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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的前身为中国科技情报研究
所重庆分所数据库研究中心，是国内第一家进行中文期刊数
据库研究的机构。

多年来，公司一直致力于为行业客户提供经济、高
效的信息服务解决方案，并致力于发展成为提供信息内容管
理及服务一体解决方案的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

维普资讯



数字期刊资源服务现状

l 期刊在学术传播中的不可替代性。
l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数字期刊资源的存在价值

和重要地位。
l 现有期刊服务产品类目众多，深度不同，最关键的是缺乏

功能的有效整合和数据的相互验证。
l 期刊资源服务仍停留在被动提供检索结果和全文下载的信

息服务阶段。



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

中国科学指标数据库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引文版）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一站式检索及深度服务

三次文献情报加工

二次文献分析

一次文献保障
文献检索
全文保障

引文索引
引用统计

深层次知识服务

前沿资讯
绩效分析

期刊资源服务升级



l 《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是中文科技期刊资源一站式检索及提
供深度服务的平台，是一个由单纯提供原始文献信息服务过渡延伸到
提供深层次知识服务的整合服务系统。

平台概述

整合服务平台

一次文献
保障

二次文献分析

三次文献
情报加工



•期刊文献检索：满足用户检索及文献保障的需求

•文献引证追踪：追踪和揭示相互引用关系，快速获取主题线索

•科学指标分析：强大的学科发展趋势及研究绩效分析工具

•高被引析出文献：基于期刊参考文献析出的其他类型高被引文献资源

•搜索引擎服务：提供机构用户在谷歌、百度上的个性化服务延伸功能

整合平台构成



功能介绍

“文献引证追踪”功能模块2

“期刊文献检索”功能模块1

“科学指标分析”功能模块3

“高被引析出文献”功能模块4

“搜索引擎服务”功能模块5



期刊文献检索

期刊文献检索功能模块是对原有《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检索查新及全文保障功能的有效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做了流程

梳理和功能优化，提供多种灵活的检索方式；支持多途径的全

文保障服务模式.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总数12000余种，其中

核心期刊1982种，全文保障文献3800余万篇，收录时间从1989

年至今。



文献检索
•基本检索
•传统检索
•高级检索
•检索历史
•期刊导航

期刊文献检索

全文保障
•在线阅读
•全文下载
•文献传递
•开放连接

l 期刊文献检索：满足用户检索及文献保障的需求

多种灵活的检索方式多种灵活的检索方式

期刊文献检索



基本检索

•简单快捷的中文期刊文献检索方式 ，可以增加多个检索框输入检
索条件做由上至下的组配检索；

增加或减少检索框



相当于逻辑
词“与”

相当于逻辑
词“或”

相当于逻辑
词“非”

