的咨询服务，任何技术或访问的相关问题都可以咨

询，如果涉及到 Scopus 内容的更正，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scopussupport@elsevier.com。此

外，Scopus数据库提供免费的在线视频教程，你可以访问如下网址进行观看。

http://help.elsevier.com/app/answers/detail/a_id/3706/p/8150/incidents.c$portal

_account_name/53061 或 http://trainingdesk.elsevier.com/products/Scopus 

（编者：张燕、师俏梅） 

3.1.4 SciFinder 美国化学文摘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CAS（美国化学文摘社）是全球化学信息的最权威机构，创建于 1907 年，用户通过

SciFinder 可以访问美国化学文摘社（CAS）的多个数据库，包括：CAPLUS、CAS REGISTRYSM、

CASREACT、CHMLIST、CHEMCATS和 MEDLINE。SciFinder 收录了 1840年以来的数据，是关于

化学、化工及相关学科（包括生物医学、工程、材料、农业等）研究的重要信息来源。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使用 Scifinder 平台必须先创建 SciFinder Web 帐号，建议邮箱使用@nwpu.edu.cn 或

结果精炼区 

概览区 

结果处理区 

mailto:请发送电子邮件至scopussupport@elsevi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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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nwpu.edu.cn来注册。 

Scifinder 平台共提供三种检索方式，包括文献检索方式、物质检索方式和反应检索方

式。其中文献检索方式和物质检索方式又按检索内容不同进行细化。 

文献检索方式包括：“Research Topic”（主题检索）、“Author Name”（作者名检索）、

“Company Name”（机构名检索）“Document Identifier”（ 文献标示符检索）、“Journal”

（期刊检索）、“Patent”（专利检索）和“Tags”（标签检索）七种检索方式。在主题检

索的“Advanced Search”(高级检索)中，可以选择限制条件，精简检索结果。这里只介绍

主题检索方式，检索界面如图 3.1.4-1所示。 

物质检索方式包括：“Chemical Structure”（结构检索）、“Markush”（Markush检

索）、“ Molecular Formula”（分子式检索）、“ Property”（理化性质检索）和“Substance 

Identifier”（物质名称，CAS No检索）五种检索方式。 

反应检索可以通过反应式和反应产物两种方式进行检索。 

 

 

图 3.1.4-1 Scifinder 检索方式 

2、检索技巧 

（1）在使用文献检索方式时，若检索某特定领域的文献推荐使用主题检索。SciFinder

对于主题词检索支持概念（Concept）的扩展，能检索到所有的同义词、近义词及词的不同

书写形式。主题检索时最多输入 5 个检索词（3 个左右最好），在适当的词语之间使用介词

（of, with, to, in)链接，比如：如果想查询 anabolic steroids in horses(马的促蛋白

成甾类）的分析方法，最好在主题检索里面输入 analysis of anabolic steroids in 

horses(马的促蛋白成甾类的分析），尽量避免输入像 analysis anabolic steroids horses

或 analysis and anabolic steroids and horses 的短语。并且注意不要使用 and、or、not

等逻辑运算符。 

（2）在使用物质检索方法时，可以检索到以下内容：物质对应的文献，通过进一步勾

选该物质在应用、合成、催化剂等方面的文章；物质对应的反应，仅出现反应式，可以进一

步勾选物质在反应中的反应角色，例如：反应物、催化剂、试剂等；物质的商业来源信息，

提供关于物质全球供应商信息；物质的谱图信息，包括预测的谱图和实验谱图；物质的管控

信息，物质存储运输条件。 

若检索有机物，天然产物相关的文献，推荐使用结构式检索，再由物质链接到相应的文

献。在检索专利中的 Markush 结构时，推荐使用 Markush 检索，再由物质链接到相应的文献。

若检索无机化合物相关文献，推荐使用分子式检索，再由物质链接到相应的文献。若检索高

分子化合物相关文献，推荐使用分子式和结构检索，再由物质链接到相应的文献。 

（3）在使用反应检索时，可以检索到所关注的反应结果集。包括：反应物、产物、产

检索区 

 

文献检索 

 

检索限制条件 

 

物质检索 

 

反应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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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反应步骤、反应时间以及反应详细的语言描述。 

若有明确反应中心或核心结构的反应，推荐在特定位点上的反应检索，或亚结构反应检

索。若寻找反应中心一样的单步反应，推荐相似反应检索。 

3、检索结果 

主题检索结果分为两步，第一步显示主题检索结果分析，选择后，第二步显示文献检索

结果。具体步骤如下： 

（1）系统自动将根据检索词对检索结果进行扩展，如图 3.1.4-2 所示。第一行表示按

照用户输入内容进行检索。第二行“Closely associated with one another”表示，系统

将检索式进行拆分和扩展，所检索出的文献，检索词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字段中。第三行

“Were present anywhere in the reference”表示拆分和扩展后的检索词将会出现在记录

的任意位置。第四行和第五行显示出系统检索出每个检索词相关的文献。 

 
图 3.1.4-2 Scifinder 主题检索结果分析 

（2）文献检索结果页面分为结果精炼区、结果处理区和概览区。如图 3.1.4-3 所示。 

① 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如果图书馆订购该篇文章的全文，会看到“Full 

text”按钮，点击可以直接打开全文。 

② 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引文次数排序、题目排序、作者排序和出版时间排

序。 

③ 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和聚类分析。在“Analyze”下系统提供

作者姓名、物质、学科名称、机构名称、所属数据库、文献类型、索引词、CA 概念标题、

期刊名称、出版语言、出版年代和附加词等分析方法；在“Refine”下，系统提供主题词、

作者姓名、机构名称、文献类型、出版年代、语言和所属数据库 7种二次检索方式。另外在

学科分析方面，系统提供“Categrize”分析工具，可以获得相关学科方面的文献。 

 

图 3.1.4-3 Scifinder 中的检索结果 

三、特色功能 

1、个性化功能 

用户可以使用定制邮件提醒（Keep Me Posted），保存检索式（Save Search）和预览物

质信息（Quick View）等功能，方便用户及时了解最新动态。 

2、在线培训 

Scifinder数据库还提供免费的在线培训课程，可以通过注册登录后，访问在线培训网

结果分析区 

结果处理区 

 

概览区 

 

结果精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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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http://www.cas.org/training/scifinder了解更多内容。 

（编者：赵婉忻） 

3.1.5 ProQuest 数据库平台使用指南 

一、简介 

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公司通过 ProQuest 数据库平台提供了一组数据

库，涉及商业经济、人文社会、医药学、生命科学、水科学与海洋学、环境科学、土木工程、

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等领域，包含学位论文、期刊、报纸等多种文献类型。该平台数据库

属于文摘索引型数据库，我校购买了其中 3个数据库：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A&I: The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Collection（PQDT）

（1637-至今） 

NTIS Database (National Techn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1964 - 至今)   

Technology Research Database  (1962 - 至今) 

其中，Technology Research Database包含以下 3个分库： 

Advanced Technologies Database with Aerospace  

Engineering Research Database 

Materials Research Database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ProQuest 数据库平台提供基本检索和高级检索两种检索方式，高级检索中又分为高级

检索、命令行检索、图和表检索、以引文查找全文等四种方式。页面默认简单检索方式，这

里介绍高级检索方式，检索界面如图 3.1.5-1所示。 

 
图 3.1.5-1 ProQuest 检索方式 

（1）选择数据库：数据库默认为全部选择，也可查看数据库列表，选择单一资源或数

据库组合，或者在学科领域区选择某一学科，在选中的学科资源界面，可看到所包含数据库

的介绍、收录主题时间范围以及更新周期等。 

（2）检索区：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字段。检索字段包括：所有字段、所有字段 ALL

（不含全文）、 出版物名称（PUB）、文档标题（TI）、文档全文（FT）、摘要（AB）、主题词

（SU）、作者（AU）、标签（TAG）、标示符（IF）、参考文献（REF）、分类（CL）。 

（3）检索限制条件：对检索内容进行限定，可以限定其出版日期、出版物类型、文档

类型、语言、结果排序方式、每页显示记录数等。 

检索区 

检索限制条件 

 

选择数据库 

学

科

领

域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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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索技术 

（1）逻辑算符：逻辑算符 and、or、not的使用，参考第一章 1.2节介绍。 

（2）位置算符：NEAR/n 或 N/n，用于查找包含间隔指定数量（n）字词的两个检索词

的文档，词序不限。PRE/n 或 P/n 或 - ，用于查找包含一个检索词语先于另一个词语指定

字数（n）的文档，如 PRE/4,表示第一个词先于第二个词 4个字或者更少。 

（3）截词算符：? 用于替换检索词中间或结尾处的一个字符，可使用多个？来替换多

个字符。如 nurse?可找到：nurses、nursed；sm?th可找到：smith 和 smyth。* 用于查询

检索词的各种变化，可以放在在检索词开头（左侧截词）、结尾（右侧截词）或中间，每一

个截词字符可以返回最多 500 个词的变化。如 nurse* 可找到：nurse、nurses、nursed；

colo*r可找到：colour、color。 

3、检索技巧 

（1）输入检索词会有浮动检索词提示，以供用户参考； 

（2）在检索结果页面，有推荐主题词及检索式，供用户参考； 

（3）支持输入一段文字进行检索，数据库会在全文中查找与这段文字相近的文献。 

（4）合并检索：在“近期检索”页面上，可查看已完成的检索，每个列出的检索前都

给出一个集合号，如 S1、S2 等。用户可使用相应的集合编号或原始检索词合并检索或重新

运行检索。例如，S1 and S2。 

4、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四个部分：概览区、结果精炼区、二次检索区、结果处理区，如图

3.1.5-2所示。 

 
图 3.1.5-2 ProQuest 检索结果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可按照“粗略查看”和“详细查看”两种方式。

粗略查看仅显示标题、作者、来源期刊等简单信息；详细查看方式中，标题前的图标显示来

源类型（学术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及记录、图书、报告、政府与官方出版物、其他来

源等）。点击“引文/摘要”，可快速浏览文章的摘要、数据库来源及索引字段等信息，并附

有 PQDT全文数据库链接；点击“预览-PDF格式”，可查看文档的前 24页全文；点击“CALIS 

e得文献获取”，可链接到 CALIS文献资源（E读），查看我馆的馆藏情况和 CALIS成员馆的

收藏情况。 

（2）结果精炼区可对检索结果进行聚类，可按出版物类型、出版物名称、文档类型、

主题、分类、公司/组织、地点、语言、数据库、出版日期等进行限定。 

结果处理区 

 

概览区 

 

二次检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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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次检索区可输入检索词，在检索结果中进行二次检索，或修改检索式后重新检

索。 

（4）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标记、排序、输出或更改每页显示记录数。输出

形式可以是发送电子邮件、打印、输出引用格式(28 种引文格式可供选择)、导出保存（导

出保存的格式和内容可分别选择）等。 

三、特色功能 

1、个性化功能 

个性化功能是针对个体用户的服务功能，所以需要注册个人账户才能使用。注册成功后，

用户可以创建定题报告，创建 RSS 跟踪、保存检索式、给检索添加标签并与其他 ProQuest

用户共享等。 

2、翻译功能 

在检索结果页面，点击所选文献的标题，可浏览摘要等信息，点击摘要后的“翻译”，

ProQuest提供实时机器翻译供用户参考，共有 13种语言可供翻译时选择。 

（编者：罗星华） 

3.1.6 OCLC FirstSearch 基本组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Inc）即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创建于 1967

年，是世界上最大的文献信息服务机构，向全球112个国家和地区70000所图书馆提供服务。

OCLC的 FirstSearch基本组数据库将 FirstSearch中最受图书馆欢迎的 12个子数据库整合

在一起，涵盖图书、硕博士论文、学术期刊、会议论文、百科全书、年鉴等，覆盖所有主题

领域的信息。其中 12 个数据库如下： 

ArticleFirst —OCLC为登载在期刊目录中的文章所作的索引 

ClasePeriodica—在科学和人文学领域中的拉丁美洲期刊索引 

Ebooks—OCLC为世界各地图书馆中的联机电子书所编纂的目录 

ECO—OCLC的学术期刊汇编 

ERIC—以教育为主题的期刊文章及报道 

GPO—美国的政府出版物 

MEDLINE—所有的医学领域，包括牙科学和护理学 

OAIste—数字资源的联合目录 

PapersFirst—OCLC为在世界各地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所编纂的索引 

Proceedings—OCLC为世界各地的会议录所编纂的索引 

SCIPIO—艺术及善本图书出售/拍卖目录（Art and Rare Book Sales/Auction Catalogs） 

WorldCat—OCLC 为世界各国图书馆中的图书及其它资料所编纂的目录 

WorldCatDissertations—WorldCat中所有硕士和博士论文的数据库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进入 FirstSearch 检索系统，在检索文献之前，首先应该选择数据库。数据库可以按

“所有数据库”、“按主题分类的数据库”及“推荐最佳数据库”三种方式进行选择，选择

所需检索的数据库，支持多库检索（最多可以同时检索 3个数据库）。 

OCLC FirstSearch 提供三种检索方式：简单检索、高级检索、专业检索。以高级检索

为例，检索界面如图 3.1.6-1所示。 

在选择数据库区可以在已选择好的数据库中检索，或在下拉菜单中重新选择数据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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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区中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字段，检索字段包括：关键词、著者、主题、题名、年、资

料来源、标准号码等，以及选择各检索框之间的逻辑算符；在“限制内容”框限制检索年代；

在“排序”框选择排序方式，包括不排序和按时间排序两种方式。 

 

图 3.1.6-1 OCLC 高级检索界面 

2、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两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如图 3.1.6-2所示。 

（1）概览区中可按数据库名称分别显示检索结果和记录数，检索结果以题录格式显示，

包括篇名、作者、出版时间等。点击篇名或者单击篇名下方的“请参看查找此项目的详情”

链接，查看记录的详细信息；点击篇名下方的“世界各地拥有馆藏的图书馆”，获取拥有馆

藏的图书馆信息。 

（2）结果处理区可选择检索结果的显示方式，如记录列表或详细书目记录；可对结果

进行部分标记或全部标记；也可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输出、打印、发送到邮箱等。 

 

 
图 3.1.6-2 OCLC 检索结果 

三、特色功能 

1、个性化功能 

个性化功能是针对个体用户的服务功能，所以需要注册“我的账号”，才能使用。注册

成功后，可保存“历次检索”记录，并可对历次检索保存、删除、利用检索历史的检索式编

号组合新的检索式等。 

2、支持多种语言类型 

OCLC FirstSearch 支持包括中文、英语、日语、韩语在内共 8 种语言检索，方便不同

概览区 

结果处理区 

 

检索方式选择 

 

选择数据库 

 

检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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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需求。 

（编者：罗星华） 

3.1.7 CALIS 外文期刊网（CCC）使用指南 

一、简介 

CALIS外文期刊网(简称 CCC数据库)是面向全国高校广大师生的一个外文期刊综合服务

平台，收录近 10 万种高校收藏的纸本期刊和电子期刊信息，其中有 4 万多种期刊的文章篇

名信息周更新。涵盖 9 种著名二次文献的期刊收录数据，包括 100多个大型图书馆的馆藏数

据和 15 个已在国内联合采购的电子全文期刊数据库的全文链接，具备篇名目次检索、馆藏

期刊的 OPAC链接、电子全文期刊链接，CALIS馆际互借系统链接等。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CCC数据库提供快速检索和高级检索两种检索方式。快速检索和高级检索都可以选择篇

名、作者、刊名、ISSN 以及全面这五种内容检索。这里只介绍快速检索方式，检索界面如

图 3.1.7-1所示。 

 
图 3.1.7-1 CCC 快速检索 

 

 
图 3.1.7-2 篇目详细信息 

2、检索结果： 

（1）篇目检索结果：常用检索方式为篇目即篇名检索，匹配检索结果输出为页面第一

条记录，若图书馆有购买原文，记录下方会出现“全文库链接”字样图标。 

快速检索区 

 

本馆收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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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篇目详细信息：显示文献基本摘要信息和我校收藏情况。点击“收藏情况”可以

查看文献的本市收藏馆、文献传递馆和全部收藏馆，用以确认文献馆藏地。点击“文献传递”

