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馆藏中外文电子期刊介绍与利用

徐旭光



主要内容

§三大中文数据库及主要外文数据库
§ CCC及百链
§Web of Science (SCI)



三大中文数据库及主要外文数据库



中国知网-全文期刊
§ 中国知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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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经发展
成为 “ CNKI 数字图书馆 ”。收录资源包括期刊、博硕士论
文、会议论文、报纸等学术与专业资料；覆盖理工、社会科学
、电子信息技术、农业、医学等广泛学科范围，数据每日更新
，支持跨库检索。目前本校读者可访问的主要数据库如下表所
示，其中镜像站仅能访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
数据库(世纪期刊)、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
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94- ）:目
前收录国内9100多种重要期刊的全文，全文文献总量达3252
多万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世纪期刊)（1979-1993年，部
分刊物回溯至创刊）:基于对近5年来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
文、图书等文献引文数据的分析，遴选出4195种过刊引文数据
较高的刊物，将其创刊以来的全文数据完整的进行回溯。累计
回溯文献量达500多万篇，刊物最早回溯时间到1887年。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学术期刊

§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是建立在因特网上的大型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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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括：学术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技术、中外标
准、科技成果、政策法规、新方志、机构、科技专家等子
库。 镜像站点和中心网站订购的内容均包括科技信息子
系统、商务信息子系统、数字化期刊（含中华医学会数字
化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镜像站的数据更新相对
滞后。 期刊论文是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的重要组成部
分，集纳了多种科技及人文和社会科学期刊的全文内容，
其中，绝大部分是进入科技部科技论文统计源的核心期刊
。内容包括论文标题、论文作者、来源刊名、论文的年，
卷，期、中图分类法的分类号、关键字、所属基金项目、
数据库名、摘要等信息，并提供全文下载。总计约1300
余万篇。



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
§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是目前国内最大

的期刊类数据库。 数据来源：自然科学、
工程技术、农业、医药卫生、经济、教育
和图书情报等学科8000余种期刊(核心期刊
1539种)刊载的780余万篇文献，并以每年
100万篇的速度递增。 覆盖范围：按照《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进行分类，所有文献
被分为7个专辑：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
业科学、医药卫生、经济管理、教育科学
和图书情报。



Elsevier ScienceDirect全文电子
期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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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180多年的历史。ScienceDirect系统
是其核心产品，从1999年开始向读者提供
电子出版物全文的在线服务，包括Elsevier
出版所属的2 200多种同行评议期刊和2 
000多种系列丛书、手册及参考书等，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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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库收录的全文文章总数已超过856万篇。



SpringerLink电子期刊
§ 施普林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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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期刊是科
研人员的重要信息源。2002年7月开始，Springer公司在国
内开通了SpringerLink服务。 SpringerLink所有资源划分为
12个学科：建筑学、设计和艺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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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 可以访问我校订购使用权的
现刊数据库：1375种全文期刊，从1997年至今。 可以访问
NSTL订购的回溯数据库：961种全文期刊，共3万余期，绝
大部分期刊均由创刊号开始至1996年。 原Kluwer出版集团
出版的电子期刊已合并至该平台，可以通过SpringerLink访
问Kluwer出版的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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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个学科。



Wiley InterScience电子期刊
§ John Wiley & Sons Inc.是有200年历史的国际

知名专业出版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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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出
版社出版的期刊整合到同一平台上提供服务。
Wiley InterScience是一个综合性的网络出版及
服务平台，在该平台上提供全文电子期刊、电子
图书和电子参考工具书的服务。 目前，我馆用户
可以通过Wiley InterScience 平台访问1234种期
刊，这些期刊涉及化学、物理、工程、农业、兽
医学、食品科学、医学、护理、口腔、生命科学
、心理、商业、经济、社会科学、艺术、人类学
等学科。



访问方式



访问方式
http://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
refix=CJFQ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aspx

http://www.cqvip.com/journal/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
als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
nals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



访问方式-镜像和中心网站

中心网站入口，包库登录，用户名：
nj0232，密码szdx 校外使用请登录
vpn



访问方式-镜像和中心网站



访问方式-镜像和中心网站



利用方式-期刊浏览



利用方式-期刊浏览



利用方式-数据库检索
基本检索

高级检索

专业检索



利用方式-数据库检索



利用方式-数据库检索



检索字段

知网

维普

万方

elsevier

wiley

springer



检索命令
§ AND    OR    NOT   逻辑算符
§ ?    *    通配符
§ (   )         “ ”
§ 临近检索 near search N W
§ 英文不区分大小写