二次检索



题录信息呈现

通过学科聚类的一些论文

文献细览页突出在线阅读及
全文下载服务链接



全文下载



在线阅读





文献传递：对不能直接下载全文的数据，通过委托第三方社会公益服务机构

提供快捷的原文传递服务。

通过与第三方社会公益服务机构合作
向用户提供快捷的原文传递服务

文献传递



l 传统检索使用专用的检索界面，检索功能非常丰富，可实现同义词索引功能防
止漏检、同名作者功能缩小检索范围检索等特殊检索请求。

熟练的检索者能利用传统检索实现绝大部分检索需
求，对查准率和查全率要求很高的检索者也能利用
这种方式满足需求。

传统检索



传统检索

数据库八大专辑以
树形结构展开

按中图法进行学科分
类，覆盖所有学科



同义词



同义词



同名作者



同名作者



同义词功能只适用于三个检索字段：

关键词、题名与题名或关键词

同名作者功能只适用于两个检索字段：

作者、第一作者

注 意

•同义词——保障查全率，防止漏检。
•同名作者——排除其他同名作者，提高查准率。



示例

概览区

细览区

题录下载

全文下载



•多检索条件逻辑组配检索，更支持一次输入复杂检索式查看命中结果。

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检索式检索

•直接输入检索式检索

逻辑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
* + -

并且、与、and 或者 、or 不包含、非、not

•运算顺序依次为：NOT>AND>OR(非>与>或)
•可灵活运用括号“（）”改变优先级，括号内的逻辑式优先执
行



l 多渠道快速定位期刊，可以做年卷期的内容浏览及相关期刊或文献的漫游。

期刊导航

直接输入检索
条件筛选期刊
直接输入检索
条件筛选期刊

期刊导航的四种分类方式
可通过切换标签进行选择

按字顺查找按字顺查找



期刊导航



年卷期的

内容浏览



检索历史

l整合平台新增“检索历史”这一个性化服务功能，在对检索式做自动保存基础上

还允许用户对保存的检索式做重新检索或者“与、或、非”逻辑组配；

“检索历史”是新增的个性化服务功能，可以
对自动保存的检索式做“与、或、非”组配



功能介绍

“文献引证追踪”功能模块2

“期刊文献检索”功能模块1

“科学指标分析”功能模块3

“高被引析出文献”功能模块4

“搜索引擎服务”功能模块5



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文摘和引文索引型数据库。引文回

溯至2000年，总计超9000万条。该模块采用科学计量学中的

引文分析方法，对文献之间的引证关系进行深度数据挖掘，

除提供基本的引文检索功能外，还提供基于作者、机构、期

刊的引用统计分析功能。

文献引证追踪

基于作者、机构、
期刊的引文分析统计引文索引



文献引证追踪
Ø引文索引——对用户关注的检索课题从引用分析角度出发析出有
价值文献供用户参考；

就某一检索课题按被引量排
序析出有价值文献



文献引证追踪

Ø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通过其“参考文献”或者“引证

文献”亦或是“耦合文献”的查询来获取科学研究的发展脉络

，实现引文库的基本功能。

A 参考引证

同
被引

共引

二次
参考

二次
引证



文献引证追踪

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获取科学
研究的发展脉络



文献引证追踪

Ø同时查询多篇文章的“参考文献”或者“引证文献”情况，做关

于某一研究主题的引用追踪，实现了国内引文库功能的新突破。

可以勾选多篇文献同时查看“参考文
献”、“引证文献”等引用追踪功能



文献引证追踪

引用追踪分析功能可以同时查看多篇文章的
被引用情况及年代分布情况，可以做排除自

引等更详细的操作



文献引证追踪

Ø引文库功能的新内涵——基于作者、机构、期刊做科研产出的统计分析。



文献引证追踪
Ø引文库功能的新内涵——基于作者、机构、期刊做科研产出的统

计分析。
展示最新的发文
和被引情况

对作者的科学研究产出
及影响做统计



文献引证追踪

对机构的科学研究产出及影响做
统计，并对发表论文做细分导读

统计期刊每一年的发文量和文章的被引次
数，按期刊出版年对文章做引用追踪服务



功能介绍

“文献引证追踪”功能模块2

“期刊文献检索”功能模块1

“科学指标分析”功能模块3

“高被引析出文献”功能模块4

“搜索引擎服务”功能模块5



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动态连续分析型事实数据库，是一

个提供三次文献情报加工的知识服务功能模块，通过引文数据

分析揭示国内35大学科、457个细分学科的科学发展趋势、衡

量国内科学研究绩效，有助于显著提高用户的学习研究效率 。

科学指标分析



科学指标分析

获取学科发展前沿资讯学科研究绩效评价工具



科学指标分析

Ø对近200个细分学科做关于学科发展的研究发展动态揭示，用户不

需要查询就可以看到有价值的三次文献情报内容。

直接点击学科分类可以查看基于学科的高
被引论文、热点论文、研究前沿等三次文

献情报加工内容



科学指标分析

Ø研究前沿揭示了各个学科的多个学者共同的研究方向，代表了这

个学科的发展趋势；