可以发送文献传递申请，页面直接跳转进入 CALIS陕西省文献信息服务中心，用户自行登录

使用。如下图 3.1.7-2所示。 

（编者：牛悦） 

3.2 国际顶级期刊数据库 

3.2.1 NATURE《自然》期刊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Nature》杂志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性科技期刊，自创刊以来，始终如一地报道和评论

全球科技领域里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重要的突破，已成为当今自然科学界国际影响最大的重

要期刊之一。收文内容涵盖了自然科学各个研究领域，尤其在生物学、医学、物理学等领域

卓有成就。可以通过主站和镜像两种方式访问。我校可访问期刊列表如下所示： 

期刊名称 主站访问年限 镜像站访问年限 

Nature 1869-1986；2007 至今 1997 至今 

Nature Materials 2007 至今 2002 至今 

Nature Physics  2005 至今 2005 至今 

Nature Nanotechnology 2007 至今 2006 至今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Nature 平台提供快速检索和高级检索两种检索方式。快速检索以关键字来检索，高级

检索可以根据作者、题目、卷期出版日期等字段组合检索。这里只介绍快速检索。检索界面

如图 3.2.1-1所示。 

（1）检索区（SEARCH）：输入检索词，可以通过输入作者、刊物名称细化检索结果。 

（2）最新期刊检索（current issue）：进入即可访问最新一期的 Nature 周刊。 

（3）期刊浏览（Publications A-Z index）：进入可以浏览 Nature出版的期刊。 

 

图 3.2.1-1 Nature 检索方式 

 

检索区 

 

最新期刊检索 

 

期刊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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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3.2.1-2所示。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点击每条记录查看全文记录，如果图书馆订购该

篇文章的全文，会看到全文信息。 

（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输出或更改每页显示记录数。并可以选择

显示每篇文献带检索关键词的正文信息。 

（3）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依据文献类型和出版时间进行二次检索，还可以通过

勾选 Nature系列期刊种类，限定检索结果范围。 

 
图 3.2.1-2 Nature 检索结果 

三、特色功能 

1、个性化功能 

个性化功能是针对个体用户的服务功能，所以需要注册个人账户，才能使用。注册后，

用户可以保存检索式（Save Search）、获取免费的文章和内容（Free articles and content）、

免费订阅喜欢的期刊简讯（Free subscription newsletters to your favorite products）

等功能。方便用户及时了解最新动态。 

2、最新热点获取 

Nature 期刊主站在 Research 栏目中提供最新研究信息。Nature 系列期刊在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栏目中预先提供浏览未出版的最新文章，Supplements、Insights、

Focuses三大栏目分别补充出版物信息、突出网络亮点、聚焦主题重点。 

（编者：赵婉忻） 

3.2.2 Science Online《科学》周刊使用指南 

一、简介 

《科学》周刊（Science）由爱迪生于 1880 年创建，现由美国科学促进会出版，是国际

学术界享有盛誉的综合性科学期刊。Science Online（《科学在线》）是《科学》通过 Highwire

平台呈现的网络数据库，涉及生命科学及医学、各基础自然科学、工程学，以及部分人文社

会科学，内容包括《科学》、《今日科学》《科学快讯》、《信号转导知识环境》和《衰老科学

知识环境》等在线电子期刊以及相关科学新闻。我馆订购了《科学》周刊（Science）和《今

日科学》(Science Now)。数据库周更新。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Science Online平台提供“Quick Search”（快速检索）和“Advanced Search”（高

概览区 

 

结果处理区 

 

结果精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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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检索）两种检索方式。这里介绍快速检索，检索界面如图 3.2.2-1所示。 

2、期刊浏览 

通过选择 Science Journals 浏览 Science期刊，可以链接浏览最新一期，查看本期栏

目导航；还可以浏览 Recent Highlights精粹文献。 

3、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两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如图 3.2.2-2所示。 

 
图 3.2.2-1 Science Online 检索方式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查看全记录，可以点击每条记录下方的“PDF”或

“Abstract”，如果图书馆订购该篇文章的全文，会看到“Full text”按钮，点击可以直

接打开全文。 

（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选择引文格式。结果排序可以选择相关度

或者发布时间。每个页面可以显示检索结果最多不超过 80条。 

 
图 3.2.2-2 Science Online 检索结果 

三、特色功能 

1、个性化功能是针对个体用户的服务功能，所以需要注册“我的账号”才能使用。注

册成功后，可进行个人收藏、电子邮件提醒、RSS Feed 订阅服务等。 

2、Science Online 上有详尽的投稿信息、科学环境介绍、科学家访谈等信息，用户可

多加利用。 

（编者：牛悦） 

检索区 

概览区 

 

结果处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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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国际著名出版社出版资源 

3.3.1 Elsevier ScienceDirect 爱思唯尔出版社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荷兰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集团是全球最大的科技与医学文献出版发行商之一， 

ScienceDirect 系统是 Elsevier 公司的核心产品，它是全球最著名的科技医学全文数据库

之一，自 1999 年开始向用户提供电子出版物全文的在线服务。内容涉及四大学科领域：物

理学与工程、生命科学、健康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Elsevier数据库有快速检索和高级检索两种常用检索方式。 

（1）快速检索(Quick Search)：可以通过题名、文摘、关键词、作者来检索文章，也

可以通过期刊/图书名称、卷、期、页码来检索刊物或文章。 

（2）高级检索：可检索的字段包括题名、文摘、关键词、作者、作者单位、期刊/图书

名称、参考文献、ISBN、ISSN 等。还可以选择学科和文献类型，限定检索年限、卷号、期

号和页码。详见如下图 3.3.1-1所示。 

 
图 3.3.1-1 Elsevier SD 高级检索 

2、期刊浏览 

用户在首页点击“Journal”进入期刊浏览页面，在引用户可以按如下方式查询或浏览

期刊。如图 3.3.1-2所示。 

（1）按照字母顺序选择期刊；根据字母顺序选择期刊，点击刊名即可进一步查看期 

刊详细信息。 

（2）按学科学科主题筛选：通过选择学科主题，缩小和精确期刊浏览范围。 

（3）按期刊论文获取类型筛选：期刊论文可获取全文（已订购期刊）、期刊提供开放获

取、期刊提供部分开放获取全文、期刊只提供文献的摘要信息。 

3、检索结果 

（1）简要格式：在查看检索结果、下载全文时，Elsevier 数据库还提供了二次检索、

检索结果聚类、将结果发送到邮箱（E-mail Articles）等功能，如图 3.3.1-3所示。 

①二次检索：输入检索词，在检索结果中进行检索； 

②检索结果聚类：数据库对检索结果按照出版物类型、期刊名称、出版年等对检索结果

进行了聚类，以便于对检索结果进一步筛选； 

检索区 

 

检索限制条件 

 



                                                          数据库检索指南 

56 
 

③将结果发送到邮箱（E-mail Articles）：可以将所有或选定的检索结果发送到邮箱。

每次最多只能发送 1000条检索结果。 

（2）完整格式：在检索结果简要格式页面，点击感兴趣文献的题名，即可进入完整格

式界面。在完整格式界面，可以查看该文献的 HTML全文、图表、引文和 PDF全文，还可以

输出检索结果。在查看图表时，直接点击图表的缩略图，即可查看其完整图像。我们购买的

全文数据，凡是文献题名后面 PDF彩色图标的，均可下载全文。 

 
图 3.3.1-2 检索期刊 

 

图 3.3.1-3  检索结果显示界面－简要格式 

三、特色功能 

Elsevier SD 提供 Top25文献列表，按学科选出 Elsevier数据库下载次数最多的 25篇

论文，三个月更新一次。用户可以查看这些文献的详细题录信息，并可下载全文和创建 RSS 

跟踪，也可以查看文献被引用的情况（数据来源于 Scopus）。 

（编者：牛悦） 

3.3.2 SpringerLink 施普林格出版社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德国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是世界上著名的科技出版集团，通过 SpringerLink

系统提供其学术期刊及电子图书的在线服务。2002 年 7 月开始，Springer 公司在国内开通

了 SpringerLink 服务。Springer Link 所有资源划分为 12 个学科：建筑学、设计和艺术；

学科主题过滤 

 

字顺选择期刊 

 

期刊开放形式 

 

结果聚类 

 

检索结果发送至邮箱 

 

下载全文 

 

查看文献的文献、图表和引文 

 

二次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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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科学；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商业和经济；化学和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地球和环境

科学；工程学；人文、社科和法律；数学和统计学；医学；物理和天文学。 

目前我校用户可访问 Springer Link平台的主要数据库如下： 

Springer电子期刊：包含 2000余种学术期刊，学科范围包括：生命科学、医学、数学、

化学、计算机科学、经济、法律、工程学、环境科学、地球科学、物理学与天文学等，是科

研人员的重要信息源。Springer 出版的期刊 50%以上被 SCI和 SSCI收录，一些期刊在相关

学科拥有较高的排名。 

Springer 电子图书：可以访问 2008 至 2014 版权年出版的 26267 种英文电子书。学科

涉及生命科学、医学、农学、植物学、化学与材料、数学与统计学、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

计算机科学、物理学、经济学、商业与管理、心理学、人文社科、法律、教育学、哲学，其

中包括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计算机科学讲义）、Lecture Notes in 

Mathematics（数学讲义）、Lecture Notes in Physics（物理学讲义）和 Lecture Notes in 

Earth Science（地球科学讲义）等著名丛书。 

SpringerMaterials：Landolt-Brnstein（简称 LB）为基础，是全球最大的材料数据资

源，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高质量数值型数据库，内容涵盖物理化学和工程科学的各个领域。来

自全球的专家负责对 8000 多种经同行评审的期刊原文进行审阅，经过评估和筛选后，将最

有效的信息收入该库。研究人员通过此数据库可以访问 91,000 份在线文档，其中包括超过

120 万条文献引文、250,000 种物质及材料系统，以及 3,000 种属性，而无需亲自审阅和评

估原始文献，从而节省更多宝贵的时间。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Springer Link 平台提供“Search”（快速检索）、“Advanced Search”（高级检索）

两种检索方式。这里只介绍快速检索方式，检索界面如图 3.3.2-1所示。 

 

 

 

图 3.3.2-1 SpringerLink 检索方式 

2、分类浏览区 

左侧分类浏览区按学科分类，如果点击某个学科，将会进入到该学科的新页面。也可以

按内容的类型，如：文章（Articles）、参考文献（Chapters）、(图书) 章节（Reference Work 

Entries）、实验室指南（Protocols）四个方面内容来浏览。右侧分类浏览区可以按照期刊

（journals）、图书（books）、丛书（series）、实验室指南（Protocols）和参考工具书

（reference works）五个类别进行浏览。 

3、检索结果 

分类浏览区 

 

近期下载列表 

 

检索区 

 

分类浏览

区 

 



                                                          数据库检索指南 

58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3.3.2-2所示。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查看全记录，可以点击每条记录题目。如果图书

馆订购该篇文章的全文，会看到“Download PDF”按钮，点击可以直接打开全文。预览结果

如果以黄色背景显示，左上角有锁标识的，是图书馆没有购买，超出阅览全文权限范围。 

（2）结果处理区可以将检索结果按时间顺序由新到旧排序，也可以通过出版时间对检

索结果进行重新限定。通过勾选“Include Preview-Only content”框，确定是否仅搜索权

限范围内的结果。 

（3）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及聚类分析。可以通过内容类型、学科、

子学科、出版物和语言进行聚类分析。 

 

图 3.3.2-2 SpringerLink 检索结果 

三、特色功能 

个性化功能是针对个体用户的服务功能，所以需要注册个人账户，才能使用。注册后，

用户可以使用定制邮件提醒，文章追踪、保存检索式等功能。以上跟踪或提醒服务可以是针

对期刊目录、新书目录、丛书目录，方便用户及时了解最新动态。 

（编者：赵婉忻） 

3.3.3 Wiley Online Library 约翰威立出版公司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John Wiely & Sons 公司（约翰威立父子出版公司）创立于 1807 年，在化学、生命科

学、医学以及工程技术等领域学术文献的出版方面颇具权威性，2007 年 2 月与 Blackwell

出版社合并，整合到同一平台上提供服务。Wiley Online Library 是一个综合性的网络出

版及服务平台，收录有 1400多种在线期刊、7000 多种在线图书、以及多种过刊集、参考工

具书、实验室指南等。学科范围包括：工商管理、化学、计算机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教

育学、工程学、法律、生命科学、数学与统计学、医学和卫生、物理和天文学、高分子与材

料科学、兽医学、食品科学、艺术、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 

我校用户可访问科学技术学科库（447种）和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库（581种）共 1028

种期刊的全文，还可访问 Wiley-Blackwell 出版社 2012 年以来出版的材料科学、电气与电

子工程、机械工程、纳米技术四个学科部分图书的全文。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Wiley Online Library 平台提供简单检索、高级检索等检索方式。这里只介绍高级检

索方式，检索界面如图 3.3.3-1所示。 

概览区 

 

结果处理区 

 

结果精炼区 

 



                                                          数据库检索指南 

59 
 

（1）检索区（SEARCH FOR）：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字段。检索字段包括：Publication 

Titles(文献来源)、Article Titles(文章题目)、Abstract（文摘）、Author（作者）、Author 

affiliation（作者单位）、Keywords(关键词)、Funding Agency (资助机构)、ISBN、ISSN、

References(参考文献)等。 

（2）检索时间限制（SPECIFY DATE RANGE）：对检索内容进行时间范围的限定。 

（3）浏览：提供浏览的字段有出版物名称、学科主题、字母顺序等。 

 

 

图 3.3.3-1 Wiley Online Library 高级检索方式  

2、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3.3.3-2所示。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查看全记录，可以点击每条记录下方的“Summary”，

题名（包括书名、论文篇名、词条名称等）前有锁形图标的，均可访问全文，点击 PDF按钮

可以直接打开全文。 

（2）结果处理区可以按照匹配度和日期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还可以修改检索式，或

保存检索条件（仅对注册用户有效）。 

（3）结果精炼区可以按照出版物的类型对检索结果进行精炼。 

 

 
图 3.3.3-2Wiley Online Library 检索结果 

三、特色功能 

1、个性化功能 

（1）Wiley Online Library 提供针对个体用户的个性化服务功能，所以需要注册个人

账户，才能使用。注册后，用户可以使用定制邮件提醒（Activate search alert），保存检

索式（Save Search）、引文跟踪（Citation Tracking）、参考资料管理（Reference Managers）、

内容目录电邮快讯（Content Alerts）等功能。 

（2）漫游—Roaming Access：用户必须是 Wiley授权的以 IP地址控制的 EAL用户，在

登录了 My Profile 之后，并在有效 IP地址内，激活漫游功能，激活漫游功能后 90 天内，

检索区 

 

浏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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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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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任何地点访问 WOL，只需登录进入 My Profile 即可访问全文, 而不受 IP的限制；90

天后如果仍然需要漫游，可重新激活此功能。 

2、在线培训 

Wiley 数据库还提供免费的在线培训课程，可以通过注册登录后，访问在线培训网址

http://olabout.wiley.com/WileyCDA/Section/id-390244.html了解更多内容。 

（编者：燕辉） 

3.3.4 Taylor & Francis ST 泰勒弗朗西斯集团使用指南 

一、简介 

泰勒弗朗西斯集团(Taylor & Francis Group) 拥有 200多年丰富的出版经验，是世界

领先国际学术出版集团之一，每年出版超过 1800种期刊，享有高质量美誉。Taylor & Francis 

ST 科技期刊数据库提供超过 430 种经专家评审的高质量科学与技术类的期刊全文，其中超

过 80%的期刊被 SCI 数据库收录。数据库包含 5 个学科：环境与农业科学,化学，工程、计

算及技术，物理学和数学。内容最早至 1997年。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Taylor & Francis平台提供“Quick Search”（快速检索）、“Advanced and citation 

search”（高级和引文检索）两种检索方式。这里只介绍高级和引文检索方式，检索界面如

图 3.3.4-1所示。 

 
图 3.3.4-1 Taylor & Francis 检索方式 

（1）检索区：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字段。检索字段包括：全文检索、文献题名、出

版社、作者名、ISSN 号、关键词等。 

（2）期刊检索：可以输入刊名、卷期号、起始页码检索期刊。 

（3）检索限制条件：对检索内容进行限定，可以限制其出版时间(Publication Date)、

出版社（Taylor & Francis 或 Routledge）、学科主题（Subject Areas）。 

3、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显示每条记录的题名、作者和出版时间。下载结果右侧绿色方框显示 Full 