检索结果的精练和二次检索



检索结果的精练和二次检索



检索结果的精练和二次检索



检索结果的精练和二次检索



检索结果的精练和二次检索



检索结果的精练和二次检索



结果排序



检索结果导出



检索结果导出



检索结果导出



检索结果导出



检索式及检索历史



全文下载



主要内容

§三大中文数据库及主要外文数据库
§ CCC及百链
§Web of Science (SCI)



CCC(Calis外文期刊网)
§ CALIS西文期刊目次数据库（CALIS Current Contents 

of Western Journals，简称CCC），收录268家国内高校
图书馆以及国家图书馆等大型图书馆的馆藏外文期刊目次
信息。现已包含2.4万种99年至今的1000万条西文学术类
期刊的篇名目次数据。



CCC(Calis外文期刊网)

§ ccc目前覆盖了世界著名的九种二次文献数据库的大部分
，如Agricola农业文摘、Biological Abstracts 生物学文
摘、Chemical Abstracts 化学文摘、Current Contents 
现刊篇名目次、Engineering Index 工程索引、INSPEC 
科学文摘、Medline 医学文摘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以及全国三大图书馆系统订购的纸本西
文学术期刊的70%以上，并且实现了和国内联合采购的15
个电子全文期刊库的链接，覆盖了8000种以上的电子全
文期刊。 CCC具备篇名检索、期刊查找和期刊浏览功能
。 检索到的文献可与馆藏期刊的OPAC链接、电子期刊全
文链接，揭示国内馆藏情况。



访问地址：
http://ccc.calis.edu.cn/index.php?











查找文章



§ (1)包含： 在检索点中包括输入的检索词，检索
§ 词的位置不分前后，每个词之间是“或者”的关
§ 系；
§ (2)完全匹配： 在检索点中包括输入的检索词，
§ 检索词在检索点中的相对位置与输入是相同
§ 的；
§ (3)前方一致：为句子的前方一致检索，检索词必
§ 须在检索点的最前面，而且位置也必须一致才
§ 可以，检索结果没有高亮显示。







百链
§ 百链是全国图书馆资源的联合搜索，可以搜索到

包括图书、期刊、论文、报纸、专利、标准、视
频等各类资源，并且通过超链接方式帮助读者找
寻获取途径，目前在百链可以搜索到：
§ 学术文献资源 4.2 亿篇
§ 外文期刊 13878 万篇
§ 开放学术资源 3700 万篇
§ 平均每天以 20 万条索引的速度更新



百链





百链http://www.blyun.com/



读秀http://www.duxiu.com/



主要内容

§三大中文数据库及主要外文数据库
§ CCC及百链
§Web of Science (SCI)



Web of Science (SCI)
§ Web of Science是美国Thomson Scientific（汤姆森科

技信息集团）基于WEB开发的产品，是大型综合性、多学
科、核心期刊引文索引数据库。 我学校订购了Web of 
Science中的以下内容： Medline: 1950 - present Web 
of Science: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
1998-present Current Chemical Reactions (CCR) 
Index Chemicus (IC) EndNote Web。 SCIE收录报道并
标引了6600余种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生物医学范畴的
所有领域的领先期刊，学科范围涉及农业与食品科技、天
文学、行为科学、生物化学、生物学、生物医学、化学、
计算机科学、电子学、工程学、环境科学、遗传学、地球
科学、仪器、材料科学、数学、物理学、医学、微生物学
、植物科学、矿物学、原子能科学、海洋学、神经科学、
药理学与制药、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统计与概率、技术与
应用科学、兽医学、动物学等170多个领域。









§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是针对科学
期刊文献的多学科索引。它为跨 150 个自然科学
学科的 8,300 多种主要期刊编制了全面索引，并
包括从索引论文中收录的所有引用的参考文献。