多个学者共同被高度关注的研究论文代表

了这个学科显而易见的发展趋势



科学指标分析

Ø各学科高被引论文揭示的是某一学科近10年来最受关注的研究成果。

高被引论文揭示的是某一学科近10
年来最受关注的研究成果



科学指标分析

Ø热点论文反映了最近2年里各学科的最受关注的热门研究；

热点论文展示的是某一学科近2年发表的论
文短时间内被高度关注的那部分文章，是潜

在的研究趋势



获取行业发展前沿资讯
学生：快速把握学科
顶尖，提高学习效率

教师：总结学科发展、
丰富教学信息

科研工作者：快速分析、
把握学科发展动态

科学指标分析



Ø研究绩效分析——针对机构、学者、地区、期刊做基于各个

学科的指标定量分析。

了解学者在相关学科内的影响力

科学指标分析



通过量化指标分析、判断机构在
相关学科内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科学指标分析



机构内部院系竞争关系分析
发展策略制定、资源分配指导

科学指标分析



地区对各学科的学术贡献度

科学指标分析



地区内各学科之间的发展均衡程度

科学指标分析



期刊对学科发展的学术贡献度；
同学科期刊的竞争关系

科学指标分析



期刊的主要学科发展方向

科学指标分析



强大的指标分析对比功能

科学指标分析



l 指标库的意义在于通过引文数据客观揭示国内各学科发展
趋势、衡量国内学科研究绩效，深入整理和发掘期刊文献
的价值，最终为教学、科研、管理活动提供助力。

l 指标库更多的功能价值有待用户在实际使用和体验中开发。

科学指标分析



功能介绍

“文献引证追踪”功能模块2

“期刊文献检索”功能模块1

“科学指标分析”功能模块3

“高被引析出文献”功能模块4

“搜索引擎服务”功能模块5



l 高被引析出文献库（Highly Cited Database）一个基于期
刊参考文献筛选出的一次文献资源产品模块。从国内出版
的12000多本期刊，近20年的的9000余万条参考文献中，
解析出800万篇各个领域中高被引量的文献资源，并提供这
些文献的全文资源保障。包括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标准、
专利、图书等。以帮助用户更便捷的利用这些被其它研究
者高度关注的析出文献资源。

高被引析出文献



特点：
l 全覆盖—— 覆盖中国出版期刊近20年的高质量参考文献，

反证数据最早回溯到1963年

l 多类型——涉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标准、专利、图书
多种类型的析出文献资源

l 高质量——精心梳理，关键词、出处、学科等多个方面重
点展现，突出高关注度的析出文献的科研价值

l 高时效——数据每双月更新，及时提供最新文后参考文献
析出资源

高被引析出文献



数据库检索

通过优质资源展示，提供
资源引导性服务

高被引析出文献



高被引析出文献



功能介绍

“文献引证追踪”功能模块2

“期刊文献检索”功能模块1

“科学指标分析”功能模块3

“高被引析出文献”功能模块4

“搜索引擎服务”功能模块5



搜索引擎服务

Ø这是针对机构用户面向习惯使用搜索引擎的读者提供基于谷歌和

百度搜索引擎使用维普期刊数据的无缝嵌入产品解决方案，从而为

机构服务的拓展提供有效支持工具；
机构用户可以面向习惯使用搜
索引擎的读者提供更有效且完

善的服务支持



功能整合效果综述
l 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各功能模块可以独立使用，同时，整合系统还

支持各功能模块内容上的互联互通和互相验证；用户在整合平台上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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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整合效果

可以直接指向相关
的引文库功能和指

标库功能



功能整合效果

还可以做指标分析的数据验证

揭示该篇文章在所属学科下
是高被引论文，查看更多关
于该学科的三次文献情报加

工内容



功能整合效果

链向指标分析功能

链向文献引证追踪功能
链向期刊引证报告



平台整合服务效果

文献检索 引证追踪

指标分析



总结——整合平台的特点

l 最大最全的数字期刊文摘及全文库，满足检索查新、查全、
查准的需求。

l 对海量科技文摘与引文数据进行标引、分析、提炼，追踪
和揭示科学研究的潜在关系。

l 站在学科高度衡量国内科学研究发展趋势，评价科学研究
绩效。

l 不仅是提供文献资源本身，更重要的是一站式的学术搜索
和知识服务。

l 情报分析与文献检索虚实结合，凸显服务价值。



助力科学发展

l 维普期刊资源整合平台广泛用于课题调研、科技查新、项目评估、
成果申报、人才选拔、科研管理、期刊投稿等用途。



结 语

l 维普将致力于为更多读者提供最好的数字资源解决方案，
把维普期刊产品建设成为服务大众的数字化学习工具、研
究工具、知识库，陆续为广大读者提供最新的产品功能与
最全面最优质最实用的知识资源。

l 用户多年的关注不断帮助维普的成长，谢谢您的支持，感
谢提出宝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