Access，表示可以下载全文；蓝色方框显示 Access Options 表示无法下载这篇文献全文。

如图 3.3.4-2所示。 

三、特色功能 

Taylor & Francis Online支持智能设备移动阅读，无需下载安装任何 APP，直接登录

www.tandfonline.com，平台自动识别跳转至相应移动版本。平台支持黑莓、苹果和安卓系

检索区 

 

期刊检索 

 

检索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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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智能移动设备，比如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版提供的产品与 PC 版一致，并可以

随时转换到 PC 版。用户通过简单的操作，把智能设备与平台进行匹配，还可以实现校外远

程访问 Taylor & Francis ST 期刊数据库的优质期刊，不再受到 IP的限制。 

移动配置过程演示的视频网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U3OTc2NjY0.html 

(3分钟)。 

 
图 3.3.4-2 Taylor & Francis 检索结果 

 

（编者：牛悦） 

3.3.5 剑桥大学出版社电子期刊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简称 CUP，成立于 1534 年) 出

版的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共收录 336种学术期刊，涉及科技、人文、工程、医学等各个领

域，其中 233种刊物为 SCI、SSCI、AHCI收录期刊，收录比例达到 69%。从出版量来看，文

理比例约为 6:4。可检索到 1770年至今的文献，数据库年更新。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CUP期刊在线平台提供“Quick Search”（简单检索）、“Citation Search”（引文检

索）和“Advanced Search”（高级检索）三种检索方式。简单检索适于普通用户使用，引

文检索和高级检索适于专业信息人员使用。这里只介绍简单检索方式，检索界面如图

3.3.5-1所示。选择检索字段，输入检索词。可以在包括文章题名、文摘等范围里进行检索。 

2、浏览方式 

（1）按期刊名称浏览（Browse by Title）：可以点击某个英文字母，浏览名称中以该

字母为首的期刊。 

（2）按学科类别浏览（Browse by Subject）：可以选择不同学科主题，浏览相关主题

或学科领域的期刊。 

3、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3.3.5-2所示。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点击“preview”可查看文摘信息，点击题名可查

看全记录，订购文献可以下载全文。 

（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输出或更改每页显示记录数。系统默认按

照“相关度”排列，也可以按照作者、题名、出版时间、上线时间等排序。可以对所有检索

结果输出，也可以对选择数据输出。输出形式可以是保存、引用信息导出、下载等。 

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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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及聚类分析。二次检索是在结果内限定

文献类型、学科、作者、年代和出版物名称等进行精炼检索或聚类分析。 

 

图 3.3.5-1 CUP 检索和浏览方式  

 

图 3.3.5-2 CUP 检索结果 

三、特色功能 

1、个性化功能 

个性化功能是针对个体用户的服务功能，所以需要注册个人账户，才能使用。注册后，

用户可以使用保存搜索记录、设置书签、保存所需的文章、设置最新期刊信息通知、设置“我

的收藏”、推荐期刊、RSS和Atom新闻订阅服务等功能。  

2、在线投稿 

CUP期刊在线平台在每个期刊页面提供投稿指南，可以在线投稿。 

3、在线培训 

CUP数据库提供免费的在线培训视频教程，主要包括剑桥期刊在线数据库的内容介绍、

使用方法及投稿指南。链接如下：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A4MjM3NjAw.html 或

者 http://weibo.com/2160515461/B329AmjMw?mod=weibotime。 

（编者：谭英） 

3.3.6 Emerald 出版社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概览区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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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处理区 

 

简单检索 

 

期刊浏览 

 

检索方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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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ald 于 1967 年由来自世界著名百所商学院之一 Bradford University Management 

Center的学者建立，主要出版管理学、图书馆学、工程学等专业领域的期刊。Emerald目前

出版的期刊包括 150 种管理学（超过全球同类期刊 12%，含 32 种图书馆和信息管理学（10

种被 ISI收录），16种为工程学（15种被 SCI收录）。数据库月更新。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Emerald平台提供简单检索、高级检索等检索方式。高级检索的界面如图 3.3.6-1所示。 

 
图 3.3.6-1 Emerald 全文期刊数据库检索方式 

（1）检索区（SEARCH FOR）：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字段。检索字段包括：Abstract

（文摘）、Publication title（出版物名称）、Author（作者）、ISSN、ISBN、Volume（卷）、

Issue（期）、 Pages （页码）、Keywords（关键词）和除了全文外的所有字段（All Fields）

等。 

（2）检索限制条件（Limit the search to）：对检索内容进行限定，可以限制其出版

年限、检索范围及检索内容等。 

（3）浏览（Browse Indexes）：提供一些内容的浏览，可按照书、期刊或案例研究等进

行浏览查看。 

2、检索技巧 

Emerald 平台上还有一些本馆无访问权限的全文期刊，高级检索时可以限定“My 

subscribed content”，或浏览时选择“My Subscribed Journals”，以确保得出的结果都

可以下载全文。 

3、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3.3.6-2所示。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查看全记录，可以点击每条记录下方的“Preview ”

或“Abstract”，如果图书馆订购该篇文章的全文，会看到“View PDF ”或“View HTML”

按钮，点击可以直接打开全文。点击每条记录中的 Issue链接，则可以查看该刊某一期的所

有文章。 

（2）结果处理区，可以进一步精简检索结果。 

（3）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二次检索则是，在结果内进行检索。

或者可以修改检索式提高检索结果的准确率。另外还可以通过选择检索结果的文献类型对结

果进行精炼，提供选择的文献类型包括 Journals、Books、Case Studies等。 

三、特色功能 

1、“Marked Lists”个性化功能：通过创建“Marked Lists”，用户可添加自己感兴

趣的出版物和文章列表，并可对“Marked Lists”列表进行分享与删除等操作。 

检索区 

 

浏览区 

 

检索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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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mail Alerts”功能：用户可通过“Email Alerts”跟踪期刊及感兴趣主题的最

新内容、文章最新的引用情况等。 

 

 

图 3.3.6-2 Emerald 全文期刊数据库检索结果 

（编者：燕辉） 

3.3.7 EBSCO 学术与商业信息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EBSCO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提供学术文献服务的专业公司之一，提供数据库、期刊、文

献订购及出版等服务，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物医学、人文艺术等多学科领域。我馆

订购了 EBSCO公司的 ASP、BSP和 EBSCO电子图书（原 NetLibrary）数据库。 

Academic Source Premier （ASP）：综合学科参考类全文数据库，涵盖多元化之学术研

究领域，收录从 1975 年开始的数据，共计收录 8 千多种刊物的索引及摘要，4 千多种全文

期刊，其中同行评审（peer-reviewed）全文期刊超过 3千种，还包括 250 种非期刊的全文

出版物。 

Business Source Premier（BSP）：收录了商业方面大部分的顶尖期刊外，还收集了商

业研究最常使用的行业报告，国家报告，市场研究报告，案例分析，Working Papers 等全

文出版物。数据从 1965 年开始，共计 3 千多种期刊索引及摘要，2 千多种全文期刊以及 1

万多种非期刊的全文出版物 （如案例分析、专著、国家及产业报告等）。 

EBSCO电子图书涉及学科包括商业与经济、计算机科学、教育、工程与技术、历史、法

律、数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艺术与建筑等，既可以直接搜索，也可以按照

目录分类浏览。所有电子图书都内嵌了在线字典功能，方便查询词义和读音。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EBSCO平台提供基本检索、“Advanced Search”（高级检索）、“Smart Text Searching”

智能文本检索等检索方式。这里只介绍高级检索，检索界面如图 3.3.7-1所示。 

（1）检索区：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字段。检索字段包括：Author（作者）、Title（题

目）、Subject Terms（学科）、Source（文献来源）、Abstract（文摘）、ISSN和所有字段（All 

Text）。 

（2）检索限制条件：对检索内容进行限定，可以限制其出版类型、文章类型、图像类

型、语言、页数、时间范围等。 

（3）索引浏览（Browse Indexes）：提供索引浏览的字段有科目、出版物等。 

结果精炼区 

 

概览区 

 

结果处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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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7-1EBSCO 高级检索方式 

2、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3.3.7-2所示。 

 
图 3.3.7-2 EBSCO 检索结果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查看全记录，可以点击每条记录的标题链接或标

题旁边的放大查看按钮，如果图书馆订购该篇文章的全文，会看到“PDF 全文”按钮，点击

可以直接打开全文。 

（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更改每页显示记录数、更改结果的显示形

式或页面布局等。 

（3）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可以通过限定文献类型、出版日期、

主题、出版物、数据库范围等对检索结果进行精炼。 

三、特色功能 

1、个性化功能是针对个体用户的服务功能，所以需要注册个人账户，才能使用。注册

后，用户可以使用的功能有比如保存首选项、使用文件夹组织属于个人的研究、与其他人共

享文件夹、查看其他人的文件夹、保存并检索您的检索历史记录、创建电子邮件快讯和/或 

RSS 种子以及远程访问您保存的研究等。 

2、提供基于文本的 Smart Text Searching（智能文本检索），通过输入尽可能多的检

索文本、词组、句子、篇章或全部页面，提高文献查找的相关度和准确度。 

3、提供 HTML格式全文翻译、朗读功能。 

（编者：燕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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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Oxford Journals 牛津大学出版社现刊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牛津大学出版社是世界上最大、最国际化的大学出版社之一，它拥有近 500年的出版历

史。牛津期刊现刊库收录 200多种期刊，分为社会科学、医学、生命科学、数学和物理、法

律、人文科学六大学科专题库，有超过 2/3的期刊是与全球高影响力的学协会和国际组织合

作，可检索 1996年至今的期刊全文内容。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1）期刊浏览：提供期刊的索引浏览，可以通过刊名顺序或学科分类进行浏览，如图

3.3.8-1所示。 

（2）检索：牛津现刊提供“文章检索”和“高级检索”两种检索方式。在“文章检索”

中输入检索词，将在全文进行检索，高级检索方式如图 3.3.8-2所示。 

 
3.3.8-1 牛津现刊检索方式     

 

 

 

3.3.8-2 牛津现刊高级检索  

在检索区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字段。检索字段包括：Citation（引文检索）、Keywords

（关键词）、Author（作者）、Select one or more journals（选择期刊）、Choose a subject 

area（选择学科领域）。在检索限制条件（LIMIT TO）对检索内容进行限定，可以限制其时

间范围、只检索有全文的文献，检索结果的排序方式包括“best match（相关度）”、“newest 

期刊浏览 

检索区 

高级 

检索区 

检索限制条件 结果排序方式 

http://www.oxfordjournals.org/china/for_librarians/2011_collec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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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出版时间）”。 

2、检索技巧 

（1）含连字符、句号或其他标点符号的检索词。如检索“IL-4”可以用“il-4”或“Il 

4”进行检索，但是不能用“il4”，检索词应避免希腊字母，上标，下标等特殊字符。  

（2）要搜索包含特殊字符的作者姓名，可以使用截词符（*）截断作者姓名。例如，要

搜索“Stefan Grundström”的文章，应该输入检索词“Grundstr*”。 

3、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两个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如图 3.3.8-3所示。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可以选择记录的显示格式，包括标准格式（standard）

和简明格式（condensed）；可以查看每条记录所属期刊的主页（Journal Home）、摘要

（Abstract）、全纪录（Full Text）、下载全文（PDF）等。 

（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式进行保存（Save this search），输出、更改每页显示记

录数或选择检索的排序方式。可以对所有检索结果或对选择的记录输出。输出形式可以是查

看摘要（view abstract in new window）、下载到引文管理（download to citation manager）。 

 

图 3.3.8-3 牛津现刊库检索结果 

三、特色功能 

1、个性化功能 

通过登记注册，可以对个人帐户进行管理，使用个性化服务。如可以对文章转发或保存，

定制多种个人提醒服务，如最新目次提醒，文章被引用通告提醒等。 

2、在线投稿 

牛津现刊库针对不同的人群建立了专区，有作者专区、图书馆员专区、学协会专区、个

人客户专区。作者专区为牛津期刊投稿人提供网上投稿指南，期刊说明列表，作者常见问题，

了解更多作者可获得的服务、版权和许可，完成向牛津期刊的在线投稿，在线投稿系统可以

在线提交新稿，按系统指示上传和输入信息，查看已经上传的文章，原稿审阅的状态，以及

过往提交论文的纪录。 

（编者：张燕） 

3.3.9 SAGE 出版公司期刊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SAGE 公司于 1965 年成立于美国，出版高品质、100%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62%的期刊

被2012年的JCR 收录。SAGE的电子期刊数据库以高品质社科人文期刊为主，并且收录科技、

医药类（STM）期刊，期刊总数超过 600种。学科范围包括：传播媒体、教育、心理与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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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犯罪学、城市研究与规划、政治和国际关系、商业管理和组织学、观光旅游学、青

少年及老年研究、方法学、考古人类学、语言文学、食品科学、信息科学、数学与统计学、

化学和材料科学、工程、环境科学、生命科学、护理学、健康科学与临床医学等。SAGE 期

刊平台是 SAGE期刊在线 (SAGE Journals，SJ)，SJ具有的强大而友好的检索性能，因此受

到科研人员及专业图书馆员的一致好评，并荣获 2007年美国出版家协会最佳平台大奖。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SAGE平台提供“Search”（快速检索）和“Advanced Search”（高级检索）两种检索

方式。这里只介绍快速检索方式，检索界面如图 3.3.9-1所示。 

 

图 3.3.9-1SAGE 检索方式 

2、分类浏览区 

可以按照期刊首字母或者学科浏览期刊列表，还可以浏览图书、教科书、工具书以及开

放存取出版物。 

3、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两部分：概览区和结果处理区，如图 3.3.9-2 所示。 

 
图 3.3.9-2 SAGE 检索结果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可以点击每条记录下方的 “Abstract”或

“References”， 查看摘要和引文。如果图书馆订购该篇文章的全文，每条记录下方会看

到“Full text”按钮，点击可以直接打开全文。 

（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索引格式或更改每页显示记录数。 

三、特色功能 

1、个性化功能 

检索区 

 

分类浏览区 

 

分类浏览区 

 

概览区 

 

结果处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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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功能是针对个体用户的服务功能，所以需要注册个人账户，才能使用。在 My tools

栏目下，用户可以使用定制邮件提醒（Create Alert）、标记引文（My Marked Citations）、

保存检索式（Saved Searches & Saved Citations ）以及保存我最喜爱的期刊（My Favorite 

Journals ）等功能。以上跟踪或提醒服务可以是针对主题的，方便用户及时了解最新动态。 

2、期刊介绍 

SAGE 数据库的期刊介绍页面，可以阅读期刊简介，按期刊的卷、期浏览文献，了解该

协会的其他期刊以及进行期刊投稿。 

3、远程访问 

通过学校网络登录 SAGE 电子期刊，进入具体期刊的移动主页，点击 Authorize this 

Device 申请授权。一个授权码仅适用于一台移动设备，有效期一般为 6 个月。授权的申请

是通过特定的一本期刊进行的，完成授权之后，用户即可以访问所在机构已经订购的所有

SAGE电子期刊。 

（编者：赵婉忻） 

3.3.10 Kluwer 出版公司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Kluwer 电子期刊是由荷兰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出版的高品位学术期刊，现有

800 多种期刊，覆盖材料科学、地球科学、电气电子工程、工程、工商管理等 24 个学科。

可检索到 1984年至 2009年的文献。因该公司目前已与德国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集团合

并，之后的数据可以通过 SpringerLink访问。 

二、检索方法 

服务器允许 IP地址范围内的用户不需要注册直接登录。在数据库首页选择“IP 登录”

进入。用户可以按刊名字顺或按学科浏览，也可以进行简单检索或复杂检索。系统默认为简

单检索，如图 3.3.10 所示。 

 

图 3.3.10 Kluwer 检索方式  

（编者：谭英） 

3.3.11 EB Online 不列颠百科全书大学网络版使用指南 

一、简介 

《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简称 EB），又称《大英百科全书》，

检索区 

 

检索限制条件 

 结果处理方式 

 

功能区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spring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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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由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公司（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出版。《不列颠百科全书》

在西方百科全书中享有盛誉，它与《美国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Americana，简称 EA）、