§ 数据库收录范围：从 1900 年至今
§ 所涵盖的学科包括：
§ 农学 天文学 生物化学 生物学 生物工艺学

化学 计算机科学 材料科学
§ 数学 医学 神经科学 肿瘤学 儿科学 药理学

物理学 植物科学 精神病学 外科学 兽医学 动
物学



· “时间跨度”
· 勾选目标数据库等
· “时间跨度”
· 勾选目标数据库等

· 17个检索字段
· 可使用逻辑与、或、非等运算符
· 可添加字段
· 可使用索引：

· 17个检索字段
· 可使用逻辑与、或、非等运算符
· 可添加字段
· 可使用索引：





检索规则
§ 括号用于将合成布尔运算符进行分组。
§ 不区分大小写：可以使用大写、小写或混

合大小写。例如：AIDS、Aids 以及 aids 
可查找相同的结果。
§ 在大多数检索式中都可以使用通配符 (* $ 

?)；但是，通配符的使用规则会随着字段的
不同而不尽相同。



检索规则
§ 在各个检索字段中，检索运算符（AND、OR、

NOT、NEAR 和 SAME）的使用会有所变化。例
如：
§ 在“主题”字段中可以使用 AND，但在“出版物

名称”或“来源出版物”字段中却不能使用。
§ 您可以在多数字段中使用 NEAR，但不要在“出

版年”字段中使用。
§ 在“地址”字段中可以使用 SAME，但不能在其

他字段中使用。



检索运算符
§ 逻辑运算符 AND、OR、NOT、NEAR 和

SAME 可用于组配检索词，从而扩大或缩
小检索范围。
§ 使用 NEAR/x 可查找由该运算符连接的检

索词之间相隔指定数量的单词的记录。 该
规则也适用于单词处于不同字段的情况。
§ 在“地址”检索中，使用 SAME 将检索限

制为出现在“全记录”同一地址中的检索
词。您需要使用括号来分组地址检索词







全文获取





获取全文





通过引用该文章的施引文献发现该课题
的研究发展方向和最新成果



•通过文章背后的参考文献寻找该课题的研究历史以及过去的重要研究成果



利用相关文献（Related Records) —拓展课
题的研究思路，了解课题跨学科发展和应用



Web of Science中的相关文献
Synthesis of Amino Acids

Synthesis and/or collection of 
Synthesis and/or collection of 
amino acids is critical for cell 
survival. They not only serve 
as the building blocks for 
proteins but also as starting 
points for the synthesis of 
many important cellular 
molecules including vitamins 
and nucleot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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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甲 论文乙

A B C D E F



引证关系图：追踪后续进展









快速锁定高影响力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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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引文索引－通过文献的引证关系了解课题的发展脉络

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沿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道
路…

Cited
References

1993
1991

1998

1980

§越查越深

Related 
Records

2004

1999

2002

1994

§越查越广

2010

2003

Times 
Cited

2008

2006

§越查越新



通过分析功能对检索结果进行
多角度分析



强大的分析功能：

▪作者 ▪出版年 ▪来源期刊 ▪文献类型 ▪会议名称 ▪国家/地区

▪基金资助机构 ▪授权号 ▪团体作者 ▪机构 ▪语种 ▪学科类别

▪ WOS学科类别 ▪编者 ▪丛书名称



Ø 分析某研究课题的总体发展趋势。
Ø找到该研究课题中潜在的合作者和合作机构。
Ø对该课题领域的国家信息分析，例：国家内领先机构和高校等。



出版年分析：了解课题

的发展趋势以及判断课

题的发展阶段。



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

Ø文献收集手段：引文跟踪、定题跟踪与期刊快
讯

Ø文献管理工具： Endnote Web

Ø论文写作软件： Endnote Web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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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Web of Science跟踪最新
研究进展

§ 怎样利用Web of Science 将有关课题
的最新文献信息自动发送到您的Email
邮箱?
§ 定题跟踪
§ 引文跟踪



85



保存检索历史,创建定题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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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定期检索相关课题，并把最新结果发送到指定的邮箱中
Ø有效期半年，到时间后可以续订
Ø支持RSS Feed



创建引文跟踪－随时掌握最新进展



定期收到引文最新进展通知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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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文献管理工具



COMPANY CONFIDENTIAL –
Internal us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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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yendnoteweb.com



对于已有重要参考文献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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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输入纸质参考文献



利用EndNote Web 管理参考文献

建立不同的文件夹，共享文献



如何边写作边插入参考文献？

Sheng. L



如何边写作边插入参考文献？







按照某个期刊的要求
统一格式化参考文献



自行检索请教同行

查阅所引
用参考文
献的来源
出版物

中国学者的投稿倾向

语言因素

本领域的SCI期刊
Ø用稿特点
Ø 影响因子
Ø 容量、周期
Ø 学科内排名

选择合适的期刊进行投稿





xuxg@lib.suda.edu.cn

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