《科利尔百科全书》（Collier's Encyclopedia，简称 EC）一起，并称为三大著名的英文百

科全书（即百科全书 ABC）。其中又以 EB最具权威性，是世界上公认的权威参考工具书。 

《不列颠百科全书》于 1768 年首次出版，历经两百多年修订、再版的发展，得到不断

的完善。《不列颠百科全书》全套共 32册，所有条目均由世界各国著名的学者、各个领域的

专家撰写，对主要学科、重要人物事件都有详尽介绍和叙述，其学术性和权威性已为世人所

公认。2012年 3月 13 日，大英百科全书宣布停止印刷版发行，全面转向电子化。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EB Online 平台提供“Quick Search”（快速检索）和“Advanced Search”（高级检

索）两种检索方式。点击 Advanced Search（高级检索），会出现如下图 3.3.11-1所示的四

种方式，分别代表：逻辑“与”（With all of these words）、精确匹配（With the exact 

phrase）、逻辑“或”（With any of these words）、逻辑“非”（Without these words）。 

检索区下面提供进阶浏览 Browse：外文浏览（A-Z）、名人传记（Biographies）、编者

浏览（Contributors）、播放视频（Extended Play Videos）、电子版原著（Ebooks & Primary 

Sources）、多媒体采集（Media Collection）、名人格言（Quotations）、主题浏览（Subjects）。

如图 3.3.11-1所示。 

韦氏大学生辞典（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超过 225,000 个词条、及 340,000

种词类变化，便利使用者实时字汇查询。 

 

图 3.3.11-1 EB Online 检索方式 

2、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按照大英百科全书 Britannica 和 Additional Content 划分。大英百科全书

Britannica包含：一年回顾（Year in review）、字典（Dictionary）、词典（Thesaurus）；

Additional Content包含：杂志（Magazine上）、电子书&主要资源（Ebooks&Primary Sources）、

网站搜索（Web Search）。点击每一类型下的记录题目可以进一步展开检索结果，展开页面

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分类区、结果处理区。如下图 3.3.11-2所示。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根据不同类型结果的展示，点击记录提供的超链

接，便可以看到所需的信息。 

高级检索区 

 

分类浏览 

 

基本检索区 

 

研究工具 

 

韦氏大学生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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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分类区包括图片、音频、文章历史、检索链接等相关信息。 

（3）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评论（Comment）或者保存（Save），升序（Increase 

front Size）或降序（Decrease front size）排列，结果输出形式可以是打印（Print）或

发送到邮箱（Email）。 

三、特色功能 

研究工具 Research Tools包含以下五种内容，可供用户用户参考。 

1、国家概况比较 Compare Countries：提供超过 215个国家的基本概况、经济、地理、 

人口等方面的详细情况，供使用者比较研究； 

2、世界地图浏览 World Atlas：透过世界地图，可以迅速了解各国国情、人民等信息； 

3、时间序列 Time Line：以时间序列呈现公园前后的主题浏览，包括 14种类别：建筑、

艺术、儿童时期、每日生活、生态学、探险、文学、医学、音乐、宗教、科学、运动、科技

与女性历史。 

4、 世界各国数据信息分析 World Data Analyst：提供世界各国家的国家简介与统计

资料。 

5、历史上的今天 This Day in History：提供历史上的今天发生的事件。 

EB Online 提供个性化服务功能（Workspace），用户可以设置用户名/密码，创建自己

的‘My Britannica’空间，通过使用 Britannica Web 2.0 工具可以方便地编辑、保存和

分享百科内容。 

 

图 3.3.11-2 EB Online 检索结果 

（编者：牛悦） 

3.4 国际著名学会/协会出版资源 

3.4.1 ACM Digital Library(美国计算机协会)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ACM（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美国计算机协会）创立于 1947 年，是

全球历史最悠久和最大的计算机教育、科研机构。ACM目前提供的服务遍及全球 100多个国

家，会员数超过 9 万名，涵盖工商业，学术界及政府单位。ACM 致力于发展信息技术教育、

科研和应用，出版最具权威和前瞻性的文献，如专业期刊、会议录和新闻快报，并于 1999

年开始提供在线数据库服务－ACM Digital Library。ACM全文数据库提供从 1950年代至今

的所有出版物的全文内容，以及 Special Interest Group 的相关出版物，包括快报和会议

录。同时ACM还整合了第三方出版社的内容，全面集成了“在线计算机文献指南”（The Guide 

结果处理区 

 

结果分类区 

 

概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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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omputing Literature）这个书目文摘数据库。它集合了 ACM 和其他 3,000 多家出版社

的出版物，旨在为专业和非专业人士提供了解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领域资源的窗口。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ACM 平台提供“Quick Search”（快速检索）和“Advanced Search”（高级检索）两

种检索方式。这里只介绍快速检索方式，输入主题词即可进行检索。检索界面如图 3.4.1-1

所示。 

 

图 3.4.1-1 ACM 快速检索 

2、浏览方式 

ACM 提供浏览出版物（ACM Publications）、浏览会议（Conferences）、浏览文献类型

（all literature by type）等浏览方式。浏览界面如图 3.4.1-2所示。 

 

图 3.4.1-2 ACM 浏览方式 

3、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两部分：概览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3.4.1-3所示。 

 

图 3.4.1-3 ACM 检索结果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可以查看记录的基本题录信息，包括题名、作者、 

出版时间、摘要和关键词。如果想下载全文可以点击每条记录下方的“PDF”。 

（2）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二次检索是在结果内限定选择“Refine 

your search by”，可以选择限定关键词（by Keywords）、作者名（by People）、出版物（by 

Publications）或会议（by Conferences）。 

快速检索区 

 

结果精炼区 

 

概览区 

 

浏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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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意事项 

不要使用迅雷等下载工具下载全文。不得设置代理服务器阅读或下载电子资源。否则整

个学校将被禁止该数据库的访问权，严重影响到学校教学科研工作，并严重损害学校的声誉。 

（编者：牛悦） 

3.4.2 ACS(美国化学学会)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美国化学学会(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ACS)成立于 1876 年，现已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科技协会之一。ACS 电子期刊数据库内容涵盖 24 个主要的化学领域：生化研究方法、

药物化学、有机化学、普通化学、环境科学、材料学、植物学、毒物学、食品科学、物理化

学、环境工程学、工程化学、应用化学、分子生物化学、分析化学、无机与原子能化学、资

料系统计算机科学、学科应用、科学训练、燃料与能源、药理与制药学、微生物应用生物科

技、聚合物、农业学。数据库内容包括：40种 ACS期刊现刊（ACS Web Edition）及 ACS期

刊回溯（ACS Legacy Archives）电子版；ACS期刊现刊内容为 1996年 1月 1日至今出版的

期刊文章；ACS期刊回溯包含 1879年至 1995年间 ACS出版发行的所有专题和文章。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ACS平台提供快速检索和“Advanced Search”（高级检索），其中快速检索包括三种检

索：关键词检索、“Citation”或 DOI检索。这里只介绍高级检索方式，检索界面如图 3.4.2-1

所示。 

 

图 3.4.2-1 ACS 检索方式 

（1）检索区：可以在多个检索字段对应的检索框中输入检索词进行复合条件检索，检

索字段有：“Anywhere in Content/Website”（文献/网站任意处）、“Title”（题名）、

“Author”（作者）、“Abstract”（文摘）、“Figure/Table Captions”（图/表标题）。 

（2）检索限制条件：对检索内容及日期进行限定，用户只需在“Journal Title” 区

域点击“Modify Selection”按钮，勾选相应的期刊，点击 update 完成设置，即可在选定

的期刊范围内检索。 

2、检索技巧 

（1）词干/词根检索：在 Advanced Search 页面勾选 Journal Title 上方的 enabling 

stemming 选项，可实现词干和词根检索，扩大检索范围。如以 nanotubes 为检索词，若勾

选了 enabling stemming，，则系统除检索 nanotubes 外，还将检索所有以 nano为词根的词，

如 nanoscience、nanoscale 等。 

检索区 

 

浏览区 

 

检索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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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 ACS资源时，不要连续、过量、系统性下载 ACS全文，也不要用“迅雷”、“快

车”等工具软件下载全文。如果发生滥用事件，出版社将会关闭我校对 ACS数据库的访问权

限。 

3、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3.4.2-2所示。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可以点击每条记录旁边的 “Abstract”查看摘要，

ACS 数据库为用户提供三种格式查看全文，即 HTML 格式、PDF 格式及 PDF W/Llinks 格式。 

（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输出或更改每页显示记录数。可以对所有

检索结果输出，也可以对选择数据输出。还可选择不同的文献类型进行查看：所有检索结果、

研究类文章，或新闻、特别报道和评论。 

（3）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及聚类分析。可使用“出版物”、“文

献类型”、“作者”或“出版时间”筛选检索结果，筛选后检索结果将在检索结果页面右侧

重新排列。 

三、特色功能 

1、可在第一时间内查阅到被作者授权发布、尚未正式出版的最新文章（Articles ASAP）；

点击 Article References可直接链接到 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s（CAS）的资料记录，

也可与 PubMed、Medline、GenBank、Protein Data Bank等数据库相链接；具有增强图形功

能，含 3D彩色分子结构图、动画、图表等。 

2、注册个人账户，设置个性化服务，如保存检索式，定制 E-mail通知服务，RSS Feed

订阅，将文章添加到个人收藏夹，获取 ACS 为您推荐的文献列表等。 

 

 
图 3.4.2-2 ACS 检索结果 

（编者：燕辉） 

3.4.3 AIAA(美国航空航天学会)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美国航空航天学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简称 AIAA)

于 1963 年由美国火箭学会和美国宇航科学学会合并而成，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航天出版机

构之一。AIAA 数据库涉及学科包括：光学、声学和等离子体、电子学和电气工程、通信和

导航、宇宙飞船设计和系统工程、激光和量子放大器、空气动力学、空间科学、机械工程、

结构力学、流体力学和热传递等。出版物包括期刊、会议论文、杂志、系列图书、美国和国

际标准。我校购买资源包括： 

结果处理区 

 

概览区 

 

结果精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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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AA 期刊：7 种同行评审（peer-reviewed）期刊，全部被 SCI 收录，可回溯至 1963

年。 

AIAA会议论文：每年出版来自 20到 30个会议的约 6000篇会议论文，涵盖了航天航空

领域的各个方面，共收录超过 160,000多篇论文，可回溯至 1963年。 

AIAA电子图书：收录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 AIAA 出版社的所有书籍，共 282种，分 3

个系列，涉及 7大领域，可回溯至 1960年。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AIAA数据库通过 ARC平台提供访问，平台界面如图 3.4.3-1所示。 

检索区位于页面右上角，AIAA提供快速检索和高级检索(Advanced Search)两种方式。 

快速检索：可根据 Keyword(关键词)、title(文章题目/书名)、author(作者)、DOI/ISBN

（数字对象标识符/国际标准书号）快速获取文献； 

高级检索：可检索的字段包括 Title(题名)、Author(作者)、Affiliation(作者单位)、

Conference Title(会议名称)、Publication(出版物类型)、Publication Date(出版物发行

年份)和 Anywhere（所有字段）。 

 

图 3.4.3-1 AIAA 检索平台 

2、浏览方式： 

（1）期刊浏览：在文献类型导航条中，点击 Journals进入全部期刊列表，列出所有在

版的和已停刊的期刊，标记有“F”图标的表示已开通阅读权限。选择要浏览的期刊点击进

入期刊主页，列出所有在线可阅卷号。 

（2）会议录浏览：点击 Meeting Papers 进入会议录列表，按学科领域/类别将所有会

议录分为 46个大类，选择一个大类。按年份列出这个类别下的所有会议录，点击阅读。 

（3）电子书浏览：点击 Books 进入电子书选项，在下拉列表中选择电子书系列进行浏

览。或点击“Books”浏览所有图书，选定后即可进入书籍介绍页，显示书名，书卷号、内

容简介等信息，可按章节阅读及下载。 

（4）按学科浏览：选择某一学科后，可浏览该学科下的期刊、会议、电子书、标准等。 

3、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3.4.3-2所示。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点击 PDF、PDF Plus 提供两种全文查看格式，点

击 Citation阅读著录信息、文摘和第一页。 

（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或更改每页显示记录数。可对已选择的数据

查看文摘(View Abstracts)、添加至关注(Add to Favorites)、发送至信箱(Email)、创建

检索区 

 

按学科浏览 

 

文献类型导航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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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跟踪(Track Citations)等。 

（3）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快速检索时，默认在所有期刊、图书、

会议录和标准中检索，在此可更改。另外，在此还可查看检索历史。 

 

图 3.4.3-2 AIAA 检索结果 

三、特色功能 

1、个性化功能 

个性化功能是针对个体用户的服务功能，所以需要注册个人账户才能使用。注册自动提

醒功能，对关注的期刊或者论文可以进行标记，保存检索，通过邮件推送的方式，及时了解

关注期刊的最新内容，也可对关注的期刊文章创建引文跟踪。 

2、获悉行业动态 

在 AIAA 主页中，可获悉即将举行的会议、活动和展览(Upcoming Events、Top New)等

信息。默认情况下，所有的活动是按举行日期的由近及远顺序排列，提供按类型和日历模式

两种方式查看行业活动；还可获得最新业内研究进展信息及 AIAA消息。 

3、继续教育与职业发展 

在 AIAA主页中点击“Education & Careers”，提供继续教育课程，并为从业者提供大

量职业、职位信息。张贴简历、收藏和申请职位等功能需先注册个人账号。 

4、投稿系统 

用户可从 ARC平台主页点击“Publish with AIAA”进入投稿页面，可在线对 AIAA会议

论文和 AIAA期刊论文投稿。 

（编者：罗星华） 

3.4.4 AIP(美国物理联合会)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美国物理联合会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简称 AIP)成立于 1931 年，是一

家出版研究性期刊、杂志、光盘、会议论文集及名录(包括印刷品和电子版)的专业出版社。

AIP数据库包括 12种物理学术期刊、一种杂志（Physics Today）、AIP会议论文集系列（回

溯到 1970年第一卷），以及美国激光研究所 LIA出版的唯一官方学术期刊《激光应用期刊》。

涉及的学科包括：一般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化学物理学、地球物理学、医疗物理学、核物

理学、天文学、电子学、工程学、设备科学、材料科学、数学、光学、真空科学、声学等。 

AIP 创建的著名物理学门户网站 Scitation (scitation.aip.org)可为成员学会和相关

学会提供电子版文献发行与访问服务，数据回溯至 1930 年。目前 Scitation平台收录了 27

个出版社近 200种科技期刊。用户可通过 AIP数据库主页或 Scitation平台主页进入访问资

 

概览区 

 

结果精炼区 

 

结果处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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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AIP 平台提供“Quick Search”（快速检索）和“Advanced Search”（高级检索）等

检索方式。这里只介绍高级检索方式，检索界面如图 3.4.4-1所示。 

（1）检索区（SEARCH FOR）：可选择是否在全文范围搜索，并选择匹配度。可进行词语

检索，检索词的形式可选择是“All of these words”（所有词）、“some of these words”

（部分词）或“Exact phrase”（精确短语）检索，或者同时在以下字段中进行检索限制：

“With this title”（特定标题）、“With this author”（特定作者）、“With this ISSN 

/ ISBN or DOI”（特定期刊、书等）或 But don't search for”（不检索）等。 

（2）检索限制条件（SEARCH WITHIN）：对检索内容进行限定，可以限制其主题、文章

类型、出处、出版商、日期等。 

 

图 3.4.4-1AIP 高级检索方式  

2、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3.4.4-2所示。 

 

 
图 3.4.4-2 AIP 检索结果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查看全记录，可以点击每条记录下方的

“DESCRIPTION”，如果图书馆订购该篇文章的全文，会看到“Download PDF”按钮，点击

可以直接打开全文。 

（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输出或更改每页显示记录数。在每条记录

下方的“VIEW DESCRIPTION”中，可以对该条记录进行结果处理。 

检索区 

 

检索限制条件 

 

结果处理区 

 
结果精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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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按照主题、出版商、出版物、文档内容、作者、日期

等字段进行精炼。 

三、特色功能 

1、提供 AIP出版的 OA期刊，主要发表应用物理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供用户免费使用。 

2、邮件订阅（EMAIL ALERT）功能，用户可以订阅自己感兴趣的期刊内容。 

（编者：燕辉） 

3.4.5 AMS(美国数学学会)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美国数学学会（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简称 AMS）成立于 1888年，是数学

领域最重要的学协会之一。出版 MathSciNet数据库和 AMS电子期刊数据库。MathSciNet数

据库是 AMS 出版的《数学评论》 Mathematical Reviews 和 Current Mathematical 

Publications的网络版，包含《数学评论》自 1940年出版以来的所有评论文章，包括期刊、

图书、会议录、文集和预印本。每年会增加 10万多条新记录，增长 8 万多篇由专家所写的

评论，是检索世界领域数学文献的重要工具。AMS电子刊主要分为四大类，包括研究型期刊、

会员期刊、翻译期刊、代理期刊共 21份期刊。我校订购了精选出的 8 种质量最高、订阅用

户数最广的电子刊，内容涵盖美国数学学会自己出版的六份核心刊物以及俄罗斯科学院出版

的两份核心数学刊。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AMS 平台提供“custom Search”（自定义检索）、“Advanced Search”（高级检索）

等检索方式。这里只介绍高级检索方式，检索界面如图 3.4.5-1所示。 

 

图 3.4.5-1 AMS 高级检索方式    

（1）检索区：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字段。检索字段包括：MSC 号、Title word（题

名）, Author(s)/Editor(s)（作者/编者）、Abstract（文摘）、Keyword（关键词）、Document 

text（文档内容）等。 

（2）检索限制条件：对检索内容进行限定，可以限制其文献类型、时间范围、每页结

果显示数目、排序等。 

（3）结果处理方式：检索之前即可选择结果的排序方式和更改每页显示记录数，排序

方式包括 Date（日期）、Author, date, publication（作者，日期，出版物）及 Publication, 

date, author（出版物、日期、作者）。 

2、检索结果 

检索区 

 

检索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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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两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如图 3.4.5-2所示。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查看全记录，可以点击每条记录下方的“Abstract, 

references, and article information”，如果图书馆订购该篇文章的全文，会看到“View 

Article: PDF”按钮，点击可以直接打开全文。 

（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翻页、重新查找等操作。 

 

 
图 3.4.5-2 AMS 检索结果 

（编者：燕辉） 

3.4.6 APS(美国物理学会)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美国物理学会(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APS)成立于 1899年，其宗旨为“增进物理

学知识的发展与传播”。APS在全球拥有会员 47,000 多人，是世界上最具声望的物理学专

业学会之一。APS出版的物理评论系列期刊：Physical Review、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分别是各专业领域最受尊重、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科技期刊之

一，在全球物理学界及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中具有极高的声望。 

APS全文数据库通过 APS期刊平台（http://journals.aps.org）访问，收录了 8种物

理领域的核心期刊，另有 5种免费出版物，全部包括回溯到 1893年创刊内容，全文文献量

超过 55万篇。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APS平台提供简单检索和高级检索的途径，高级检索的界面如图 3.4.6.-1所示。 

（1）检索区（SEARCH FOR）：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字段。检索字段包括：Abstract

（文摘）、Author（作者）、Title/abstract（题目/文摘）、Title（题目）、Author affiliation

（作者单位）和 All Fields（所有字段）等。 

（2）检索限制条件（LIMIT TO）：对检索内容进行限定，可以限制其分类、出版物、时

间范围等。 

（3）结果排序方式（SORT）：检索之前即可选择结果的排序方式，包括 Relevance（相

关度）和 Most Cited（被引次数）、Most Recent（最新）、Oldest First（最旧）。 

概览区 

 

结果处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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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6-1 APS 检索方式 

2、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3.4.6-2所示。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查看全记录，可以点击每条记录下方的“Show 

Abstract”，下载全文可点击每条记录右边的“PDF”按钮，点击“Export Citation” 按

钮可导出引文。 

（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处理。 

（3）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按照分类、期刊、出版日期等进行聚类分析。 

 
图 3.4.6-2 APS 检索结果 

三、特色功能 

RSS订阅服务：用户可选择需要订阅的项目，点击 RSS订阅图标，即可通过 RSS本机客

户端浏览订阅内容。 

（编者：燕辉） 

3.4.7 ASCE(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简称 ASCE）成立于 1852

年，是历史最久的国家专业工程师学会，也是全球最大的土木工程信息知识的出版机构。每

年有 5万多页的出版物，包括 33种技术和专业期刊，以及各种图书、会议录、委员会报告、

实践手册、标准和专论等。 

我校订购了 ASCE 出版的期刊和会议录。ASCE期刊包括 ASCE出版的 30多种电子期刊的

检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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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排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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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卷期的全文数据，回溯至 1983年。ASCE在线会议录包括从 1996年至今出版的 ASCE会

议录摘要信息。通过 ASCE 在线平台和 AIP(美国物理联合会)的 Scitation 平台来提供电子

期刊的全文服务。数据库日更新。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ASCE 数据库提供“Quick Search”（快速检索）、“Advanced Search”（高级检索）

两种检索方式，同时提供索引浏览。检索浏览界面如图 3.4.7-1所示。  

（1）快速检索可以在文献的任何地方搜索检索框中的检索项。 

（2）高级检索是在多个检索字段进行组合检索，给出较为精确的搜索结果，检索字段

包括：Author（作者）、Title（题目）、Abstract（文摘）、Keywords（关键词）、Affiliations

（作者机构）。通过点击“Add another search term”添加检索框，选择布尔逻辑算符进一

步限定搜索范围，检索限制条件可以对检索内容的出版时间进行限定。 

（3）索引浏览（Browse Indexes）：提供期刊、会议信息、图书、标准等的浏览。 

 

图 3.4.7-1 ASCE 快速检索方式 

2、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3.4.7-2所示。 

 

图 3.4.7-2 ASCE 检索结果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可以点击每条记录下方的“Abstract” 查看摘要

或“PDF”下载全文。 

（2）结果处理区对检索结果可进行排序、输出或更改每页显示记录数，以及检索式 RSS

订阅等操作。排序方式包括 Relevancy（相关度）和 Data（出版时间）。检索结果的输出每

次最多不超过 100 条，也可以对选择的结果进行输出，输出形式可以是查看摘要（View 

检索区 

索引浏览 

概览区 
结果精练区 

结果处理区 



                                                          数据库检索指南 

82 
 

Abstracts）、添加到收藏夹（Add to Favorites）、发送到邮箱（Email）、下载到本地（Download 

to Citation Manager）、创建引文跟踪（Track Citation）。 

（3）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的出版物、文献类型、作者、关键词、出版年等进行

分析。 

三、特色功能 

1、个性化功能 

通过登记注册，可以对个人帐户进行管理，使用个性化服务，如创建期刊收藏（My 

Publication）、文章收藏（My Article）、浏览可获取全文的期刊（My Subscription）、检

索式 RSS订阅等。 

2、预览功能 

ASCE 提供预出版文献阅览，即 ASCE 每本期刊都有 Preview Manuscripts 的文章链接。

用户可以通过这部分内容，阅读到已经被 ASCE 期刊接收，即将发表的最新文章，第一时间

了解科研发展的动态。 

（编者：张燕） 

3.4.8 ASME(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成立于 1880年，

是一家国际性非赢利教育和技术组织；是全球最大的技术出版机构之一，每年召开约 30 次

大型技术研讨会议、举办 200 个专业发展课程，制定有众多工业和制造业行业标准。ASME

全文数据库收录了该学会的绝大多数出版物，包括来自全球机械工程领域学者和从业者的论

文、评述、技术报告、概述及行业标准等。涉及的学科有机械工程、动力工程、工程热物理、

力学、仪器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我校用户可访问 ASME 现刊

（2000年至今出版的全部卷期）和 ASME会议录（2002年至今出版的全部卷期），通过 ASME 

Digital Collection和 AIP(美国物理联合会)的 Scitation 两个平台提供全文服务。数据库

日更新。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ASME 数据库提供“Search”（基本检索）、“Advanced Search”（高级检索）两种检

索方式，同时提供索引浏览。检索浏览界面如图 3.4.8-1所示。       

（1）索引浏览（Browse Indexes）：提供期刊，电子图书、会议信息的浏览。 

（2）基本检索可以在文献的任何地方搜索检索框中的检索项。 

（3）高级检索：可以针对不同字段进行检索，如：①KEYWORD SEARCH（关键词检索）；

②AUTHOR SEARCH（作者检索）；③ FIND SPECIFIC JOURNAL ARTICLE OR PROCEEDINGS PAPER

（期刊或会议文章的检索），这里可以输入文章的题目、DOI 号或文献号；④FIND JOURNAL 

ARTICLE BY CITATION（引文检索）；⑤PROCEEDINGS SEARCH（会议检索）；⑥FIGURE SEARCH(图

形检索)。 

（4）检索限制条件（LIMIT RESULTS TO）：对检索内容进一步限定，如：针对关键词检

索时，可以限制其作者、出版日期、出版物类型等。 

2、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3.4.8-2所示。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点击每条记录的标题，可以查看全记录，点击“PDF”

可以下载全文。 

http://www.ascelibrary.org/
http://www.ascelibrary.org/
http://asmedigitalcollection.asm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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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输出或更改显示记录的格式，排序方式包

括 Best Match（相关度）和 Most Recent（出版时间）；显示记录格式包括 Basic（基本格

式）和 Expanded（扩展格式）。 

（3）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的文献类型、主题、时间等进行分析。 

 

 

图 3.4.8-1 ASME 快速检索方式 

 

 
图 3.4.8-2 ASME 检索结果 

三、特色功能 

ASME 数据库的电子访问和纸本是同步的，没有滞后期；通过注册，可以对个人帐户进

行管理，使用个性化服务，如保存检索式、RSS订阅、定题服务等；通过参考文献可以链接

到平台之外的资源。 

（编者：张燕） 

3.4.9 ASTM(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简称 ASTM）

成立于 1898年，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非盈利性标准制定组织之一。ASTM数据库包含 1961

年以来 ASTM Standards 及 Digital Library（会议论文，手册，数据系列，专题著作，期

刊，视频），主要内容包括现行标准、电子书、专业技术论文、期刊等，涵盖 15类科技领域；

索引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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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金属、石油、建设、环境、钢铁、纺织品、塑料、橡胶、电器绝缘体、电子产品、水和

环境技术、核能、太阳能、医疗设备和服务、仪器仪表及一般试验方法、通用工业产品、特

殊化学制品和消耗材料等的标准。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ASTM数据库提供“Search”（快速检索）和“Advanced Search”（高级检索）两种检

索方式。这里只介绍快速检索方式，检索界面如图 3.4.9-1所示。 

 

图 3.4.9-1 ASTM 数据库检索方式 

2、分类浏览 

可以按照 Alphanumeric Listings of Standards（标准的字母）列表查看 STANDARDS

（标准资料），其中 Book of Standards 可以显示 15种标准分类；在 DIGITAL LIBRARY（数

字图书馆）里可以按照文献类型选择需要浏览的文献；可以在 TERMINOLOGY（术语定义）中

浏览 ASTM术语词典；灰色部分表示图书馆没有订阅的内容。 

3、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两部分：概览区、结果精炼区，以标准检索为例，检索结果如图

3.4.9-2所示。 

 

图 3.4.9-2 ASTM 数据库检索结果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可以点击 按钮，在线查看全记录。点击

按钮，可以直接打开全文。 

（2）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可以按照 Result Type（结果类型）、

Category（标准类别）、Book of Standards（ASTM 标准的 15种分类）和 Topic（主题分类）

检索区 

概览区 

结果精炼区 

分类浏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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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精炼检索。其中 Result Type（结果类型）包括：Standards（现行标准）、Digital Library

（历史标准）；Category（标准类别）分为 5类包括：Applications（应用）、Materials（材

料）、Process（处理方法）、Properties And Measurements（性能和测量）和 Test Methods

（测试方法）； Book of Standards（ASTM标准的 15种分类）以及 Topic（主题分类）。 

三、特色功能 

系统平台提供个性化功能，是针对个体用户的服务功能，需要注册个人账户，才能使用。

注册后，用户可以查看自己的注解、查看书签、查看自己建立的书签或者属于的群、查看是

否有分享的标准以及查看产品通知。 

（编者：赵婉忻） 

3.4.10 IEL(IEEE/IET)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简称 IEL）主要包含三个机构的出版物：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T(The Institution of 

Engineers and Technology) 国际工程和技术学会、VDE德国电气工程师协会。 

IEL数据库内容包含：170多种 IEEE期刊和杂志；每年 1200多种会议录；2800多种标

准；20 多种 IET 期刊和杂志；每年 20 多种 IET 会议录；60 多种 VDE 会议录；1000 多种电

子图书的全文；IBM 期刊；MIT 期刊等。内容覆盖了化学与材料工程、机械工程、生态学、

图像处理、通信电子、航空航天、计算机等各种技术领域。完整文档回溯到 1988 年，最早

到 1872年。数据库周更新。 

二、检索方法 

1、浏览方式 

IEEE Xplore 是 IEL 数据库的数据库服务平台。IEL 提供按 books&ebooks（图书）、

conference publications（会议录）、Journals&Magazines（期刊）standards（标准）、by 

topic（主题）等方式进行浏览。IEEE Xplore平台界面如图 3.4.10-1所示。 

 
图 3.4.10-1 IEL 平台界面 

2、检索方式 

IEL提供多种检索方式，包括：Basic Search（简单检索）、Author Search（作者检索）、

Publication Search（出版物检索）和 Adbanced Search（高级检索）四种基本检索方式，

另外还可在 Other Search Options（其他搜索选项）中选择 Command Serach(命令检索)和

Citation Search（引文检索）。简单检索默认在所有检索字段、所有文献类型、所有时间段

内执行检索；高级检索有更多的检索选项，这里以高级检索为例进行说明，如图 3.4.10-2

浏览区 

 
检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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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1）检索区：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字段。检索字段包括：Metadata（元数据）、Document 

Title(文档题目)、Abstract（摘要）、Topic（主题）、Authors(作者)、Author affiliation

（作者单位）、Author Keywords（作者关键词）、DOI(数字对象标识符)等。 

（2）检索限制条件：对检索内容进行限定，可以限制其 Publisher（出版商）、Content 

Types（文献类型）、Publication Year（时间范围）、Content Filter（内容过滤器）等。

其中，在 Content Filter中，可对检索结果的获取方式进行过滤，可选择 All Results（数

据库所有结果）、My Subscribed Content(我馆订阅内容，可下载原文)、Open Access（开

放获取，可免费获得原文）。 

 

图 3.4.10-2 IEL 高级检索 

3、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3.4.10-3所示。 

 

图 3.4.10-3 IEL 检索结果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显示内容包含文章的题名及作者，出版物名称、卷、

期、DOI、出版日期、页码等信息。出现订阅标识符 表明有权限访问到此文献的全文。点

击“Quick Abstract”，可快速查看文献摘要。点击“PDF”便可查看全文。 

（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Sort by)、输出或更改每页显示记录数

(Results per page)。可对整页所有检索结果输出，也可选择数据输出。输出形式可以是下

载全部或选定结果的引文信息(Download citations)、将检索结果保存到注册的 IEEE 账号

概览区 

 

结果精炼区 

 

结果处理区 

 

检索区 

 

检索限制条件 

 

了解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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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邮箱(Save to Project)、发送电子邮件 (Email Selected Results)、打印（Print）、导

出 (Export Result)。 

（3）结果精炼区可输入关键词对已有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也可在检索结果自动聚类

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文献类型(Content Type)、起始时间（Publication Year）、作者（Author）、

作者单位（Affiliation）、出版物名称（Publication Title）、出版商（Publisher）、举办

会议国家（Conference Country）、会议地点（Conference Location）等精炼结果。 

三、特色功能： 

1、个性化功能 

个性化功能是针对个体用户的服务功能，所以需要注册个人账号，才能使用。成功注册

个人账号后，可设置检索偏好或者更改默认检索设置（Preferences）、保存检索式（“Set 

Search Alert”），每个账号可最多保存 15 个检索式、保存检索历史（Search History）、

下载引文信息（Download citations）、在更新提醒设置的页面（Table of Contents Alert）

设置检索式内容更新和目录内容更新提醒。 

2、获取最新研究热点 

在平台首页的“Most popular”，可浏览最热门的 20个检索词和下载量最高的 100篇

文章（月更新），以获取最新研究热点和前沿信息。 

3、获取最新文献信息 

在平台首页的“Just Published”，获取最新的文献信息，包括期刊、会议、标准、电

子书、教育与学习内容等，IEEE Xplore每周更新两次内容。 

（编者：罗星华） 

3.4.11 IMechE(英国机械工程师协会)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英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简称 IMechE）成立于 1847年，是世界上建立最早的机械工程学

术团体。IMechE也是英国法定的机械工程师资格鉴定机构。IMechE学会旗下拥有 18本同行

评审的学术期刊，其中 17本被 SCI收录。SAGE与英国机械工程师协会（IMechE）合作，出

版其 18种高品质的机械工程及相关领域的期刊。通过 SAGE期刊在线平台（SAGE Journals 

Online）进行访问或直接点击 http://www.sagepub.com/imeche.sp 进行浏览和检索，可检

索 1847年至今的文献。 

二、检索方法 

点击需要查看的期刊，可进入该刊的介绍页面。点击“Current Issue”查看当前卷期

的文章、点击“All Issues”查看该刊的全部卷期，均可浏览和下载全文。期刊页面如图

3.4.11-1。 

期刊页面还显示该期刊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可以进行 RSS订阅（RSS feed）、

了解更多期刊信息（More about this journal）、本刊阅读量最多的文章（Most Read）以

及引用量最多的文章（Most Cited）、查看已经在线但还未出版的文章（Online First）、SAGE 

最佳文章（SAGE Best Paper Award）、IMechE获奖文章（IMechE Award Winning Articles）、

前一年下载量最多的文章（Most Downloaded Papers 2013）、特刊指数（Index of Specia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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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1-1 IMechE 数据库期刊页面 

（编者：张燕） 

3.4.12 IOP(英国皇家物理学会)数据库指南 

一、简介 

英国皇家物理学会（Institute of Physics，简称 IOP）成立于 1874 年，下属的非盈

利性出版机构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IOPP - Institute of Physics Publishing）是全球最

大的物理及相关学科的信息传播机构之一，主要出版物理学领域的图书、杂志。目前，IOP

平台上可访问期刊总数共计 60种。有 42种均被 SCI收录，37种有影响因子(2012JCR)，学

科包括：应用物理，计算机科学，凝聚态和材料科学，物理总论，高能和核能物理，数学和

应用数学、数学物理，测量科学和传感器，医学和生物学，光学、原子和分子物理，物理教

育学，等离子物理等。用户分别可以通过镜像站和主站两种途径查看到 1874 年创刊以来所

有期刊的数据。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IOP平台提供快速检索、高级检索两种检索方式。这里只介绍高级检索方式，检索界面

如图 3.4.12-1所示。 

 

图 3.4.12-1 IOP 检索方式    

（1）检索区：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字段。检索字段包括：Title/abstract（题目/

文摘）、Abstract（文摘）、Author（作者）、Affiliation（作者单位）、Title（题目）、Fulltext

（全文）、Pac/ msc codes 和所有字段（All Fields）。 

检索限制条件 

 

检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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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索限制条件：对检索内容进行限定，可以限制其主题、期刊范围等。 

2、期刊浏览 

在 IOP的“Journal List”页面，可按卷期浏览现刊（CURRENT JOURNALS）、过刊

（JOURNAL ARCHIVE），并可按学科主题（BY SUBJECT）浏览。 

3、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3.4.12-2所示。 

 
图 3.4.12-2 IOP 检索结果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查看全记录，可以点击每条记录下方的“View 

abstract”或每条记录右侧的“View article”，如果图书馆订购该篇文章的全文，会看到

每条记录右侧的“PDF”按钮，点击可以直接打开全文。 

（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输出或更改每页显示记录数。 

（3）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及聚类分析。二次检索则是在结果内进

行检索，聚类分析可以对检索结果集的 PACS号、日期、主题、期刊、作者等进行精炼。 

三、特色功能 

1、个性化功能是针对个体用户的服务功能，所以需要注册个人账户，才能使用。注册

后，用户可以使用定制邮件提醒（My Alert），创建 RSS跟踪（RSS Feed），保存检索式（Save 

Search）等功能。以上跟踪或提醒服务可以方便用户及时了解最新动态。 

2、在数据库首页提供 Latest news and articles（最新新闻和文章）功能，方便用户

跟踪学科热点和最新资讯。 

（编者：燕辉） 

3.4.13 OSA(美国光学学会)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美国光学学会（The 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简称 OSA）成立于 1916 年，是一

个科学、技术、教育性的机构，是世界上最早出版物理学期刊的出版社之一。除了光学和光

子学领域，还为物理学、生物学、医学、电气工程、通讯、天文学、气象学、材料科学、机

械工程和计算等诸多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高水准的信息服务。OSA 出版物全文库包含 14 种

同行评审期刊、新闻杂志 (Optics & Photonics News) 以及会议录，通过 OSA 开发的 

OpticsInfoBase 平台访问，内容最早至 1917年。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OSA平台提供快速检索和高级检索两种检索方式。这里只介绍快速检索方式，检索界面

概览区 

 

结果处理区 

 

结果精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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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4.13-1所示。 

 

图 3.4.13-1 OSA 快速检索方式 

简单检索区提供两种检索方式：期刊检索（Journal Search）和文章检索（Article 

Lookup）。期刊检索可以通过输入题名、摘要信息或作者进行检索。文章检索先选择 OSA 收

录的期刊，然后限制卷号、期号和页码检索相应的文献。 

2、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两部分：概览区和结果处理区，如图 3.4.13-2所示。 

 
图 3.4.13-2 OSA 检索结果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点击每条纪录下方的“Abstract” 查看摘要信息；

点击每条记录下方的“PDF”可直接打开全文。 

（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保存和输出。输出格式有纯文本 Plain Text、

EndNote、HTML、BibText。 

（3）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聚类分析。 

3、浏览方式 

在浏览区选择 OSA 任一出版物，即可查看有关期刊、会议录、电子书等内容。 

三、特色功能 

OSA主页显示中国作者的最新文章、中国研究者当日的最热门下载、新期刊的论文征集

及 OSA新闻等内容。 

（编者：牛悦） 

3.4.14 RSC(英国皇家化学学会)数据库检索指南 

一、简介 

检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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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化学学会（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简称 RSC）成立于 1841 年，是欧

洲最大的化学组织，是化学信息的一个主要传播机构和出版商。RSC电子期刊数据库包括 38

种期刊和 6个数据库，涉及化学化工、食品加工、制药、能源与环境、生命科学、材料等领

域。RSC出版的期刊一向是化学领域的核心刊物，如 Analyst、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Chemical Communications、Green Chemistry等都是相关领域中非常著名的期刊。RSC出版

的期刊中有 28种期刊被 ISI JCR收录，平均影响因子为 5.46。影响因子在同类期刊中位居

前列。我校用户可访问 1841-2013年间 RSC出版的全部期刊以及学会出版的文摘型数据库。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RSC 平台提供“Quick Search”（快速检索）、“Expert Search”（专业检索）和

“Advanced Search”（高级检索）等检索方式。这里只介绍高级检索方式，检索界面如图

3.4.14-1所示。 

（1）检索区（SEARCH FOR）：可选择在不同的检索字段区域输入检索词。检索字段包括：

Full Text(全文)、Author（作者）、Article/Chapter Title（文章题名或章节题名）、

Article/Chapter DOI 等。其中 Full Text 区域，可以通过 with all of the words（所有

词语）、with the exact phrase（精确词组）、with at least one of the words（包含其

中至少一个词）、without the words（不包含）等形式进行检索查询。 

（2）检索限制条件（LIMIT TO）：对检索内容进行限定，可以通过作者、文章名或章节

名、文章或章节的唯一标示符、出版的时间范围等对检索结果进行限制。 

 

图 3.4.14-1 RSC 高级检索方式     

2、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3.4.14-2所示。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查看全记录可以点击每条记录右边的“Expand”

或“Abstract”，如果图书馆订购该篇文章的全文，会看到“PDF”按钮和“Rich HTML”，

点击可以直接打开全文。 

（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输出或更改每页显示记录数，排序可按照

最新和最老来排序。 

（3）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按照作者、日期、期刊来源等进行聚类和精炼。 

3、检索技巧 

在 RSC主站点可以访问索引文摘型数据库，对相关领域研究是比较重要的参考资料。如

Analytical Abstracts（分析化学文摘）是根据特定的分析化学信息的需求而设计的，是分

析化学中最重要的文摘数据库、Catalysts & Catalysed Reactions（催化剂与催化反应）

是报道催化领域最新研究进展的文摘数据库。 

检索区 

 

检索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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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4-2 RSC 检索结果 

三、特色功能 

1、个性化功能 

（1）个性化功能是针对个体用户的服务功能，所以需要注册个人账户，才能使用。注

册后，用户可以使用定制邮件提醒（Email alerts），保存检索式（Save Search）等功能，

方便用户及时了解最新动态。 

（2）免费化学搜索引擎——ChemSpider（www.chemspider.com） 

ChemSpider汇集 2600万个化学合成物和相关的信息，通过免费的搜索引擎为研究者提

供一手文献和相关的权威资讯。 

2、在线培训 

RSC数据库还提供免费的在线培训课程，访问网址：

media.rsc.org/publishing/RSC-platform-online-tour-lower-resolution.mp4 了解更多

内容。 

3、移动平台 

RSC支持 IOS与安卓系统应用程序。 

（编者：燕辉） 

3.4.15 SPIE(国际光学工程学会)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SPIE（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ptical Engineering，国际光学工程学会）Digital 

Library是世界上最大的光学和光子学应用科研领域数据库。综合了SPIE的会议录和期刊，

其中收录了超过 9,000 卷 SPIE 会议录，年新增 350卷，首卷可回溯至 1963年。11 种光学

核心期刊，首卷回溯至 1962年。涵盖光学工程、光学物理、光学测试仪器、遥感、激光器、

机器人及其工业应用、光电子学、图像处理和计算机应用等领域。数据库周更新。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SPIE平台提供“Quick Search”（快速检索）和“Advanced Search”（高级检索）两

种检索方式。这里只介绍快速检索方式，检索界面如图 3.4.15-1所示。 

2、浏览方式 

可选择 SPIE会议录、期刊或电子图书进行浏览，也可选择主题浏览。 

 

概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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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5-1 SPIE 检索方式  

3、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3.4.15-2所示。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点击标题可以查看全记录。 

（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和显示内容的设置。可以按照最佳匹配或最

新发布排序，也可按照基本信息和扩展信息显示记录。 

（3）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及聚类分析。可通过内容类别、主题和

时间范围等进行聚类分析，也可在结果内进行限定，选择“APPLY”以精炼结果。 

三、特色功能 

1、个性化功能 

个性化功能是针对个体用户的服务功能，所以需要注册个人账户，才能使用。注册后，

用户可以使用定制邮件提醒（Create Alert），创建 RSS跟踪（RSS Feed），保存检索式（Save 

Search）等功能。 

2、获取热点期刊和会议录论文 

在平台首页下方点击“Top Downloads from SPIE Journals and Proceedings”，可获

得下载量最高的期刊及会议录文章。 

3、远程访问 

用户在校园网内创建个人账号，在校外即可通过个人账户登录访问 SPIE 数字图书馆，

该个人账户每 3个月需要在校园网内进行重复验证。 

 

图 3.4.15-2 SPIE 检索结果 

（编者：谭英） 

检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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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6 SAE(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简称 SAE)成立于 1905年，

是国际上最大的汽车工程学术组织。SAE Digital Library收录 SAE出版的技术报告、标准、

图书、杂志等，总计 17.5多万份文献。我校已开通 SAE数据库技术报告和标准的访问，其

中技术报告（Technical Papers）涉及汽车、航空航天和商用车领域，收录 1906年以来的

技术报告 9万份；标准（Standards）收录 22000 多个可用的航空航天标准(AS)和航天材料

规范(AMS)以及 600多个可用的地面车辆标准。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SAE 平台提供“Quick Search”（快速检索）和“Advanced Search”（高级检索）两

种检索方式。这里只介绍快速检索方式，快速检索界面如图 3.4.16-1所示， 

（1）快速检索区（Quick Search）：输入关键词、文献号、标准号或作者名字。 

（2）检索限制条件：在我的订阅（My Subscriptions）中可在我校订购的规范和标准

中指定检索范围，包括：航空航天材料规范（Aerospace material specification）、航空

航天标准（Aerospace Standards）、地面车辆标准（Ground Vehicle Standards）、技术白

皮书（Technical Papers），也可以在筛选结果（Filter Result）中指定内容类型（Content 

Types），包括技术报告、标准、图书、杂志等。 

 

图 3.4.16-1 SAE 检索方式 

2、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3.4.16-2所示。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可以查看全记录、预览摘要、下载全文或下载文

摘。 

（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选择呈现方式、输出或更改每页显示记录

数。排序方式包括 Relevance（相关度）、Title（标题）、Data（出版时间）、Item（项目）。

呈现方式（Display）包括 Short（精简）或 Full（全部）。可选择多个目标文件（最多不超

过 100条）发送邮件（Email）、打印（Print）及引用记录输出（Export）。 

（3）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及聚类分析。二次检索是在结果内限定

选择“Filter Result”。聚类分析可以对检索结果集的内容类别、时间范围、作者、主题、

出版商及作者所在机构进行分析，选择过滤条件后出现“Refresh Results”, 点击后按所

选条件筛选结果。 

 

检索区 

SAE 介绍 

检索限制条件 

javascript:manageFacetExp(4);
javascript:manageFacetEx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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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6-2 SAE 检索结果 

（编者：张燕） 

3.5 国外科技报告、学位论文、专利 

3.5.1 NTIS 国外科技报告系统使用指南 

国外科技报告服务系统可检索以下数据库资源： 

1、AD 报告：美国国防技术情报中心 DTIC（Defense Technical Information Center）

入藏的国防科技报告的简称。AD 报告来源于美国三军科研机构及其合同户（公司、企业、

大学和外国科研机构）的报告和科研成果，包括三军的专利、会议录等文献。内容不仅包括

军事方面，也广泛涉及许多民用技术，包括航空、军事、电子、通讯、农业等 22 个领域，

是美国政府科技报告（NTIS）中“四大报告”（PB 报告、AD 报告、NASA 报告和 DOE 报告）

之一。我馆的 AD报告数据库内容包括 1990年以来的全部公开的 AD报告。 

2、DE 报告：主要来源于能源部直属机构及合同户，内容涉及原子能及其应用领域，也

涉及其它各学科领域。总体上收录能源部部属科研机构和各大学等一切与能源有关的科技文

献，以科技报告为主。 

3、 NASA 报告：美国国家航空和宇航局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的报告资料，主要来自 NASA 的各研究中心和试验室、承包合同公司企业

和大学资助单位，内容范围侧重于航空和空间科技领域，同时广泛涉及许多基础学科和技术

学科。 

4、PB 报告：美国商务部出版局（Publication Board）报告，资料主要来源于美国国

内各研究机构的技术报告，主要侧重于民用工程技术、城市规划、环境污染和生物医学等领

域。 

5、SPIE光电文献数据库：汇集了光学工程、光学物理、光学测试仪器、遥感、激光器、

机器人及其工业应用、光电子学、图像处理和计算机应用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具有信息

量大、报导速度快、涉及交叉学科领域广泛等特点，已成为光学及其应用领域科技人员极为

重视和欢迎的情报源。 

检索系统为中文检索方法较为简单，这不再赘述。 

（编者：罗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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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科技报告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科技报告数据库包括题录文摘库和全文库两部分，收录起始时间为 1920 年，用户可从

主站和镜像站两个入口访问，主站及时更新，镜像站每半年更新一次。数据库主要收录国外

政府部门出版的技术报告，也收录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科技报告，主要包括： 

1、DOE 报告：是由美国能源部 ( Department of Energy) 所属科研机构及其合同单位

所产生的科研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物理、化学、材料、生物、环境、能源等领域。 

2、DTIC 报告：由美国国防技术信息中心（Defense Technical Information Center）

收集整理和出版。报告以国防部各个合同户的研究报告为主，内容涉及与国防科技有关的各

个方面，资料主要来源于美国国防部所属的陆海空三军的科研单位、公司、大专院校和外国

研究机构及国际组织等。内容不仅包括军事方面，也广泛涉及许多技术领域，如生物医学、

环境污染和控制、行为科学、社会科学、航空航天、地球、物理、材料工程技术等。 

3、NASA报告：美国国家航空和宇航局（National Aeronautics & Space Administration）

出版的报告，主要来源于美国国家宇航局所属的各研究中心、试验室、合同公司企业以及大

学研究所，包括一些国外研究机构。报告内容侧重于航空和空间技术领域，同时也广泛涉及

许多基础学科和技术学科，如物理、化学、机械仪表、电子、材料等。 

4、PB 报告：由美国商务部出版局（Office of Publication Board）出版的报告。资

料主要来源于美国国内各研究机构的技术报告，内容逐步侧重于工农业生产和民用工程方面。 

5、其他报告：该数据库也收录了其他政府机构、社会团体、研究机构、大学的科技报

告和经济方面的研究报告，例如惠普实验室技术报告（HP Labs technical Reports）、斯坦

福大学的技术报告（Stanford Computer Science Technical Reports）、IBM 研究报告（IBM 

Research Reports）、世界银行组织的报告（Documents & Reports of the World Bank Group）、

华盛顿大学经济系提供的经济学科的报告等。 

二、检索方法 

数据库提供快速检索和高级检索两种检索方式。页面默认快速检索，这里介绍高级检

索，其检索界面如图 3.5.2-1所示。 

 

图 3.5.2-1 高级检索界面 

高级检索分为按照检索框输入检索词检索和直接输入检索式检索。直接输入检索式检索

适合专业人员使用，这里只介绍输入检索词检索。在检索框中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字段。

检索框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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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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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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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字段包括：报告名称（Name）、报告号（Number）、作者（Author）、研究机构（Org）、

关键词（Keyword）、简介（Introduce）、国别（Country）。最后对检索的起始年代进行限定。 

（编者：罗星华） 

3.5.3 PQDT 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PQDT 学位论文全文库是目前国内唯一提供国外高质量学位论文全文的数据库，主要收

录了来自欧美国家 2000 余所知名大学的优秀博硕士论文，目前中国集团可以共享的论文已

经达到 49 万余篇，涉及文、理、工、农、医等多个领域，是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信息资

源。我校用户可通过 CALIS镜像、中信所、上交大三个入口访问。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PQDT 提供简单检索和高级检索两种检索方式，简单检索只需在检索框中输入检索词即

可执行检索，这里介绍高级检索，其检索界面如图 3.5.3-1所示。 

 
图 3.5.3-1 高级检索界面 

（1）检索区：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字段，检索字段包括：标题、摘要、全文、学科、

作者、学校、导师、来源、ISBN、出版号等。 

（2）检索限制条件：对检索内容进行限定，可以限制其时间范围、学位论文类型、语

种等。 

2、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四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二次检索区，如图

3.5.3.-2所示。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点击“查看详情”，可查看该论文的题录信息及摘

要；点击“查看 PDF全文”，可查看并下载该论文的 PDF全文。 

（2）结果处理区可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输出或更改每页显示记录数。可以对整页结果

输出，也可以对选择数据输出。输出形式可以是发送到邮箱（Email）、保存为 excel 表格等。 

（3）结果精炼区可对检索结果在学科类别、发表年度、学位类别等方面进行限定。 

（4）二次检索区可在检索结果中进行二次检索或者重新检索。 

三、特色功能 

1、个性化功能 

个性化功能是针对个体用户的服务功能，需要注册个人账户。注册成功后，可根据指定

的兴趣学科，获得推荐论文排行；对感兴趣的论文进行收藏；对检索历史进行保存； 

检索区 

 

检索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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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科导航 

在首页中，提供学科导航浏览，方便用户选择学科直接浏览该学科的学位论文。 

 

 

 

 

 

 

 

 

 

 

 

 

图 3.5.3-2 检索结果 

（编者：罗星华） 

3.5.4 德温特世界专利数据库(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使用指

南 

一、简介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简称 DII）是以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Derwent World 

Patent Index®）和德温特世界专利引文索引（Patents Citation Index）为基础形成的专

利信息和专利引文信息数据库，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利文献数据库。支持快速而精确的专利和

引文检索，内容涵盖化学、电气、电子和机械工程等领域，并提供与部分专利全文的链接。

德温特聘请各领域技术专家，根据专利全文内容，特别是权利要求项，用普通技术词汇重新

改写的标题和文摘，详细反映了专利的内容、应用、新颖性等信息，帮助研究人员快速、准

确和有效的查全、查准专利技术。DII包括 Chemical,Electrical & Electronic,Engineering

三个子数据库，收录来自世界 40 多个专利机构的 1 千多万个基本发明专利，3 千多万个专

利，内容最早回溯至 1963年，数据库周更新。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SM
提供“基本检索”、“被引专利检索”和“高级检索”

三种检索方式。基本检索、被引专利检索适于普通用户使用，高级检索适于专业技术与信息

人员使用。这里只介绍基本检索方式，检索界面如图 3.5.4-1所示。 

（1）检索区：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字段。检索字段包括：主题、标题、发明人、专

利号、国际专利分类、德温特分类代码、德温特手工代码、Derwent 主入藏号、专利权人-

仅限名称、专利权人。 

（2）检索限制条件：对检索内容进行限定，可以限制时间范围和子数据库范围。系统

默认是子数据库全选，也可以根据需要单选，以便区分收录数据库的名称。 

（3）被引专利检索：查找某一专利的被引用情况。DII 中会有专门的链接，显示这些

有关某一项专利的参考文献及参考专利情况（来自于发明者和专利审核员的）。同时，DII

中还会有“施引专利”的链接，显示某一项专利发明以来，被哪些专利引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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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索技巧 

（1）“专利权人 - 仅限名称”检索：检索专利记录中的“专利权人名称”字段。此检

索的范围仅限在“专利权人名称”字段中找到的名称。 

（2）“专利权人”检索：检索专利记录中的“专利权人名称和代码”字段。 

（3）“德温特手工代码”检索：使用手工代码执行检索时，请使用星号 (*) 字符。如：

检索 J07-B*可查找到 J07-B 分层结构的所有子部分中的所有专利。 

 

图 3.5.4-1 DII 基本检索方式 

3、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3.5.4-2所示。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显示每条记录的专利号、标题，专利权人、发明

人以及 DII主入藏号。点击专利标题可以查看全记录。  

 

图 3.5.4-2 DII 基本检索结果 

（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保存输出、添加至记录表及分析结果功能。

排序方式可按照更新日期、发明人、出版日期、专利权人名称、专利权人代码、被引频次、

德温特分类代码等升序或降序进行。可以对所有检索结果输出（最多不超过 500条），也可

以对选择记录输出。输出形式可以是打印（Print）、发送到邮箱（Email）、保存本地（通常

选择保存为其他文件格式）。分析检索结果功能可以对结果进行聚类分析，分析的字段包括

专利权人名称、专利权人代码、发明人、IPC代码、德温特分类代码、德温特手工代码、学

科类别等等。 

增加多个检索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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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精确检索。精确检索的选项包括：学科类别、

专利权人名称、专利权人代码、发明人、IPC 代码、德温特分类代码、德温特手工代码等，

限定结果后点击“精炼”，即可得到二次检索结果。 

三、特色功能 

1、高附加值的标引 

（1）德温特的技术专家用通俗的语言按照技术人员平常用词、行文的习惯重新用英文

书写每一篇文献的标题和摘要，重新书写的标题、摘要会从新颖性、用途、优势、技术点几

个方面对专利加以描述，方便用户使用习惯的常用词进行检索。 

（2）翻译了所有英语以外的其他语种出版的专利文献，有利于克服语言障碍，了解世

界各国的科技进展。 

（3）将同族专利合并成一条记录。在同一条记录页里会列出同族专利中不同国家授予

给同一项技术的不同的专利号，方便了解某一个具体专利的全球专利授权情况。另外，对于

非英文/中文的专利，可以通过同族专利的记录，找到同一项技术的英文专利以便了解技术

细节。 

2、独特的专利权人检索 

为规范化公司名称，Derwent 为全世界大约 21,000 家公司分别指定了一个 4 字符的

代码，使用这些代码可检索公司的子公司和相关控股公司。为其他公司和个人专利权人指定

一个非标准的由 4 个字符组成的代码，该代码不具有唯一性。专利代码显示为： 

ABCD-C（标准公司）   ABCD-N非标准   ABCD-R前苏联机构    ABCD-I 个人 

3、德温特手工代码检索 

德温特手工代码由 Derwent的标引人员分配给专利，用于表示某项发明的技术创新点及

其应用，比德温特分类代码更为详细：相当于广义的叙词表。手工代码按分层结构排列，结

构顶层是上义或通用代码，接下来是细分为更具体的类别的子部分。使用手工代码创建详细

的检索策略可以显著提高检索的速度和准确性。 

（编者：谭英） 

3.6 外文事实型、分析型数据库 

3.6.1 InCites 基于引文的科研评估工具使用指南 

一、简介 

InCites是基于 Web of Science
TM
核心合集权威引文数据，经过数据清理与机构名称规

范化处理生成的分析评估型数据库。综合了各种文献计量指标和 30年来(1981-现在)各学科

各年度的全球基准数据。通过 InCites，用户能够实时跟踪机构的研究产出和影响力；将本

机构的研究绩效与其他机构以及全球和学科领域的平均水平进行对比；发掘机构内具有学术

影响力和发展潜力的研究人员，并监测机构的科研合作活动，以寻求潜在的科研合作机会。

数据库按季度更新。 

二、检索方法 

1、登录系统 

Incites的分析功能，需要注册和登录系统才能使用。注册系统时输入自己的常用 email

地址，设定访问密码、填写自己的基本信息并提交表单。使用注册后的用户名和密码即可登

录系统。系统界面如图 3.6.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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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1-1 InCites 检索方式 

2、Incites 分为科研绩效概览和全球对比分析两大模块。 

（1）科研绩效概览（Research Performance Profiles）(每季度更新) 

以科研机构、作者、主题领域或期刊为单位，提取 Web of Science 论文及引文信息，

同时提供高附加值的文献计量学指标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有效的科研评估。在模块选项

“Research Performance Profiles”的下拉菜单中可以快速的直接选择不同的分析内容和

角度进行分析。也可点击图表“Research Performance Profiles”中的“Get Started”按

钮进入分析页面。 

①创建一份用户定制的报告（Create a Custom Report）：首先选择一种报告类型，然

后选择报告中包含的科研绩效指标，设定报告分析的时间段，点击“Create Report”，即

可创建一份用户定制的报告。可供选择的报告类型包括：论文、作者、引用情况、国家、机

构、学科领域、关键词和总体表现（summary metrics）等类型的排名。 

②概览和总体表现（Overview and summary metrics）：可以查看西工大科研绩效的总

体表现，包括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引用频次分布、学科优势等类型的综合报表。 

③论文产出和学术影响力（Productivity and Research Output）：可以查看西工大所

有 Web of Science论文的总体学术影响力情况（包括引用次数排名、影响因子排名等指标），

并查看基于这些论文的引用情况的文章类型排名、期刊类型排名、作者及去除自引的作者排

名。 

④合作和研究网络（Collaboration and Research Networks）：可以查看西工大与其

他国家和机构的合作情况。包括合作单位、web of Science 论文发表数量、引用次数等指

标的排名情况。 

⑤优势学科领域（Specialization and Field Strength）：提供按发文数量、引用次

数、篇均被引次数、影响因子等指标的西工大优势学科排名。 

⑥趋势和时间序列分析（Trends and Time Series Analysis）：以时间序列的形式表

现西工大每年发表的 Web of Science论文在下一年及发表至今的引用情况。 

⑦影响力和引用排名（Impact and Citation Rankings）：提供按引用次数、发表论文

数量和篇均被引次数等指标的西工大发文作者、合作机构、国家、年均引用次数、学科、期

刊和论文类型的排名。 

（2）全球对比分析（Global Comparisons）（每年更新） 

①国家指标数据（National Comparisons）：以国家及地区为单位，汇总其论文与引文

总数，提供了全球 170 多个国家与若干个地区（亚太， 亚太（不包括日本），欧洲共同体，

拉丁美洲，中东，北欧，OECD）在各学科领域的综合科研效绩评估指标。可以分析国家或地

我的文件夹 

 

定制数据—机构、个人、主

题、期刊的论文数据，能够

进行多指标的深入分析。 

 

预置数据—可以进行国家/

地区和机构的多指标对比

分析。 

 

注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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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之间的比较数据，选择将要比较的国家和地区，选择某学科领域，设定数据时间段，即可

查看国家或地区之间在某学科领域的科研绩效比较数据。也可选择一个国家或地区，设定时

间段，查看该国家或地区在各学科领域的综合科研绩效评估数据。 

②机构指标数据（institutional Comparisons）：以大学或研究机构为单位，汇总其

论文与引文总数。提供 40多个国家 2,00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以及大学集合（例如：中国的

985高校和 C9高校、英国的 RUSSELL GROUP和 1994 GROUP、澳大利亚的 GOUPG OF 8、德国

的 UNIVERSITIES OF EXCELLENCE 等等）在各学科领域的论文和引文计量指标在各学科领域

的综合研究绩效评估指标。可以分析机构之间的比较数据，选择将要比较的机构，选择某学

科领域，设定数据时间段，即可查看机构之间在某学科领域的科研绩效比较数据。也可选择

某一机构，查看某时间段内该机构在各学科领域内的综合研究绩效评估指标。 

3、我的文件夹（Folders） 

（1）保存：可以将 incites生成的报表、选项和文件集合保存在我的文件夹中，下次登

录 incites的时候可以直接查看这些报表。也可以将这些报表以.pdf、.exl、.csv的格式

保存、打印或输出。 

（2）共享：可以将我的文件夹里保存的报表、选项和文件集合共享给机构中的每个人。 

三、特色功能 

InCites中提供的总览分析仪表板涵盖了引文影响力、学科交叉性、合作强度以及基于

全球引文基准值建立的相对指标，并以图示方式直观呈现，为把握机构总体学术表现和全球

定位提供全面、客观的数据支撑。 

（编者：谭英） 

3.6.2 ESI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基本科学指标（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 ESI）是汤姆森路透在汇集和分

析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SCIE/SSCI）所收录的学术文献及其所引用的参考文献的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分析型数据库，属于事实数值型数据库。 

ESI 由世界上著名的学术信息出版机构美国科技信息所(ISI，现已并入汤森路透)于

2001 年推出，主要用于文献的评价分析。通过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研究人员

可以系统地、有针对性地分析国际科技文献，从而了解一些著名的科学家、研究机构（或大

学）、国家（或区域）和学术期刊在某一学科领域的发展和影响，识别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

的重要趋势与方向；同时科研管理人员也可以利用该资源找到影响决策分析的基础数据。除

提供具体数据图表以外，ESI还为用户提供了简要的数据分析指导，并为所有图表提供解释

性的链接页面。 

ESI对全球所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 SCIE、SSCI中近 10年的论文数据进行统计，按被引

频次的高低确定出衡量研究绩效的阈值，分别排出居世界前 1%的研究机构、科学家、研究

论文，居世界前 50%的国家/地区和期刊，和居前 0.1%的热点论文。ESI针对 22个专业领域，

通过论文数、论文被引频次、论文篇均被引频次、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和前沿论文等 6

大指标，从各个角度对国家/地区科研水平、机构学术声誉、科学家学术影响力以及期刊学

术水平进行全面衡量。ESI数据库通过 IP地址来控制访问，数据库每两个月更新一次。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ESI由引文排名（Citation Rankings）、高被引论文（Most Cited Papers）、引文分析

（Citation Analysis）三大模块组成，在每一模块中都可通过浏览和检索两种方式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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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此外，ESI 数据库还提供了相关注意说明(Notices)、使用教程（Tutorial）和评论

（Commentary）等链接。ESI的检索界面如图 3.6.2-1所示，最上方显示数据覆盖的时间范

围及最新更新时间。 

（1）引文排名（Citation Rankings）：在该模块中，包含针对科学家、研究机构、国

家/地区和期刊 4 种引文排名，分别可以选择按照字顺浏览或者检索的方式对发文量、被引

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等排名情况进行查询，从而依据不同的方式提供被引次数入围前 1%的

作者和机构、前 50%的国家/地区和期刊的排名情况。 

（2）高质量论文（Most Cited Papers），可分别对高被引论文（Highly Cited Papers）

和热点论文（Hot Papers）进行浏览和检索。 

①Highly Cited Papers（last 10 years）：发表于十年内各学科领域中被引用次数前

1%的文章。可以浏览单一学科或者综合所有学科的高被引的论文（BY FIELD）；浏览某一科

学家、某一研究机构、国家/地区或者期刊的高被引文章（BY NAME）；可以检索高被引文章

列表（BY SEARCHING）。 

②Hot Papers（last 2 years）：发表于两年内最近两个月被引用次数为各学科领域前 

0.1%的文章。 

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文可通过文章标题词（Title word）、科学家姓名（Scientist）、

机构名称（Institution）、国家/地区（Country/Territory）以及刊名(Journal)等进行检

索，输入的词或者词组可以用 AND或者 OR等逻辑算符组配，各个检索字段之间自动使用 AND

组配。 

 

图 3.6.2-1 ESI 检索界面 

（3）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中可以查看基线数值（Baselines）和研究前沿

（Research Fronts）。 

基线数值（Baselines）为引文统计数据提供了比较分析的依据。其中，平均引文率

（Average Citation Rates）提供了近 10 年各学科中每年发表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百分

位（Percentiles）提供了近 10 年各学科中每年要达到某个百分点基准所需被引用的次数；

领域排名（Field Rankings）提供了近 10 年各学科领域中的论文总数、引文总数及总平均

被引频次。例如，论文被引次数百分位（Percentiles）中，2010年材料科学进入全球排名

前 0.01%的阀值为 1005，表明该学科发表论文被引次数达到 1005 以上即进入全球排名前

0.01%，以此进一步判断某项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在学科中的水平。 

研究前沿（Research Fronts）通过共引关系聚类高被引论文，用以了解新的突破可能

出现的领域以及科学家之间的非正式交流的关系。可以进一步按学科（BY FIELD）浏览研究

前沿，或查看指定的主题（BY NAME）的研究前沿。 

2、检索结果 

以检索西工大高被引论文为例，检索结果如图 3.6.2-2所示，结果页面分为两部分：结

果处理区、结果概览区。 

时间

范围 

检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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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果处理区显示检索结果的记录数，并可对检索结果的排序方式进行修改，共有

三种排序方式：引文数(citations)、出版年（Publication Year）、期刊名称（Journal Title）。 

（2）结果显示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选定某篇文献后，可通过该篇文献左上角

“Citation”后的 图标查看文献的年度引文趋势图（Number of Citations（by year））；

点击“Web of Science”按钮，可链接至 Web of Science 了解最新的引文统计和全文链接

等信息；点击“Research Front”按钮，可了解与该篇文献相关的学科前沿信息；点击文献

来源（Source）、学科领域（Field）等的链接了解期刊排名情况及该学科的高被引论文情况。 

 

 

 

 

 

 

 

 

图 3.6.2-2 ESI 检索结果 

三、特色功能 

1、追踪学科热点与前沿 

评论功能区（Commentary）提供了 In-Cites、Special Topics、Science Watch 三个链

接。In-Cites 提供了进入科学社区的门户，提供多个学科领域中高被引研究人员、论文、

机构、期刊和国家的采访资料等内容；Special Topics 提供了在一些学科领域中取得重大

研究进展或者引起特别关注的论文的引文分析和专家意见；Science Watch则提供了 Thomson 

Scientific快讯的相关编辑材料。 

2、在线培训 

ESI 数据库提供免费的在线数据库指导培训，另外通过汤森路透的主页

http://www.thomsonscientific.com.cn/productraining/ESI/可获得在线培训课程及视频。 

（编者：罗星华） 

3.6.3 JCR 期刊引用报告使用指南 

一、简介 

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简称 JCR）是一个综合性、多学科的期刊

分析与评价报告，涵盖包括 SCI期刊在内的 5,000多种国际性科学技术期刊，客观地统计期

刊所刊载论文数量、引文数量、被引用次数等数据，科学地分析出期刊的影响因子、立即影

响指数、被引半衰期、自引等数据。作者可根据其期刊分析数据决定投稿方向。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1）JCR平台提供“View a group of journals”（分类浏览）、“Search for a specific 

journal”（期刊检索）和“View all journals”（期刊浏览）三种检索方式。检索界面如

图 3.6.3-1所示。 

（2）在“View a group of journals”（分类浏览）选项下，可以通过“Subject 

Category”(学科类别)，“Publishier”（出版机构）和“Country”（出版国家）三种方

式检索。这三种检索方式均可通过字顺、影响因子、立即影响指数、被引半衰期、总引文数

等排序浏览期刊。 

结果处理区 

 

结果显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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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3-1 JCR 检索方式 

（3）进入“Search for a specific journal”（期刊检索），显示如图 3.6.3-2界面，

检索途径有四种，“full journal title”（期刊全称）、“Abbreviated journal title”

（期刊简称）、“Title Word”（期刊部分名称）以及“ISSN”（ISSN 号）。以期刊全称检

索方式为例，在检索区输入期刊全称。检索结果页面如图 3.6.3-2所示。 

 

图 3.6.3-2JCR 检索结果 

（4）进入“View all journals”，可浏览所有期刊，并可以按照字顺、影响因子、立

即影响指数、被引半衰期、总引文数等排序浏览列表。 

2、检索结果 

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可以查看到期刊的“Total Cites”（总被引次数）、

“Impact Factor”（影响因子）、“5-Year Impact Factor”(5 年影响因子)、“Immediacy 

Index”（立即影响指数）、“Articles”（论文数量）、“Cited half-life”（被引半衰期）

等。点击期刊名称，可以看到该期刊更详细丰富的全记录，包括：期刊一年的被引用的总次

数（Total Cites）、期刊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期刊当前年发表的文章在当前年的

平均被引次数（Immediacy Index）、每种期刊当前年的文章总数（Articles）、每种期刊论

文研究课题的延续时间（Cited Half-life）、每种期刊的引用期刊列表（Citing Journal）、

每种期刊的被引用期刊列表（Cited Journal）、每种期刊的影响因子在近几年的变化情况

（Trends）、每种期刊的来源数据情况（Source Data）等。 

3、使用技巧 

“Impact Factor” 可以用来评估同一研究领域不同期刊的相对重要性。 

“Immediacy Index”用来评价哪些科技期刊发表了大量热点文章，进而能够衡量该期

刊中发表的研究成果是否紧跟研究前沿的步伐。 

“Articles”可以查看期刊刊发文章数量，如果文章数量大量增长，期刊质量可能正在

下降。 

“Cited half-life”可以查看很久以前出版的某本期刊是否仍然被引用，从而判断某

刊过去的出版情况是否良好以及其中刊载文章的质量。 

“Citing Half-life” 可以了解期刊引用参考文献的时间范围，可获知该刊是否正在

引用最新的文献，从而可以确定该刊是否有利于您时刻紧跟研究领域的发展步伐；总之，被

引半衰期和引用半衰期的值比较接近。如果数目有很大差距则表明该刊引用了大量的最新文

献，但是同时大部分旧文献也在被引用，反之亦可。 

检索区 

 

检索时间选择 

 

概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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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 Cited”可以了解期刊是否可靠，如果一个期刊连续两年的自引率都非常高，那

有可能在下一年被 SCI 剔除。 

三、特色功能  

1、检索 JCR 分区 

JCR数据库提供 JCR分区，在进入每个期刊的全记录页面后，在 “Journal Information”

里有“JOURNAL RANKING”选项，即可看到该期刊的 JCR 分区。如图 3.6.3-3 所示。JCR 每

个学科分类按照期刊的影响因子高低排名，平均按 25%分为 4个区。 

 
图 3.6.3-3 JCR 分区检索 

2、JCR与 Web of Science 平台的链接 

JCR与 Web of Science 平台已经实现了链接，用户可以点击 Web of Science检索结果

中的影响因子，直接链接到 JCR的相关记录显示界面，获得文献所在期刊的统计信息。 

（编者：赵婉忻） 

3.6.4 中科院 JCR期刊分区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JCR 期刊分区数据是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世界科学前沿分析中心的科学研究成

果。JCR期刊分区数据自 2004年开始发布，延续至今；从 2012年起，JCR 期刊分区数据更

改为网络版。JCR期刊分区数据每年 10月份发布，对期刊引证报告（JCR）中全部期刊进行

分区；提供大、小类两种学科分类体系的分区数据。 

二、检索方法 

使用期刊分区数据的用户请登录使用，我校用户的登录名和密码均在图书馆网站本数

据库页面。 

1、期刊浏览 

可按照学科分类、期刊等级（分区）来浏览各个学科、各个分区的期刊列表，点击期

刊列表任意一本期刊可展开/收起查看该本期刊的详细信息。如下图 3.6.4-1所示。 

 

图 3.6.4-1 期刊浏览 

浏览限制条件 

 

浏览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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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刊检索 

可以选择检索或批量检索，检索词为期刊全称、简称或 ISSN，检索词之间使用英文分

号“；”或者回车键分隔，检索词批量输入后，系统自动识别出能匹配上的有效期刊数量。

这里只介绍期刊检索方式。检索结果显示期刊的大、小类分区、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等信

息。检索结果如下图 3.6.4-2所示。 

三、特别说明 

1、分类体系 

小类学科体系为 Thomson Reuters 发布的 JCR 自然科学的学科体系；大类学科体系为

地学、地学天文、工程技术、管理科学、化学、环境科学、农林科学、社会科学、生物、数

学、物理、医学、综合性期刊这 13个学科所构成的分类体系。 

 
图 3.6.4-2 期刊检索结果 

2、分区阈值  

每个学科各期刊等级（分区）的期刊集合的最低影响因子。目前能够查看 2004年至本

年度前两年 JCR期刊分区数据的大小类阈值。 

3、学科影响因子 

当年影响因子（IF）：学科所有期刊的当年影响因子的平均值。最近 3年平均影响因子

（IF）：该学科所有期刊最近 3年平均影响因子的平均值。  

4、中科院分区表与 JCR分区的区别 

中科院分区主要参考 JCR 期刊影响因子，将所有期刊重新划分了 13个大类，同时采用

了期刊在 JCR中的所有小类，并在大类和小类下设定分区阀值。每个学科类目下，根据期刊

影响因子，分区大概比例为：前 5%为 1区，5-20%为 2区、20-50%为 3区，后 50%为 4区。

JCR分区则均等的划分学科内影响因子。 

四、注意事项 

1、注意期刊更名现象，系统公告栏会发布期刊更名的说明，方便用户查阅。 

2、中科院 JCR期刊分区数据仅限我校相关人员工作使用，请勿公开和以任何方式向非

本校人员传播或将数据公开到网络上，否则学校将承担相应的责任。 

（编者：牛悦） 

3.6.5 SpringerMaterials 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SpringerMaterials是全球最大的材料数据资源，是一个高质量数值型数据库，内容涵

盖物理化学和工程科学的各个领域，关注物理、材料和工程科学，涵盖以下主题领域：粒子、

检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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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和原子；分子和自由基；电子结构与传输；磁学；半导体；超导体；结晶学；热力学；

多相系统；先进材料；先进技术；天体物理学和地球物理学。研究人员通过此数据库可以访

问 91,000 份在线文档，其中包括超过 120 万条文献引文、250,000 种物质及材料系统，以

及 3,000种属性。数据库季更新。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SpringerMaterials平台提供“Search”（快速检索）、“advanced Search”（高级检

索）、“Periodic Table Search”（元素周期表检索）和“Structure Search”（结构检索）

四种检索方式。这里只介绍快速检索方式，检索界面如图 3.6.5-1所示。 

 

 
图 3.6.5-1 SpringerMaterials 检索方式 

2、分类浏览区 

SpringerMaterials数据库是以经典的参考工具丛书 Landolt Bornstein为基础，还包

含了 Substance Profiles(化学反应数据库)、Inorganic Solid Phases(无机固体相图)、

Polymer Thermodynamics(聚合物和小分子的热性能)、Adsorption(物理吸附等温线)、

Thermophysical Properties(热物理性质) 5个主题数据库，以及 Chemical Safety(化工安

全数据库),包含 REACH、GHS、RoHS和 WEEE。 

浏览 Landolt Bornstein参考工具丛书内容，可以在分类浏览区通过学科分类浏览，也

可以从 Bookshelf进入，按照 Landolt Bornstein中的主题浏览。 

SpringerMaterials数据库通过内部有效的分类整合，为研究者迅速准确找到自己想要

的晶体学、热力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参数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3、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3.6.5-2所示。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可以点击每条记录右侧的“i”，查看全记录。如

果图书馆订购该篇文章的全文，会看到“ ”按钮，而点击“REF”按钮则将显示参考文献

信息。 

（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限制。点击“Refine”将链接到高级检索界面，

重新定义检索范围。还可以选择简洁浏览、扩展浏览或层次浏览等浏览方式。 

（3）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可以按照 Landolt Börnstein 新系列、

数据库类别、化工安全文献进行二次检索。 

4、检索技巧 

当需要研究某种特定材料，可以通过 Periodic Table Search(元素周期表检索)查找相

关相位图，快速准确定位具体材料，获得材料特性数据。 

检索区 

 

检索区 

 

分类浏览区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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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5-2 SpringerMaterials 检索结果 

三、特色功能 

1、个性化功能 

个性化功能是针对个体用户的服务功能，所以需要注册个人账户，才能使用。注册后，

用户可以使用定制邮件提醒，文章追踪、保存检索式等功能。以上跟踪或提醒服务可以是针

对期刊目录、新书目录、丛书目录，方便用户及时了解最新动态。 

2、Help功能 

Springer Materials 平台提供详细的帮助信息，有用户向导、检索帮助、检索示例、

结构检索帮助、视频帮助等多种帮助信息。 

3、链接功能 

通过 Springer Materials 可以链接到化学反应数据库 SPRESI，用户可以在 SPRESI 中

寻查有机化合物和有机金属化合物的合成路径。 

（编者：赵婉忻） 

3.6.6 Jane’s 军事装备与技术情报中心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简介 

英国简氏信息集团（Jane’s Information Group）成立于 1898年，提供 Jane’s“军

事装备与技术情报中心”（Defence Equipment &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Center）数据

库，由 27种有关军用装备的专题整合而成，包括海、陆、空军的军用装备技术信息以及工

业界的参考信息、新闻、分析等。向用户滚动提供最近五年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最新资料。

收录的信息除防务杂志外，每日更新多次。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Jane’s 平台提供“Search”（快速检索）和“Advanced Search”（高级检索）两种

检索方式。这里只介绍快速检索方式，检索界面如图 3.6.6-1所示。数据库主页还包括情报

简报、我的订阅、最新内容及索引浏览等模块，可以按照学科或设备对文献进行浏览。 

2、检索技巧 

（1）在 Advanced Search（高级搜索）中，可以修改搜索结果排序的方式，更多细节

见 Advanced Search（高级搜索）页面上的 Search Tips（搜索窍门）链接。 

（2）高级检索提供多种检索方式，包括主题词检索，布尔检索，模糊查询，使用通配

符，使用标题进行指定范围检索，按照国家或地区检索等。 

概览区 

 

结果处理区 

 

结果精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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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6-1 Jane’s 检索方式 

3、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三部分：概览区、结果处理区、结果精炼区，如图 3.6.6-2所示。 

 
图 3.6.6-2 Jane’s 检索结果 

（1）概览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查看全记录。 

（2）结果处理区可以对检索式进行保存（Save Search）、提供同一检索条件下最新更

新的内容（Create Alert）。根据保存的搜索创建每天或每周邮件提醒。  

（3）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及聚类分析。二次检索是在结果内限定

选择“Refine Results”。聚类分析可以对检索结果集的学科、设备、国家、文档类型、文

档格式、出版商、组织、作者等进行分析。 

三、特色功能 

1、数据库除一些新闻信息外，核心内容均由 Jane’s 独家采集和撰写，并且没有被

收录在任何其他数据库中，数据库提供大量的图片与图表。提供大量的图片与图表，全

文为 HTML格式，可供保存或粘贴。 

2、数据库通过 IP 地址控制访问权，图书馆购买了 1个并发用户。在使用后请尽快退出

（点击浏览器右上角 LogOut，并根据提示关闭浏览器彻底退出）以便其他用户使用。 

3、CINFO中文网站（http://www.cinfo.net.cn）提供更多数据库详细介绍。 

（编者：张燕） 

我的订阅 

检索区 

最新内容 

情报简报 

结果处理区 

概览区 

结果精炼区 

索引浏览 

http://www.cinfo.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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