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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中外文期刊数据库资源及文献检索技术概览 

• 中文期刊数据库的检索与利用 

• 外文期刊数据库的检索与利用 

 

 
 
 



期刊： 
      期刊又称连续出版物，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依法

设立的期刊出版单位出版的，领取《期刊出版许可证》，持

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即 CN 号。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连续

出版，有固定的期刊名称，以卷、期、年、月为顺序编号，

每期的内容不能重复。 

      

相关概念 



电子期刊： 
   电子期刊（Electronic Journal），也称为电子出版物、网

上出版物。就广义而言，任何以电子形式存在的期刊皆可称

为电子期刊，涵盖通过联机网络可检索到的期刊和以CD-

ROM形式发行的期刊。 

    特点：体积小、存储大、检索途径多、查询方便、操作简

单 

 

相关概念 



中文期刊数据库： 

1.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2.万方-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 

3.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 

 

 

中外文期刊数据库资源概览 



外文期刊数据库： 

1.Elsevier Science Direct期刊全文数据库 

2.IEL数据库（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3.SpringerLink外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4.Wiley-Blackwell期刊全文数据 

5.EBSCO全文电子期刊数据库  

6.Emerald 管理、工程学数据库  

7.Science Online数据库 

 

 

 

 

中外文期刊数据库资源概览 



外文期刊数据库： 

 8. Nature自然周刊 

 9 .Taylor & Francis数据库 

 10. ASCE（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数据库） 

 11. ACS（美国化学学会数据库） 

 12. ASME（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数据库） 

 13. OSA（美国光学学会数据库 

 14. ACM（美国计算机学会全文数据库） 

 

 

 

中外文期刊数据库资源概览 



从哪里找到这些数据库？ 
 打开燕山大学图书馆主页   http://library.ysu.edu.cn 

 点击“数据库”标签，链接到数据库列表页面 

 可以在左侧按条件分类查找数据库资源，也可以在右上检

索框内直接搜索所需数据库。 

 

 

 

中外文期刊数据库资源概览 

http://library.ysu.edu.cn/


 

 

 

中外文期刊数据库资源概览 



中外文期刊数据的对比及特点 
 中文期刊数据库     以综合性数据库为主，信息资源涉及

到众多学科；数据数所在平台不仅包括期刊数据，还提供

会议、学位论文、专利等多种资源类型；平台可以实现跨

库、跨信息资源类型的检索。 

 

 

 

中外文期刊数据库资源概览 



 外文期刊数据库  

Elsevier Science Direct、Wiley、Springer、EBSCO等；更

多的数据库各自的学科主题相对集中。如Emerald是有关经

管类的期刊数据库、ACM是计算机与信息科学方面的数据库

ACS是化学、环境科学相关的数据库等 

 

 

中外文期刊数据库资源概览 



如何从课题出发进行文献检索？ 
 明确检索目标： 课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涉及哪些学科、

时间范围等等 
 明确检索点，确定关键词： 
     例：课题：三维感应测井 刻度方案的优选技术 
             关键词：三维感应测井 （同义词、近义词、上位词、
下位词、外文的不同拼写形式都有什么？）三轴感应测井 、
多分量、张量感应测井  测井 
 选择数据库：数据库的语种、学科范围、检索规则 
 制定检索策略：目标：查全？查准？查新？ 

文献检索途径与技术 



 根据数据库检索规则制定检索式，并限定字段、年限等 
 根据检索结果进行调整 
     文献相关性低——修改检索策略，重新制定检索式 
     文献过多——增加检索式的限定条件 
     文献过少——减少限定条件 
 按照主题相关程度、文献被引情况、文献发表年限等排列

检索结果，选择最符合需要的文献下载全文，或者从结果
中查看研究热点、趋势等；利用数据库提供的文献管理软
件，对选定的文献进行导出、对比分析、被引分析、添加
引文，并在线投稿等，助力您的科研选题立项、热点追踪
及论文撰写。 
 

文献检索途径与技术 



怎样查找文献更全面、更准确？ 
 
    评价信息资源查找质量的两个指标： 
 查全率：衡量某一检索系统从文献集合中检出相关文献成

功度的一项指标。 
   查全率=检索到的文献/全部相关文献  
 查准率：    查准率是衡量某一检索系统的信号噪声比的一

种指标。      
    查准率=检出的相关文献/检出的全部文献 

文献检索途径与技术 



 
文献检索的途径： 
      著者途径、题名（包括书名、刊名、篇名等）途径、分

类途径、主题途径、引文途径、序号途径、代码途径、专门
项目途径。 
 

文献检索技术： 
        布尔逻辑检索、截词检索、位置检索、字段限定检索、
加权检索、聚类检索。  

文献检索途径与技术 



  

文献检索途径与技术 

布尔逻辑算符 
 逻辑“与”   AND * 命中信息同时含有两个概 念，专指性强。

可以缩小检索范围，提高查全率。 
    例：计算机 AND 网络 
 
 
 逻辑“或”   OR + 命中信息包含所有关于逻辑A或逻辑B或

同时有A和B的。可以扩大检索范围，避免漏检、提高查全率。
用来检索同义词、近义词、俗称词、复合词等。 

    如：山芋、红薯；乙醇、酒精；欧洲经济共同体、欧共体；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A B 

A B 



  

文献检索途径与技术 

 逻辑“非”    NOT  - 命中信息包含A，不包含B。提高查准
率。 能源 NOT 核能 
 

 
优先级 非>与>或 
 
 

A B 



  

文献检索途径与技术 

截词检索 
      截词检索是预防漏检提高查全率的一种常用检索技术。截词
是指在检索词的合适位置进行截断，然后使用截词符进行处理。 
截词检索一般是指右截词，部分支持中间截词。截词检索能够
帮助提高检索的查全率。 
      不同的数据库截词规则有所不同，以下均以Elsevier 
Science Direct为例： 

*表示 零-n个字符。 
输入 comput*，可检索出： computer，computerized， 
computation，computational。 

？表示1个字符。 
•输入wom?n，可检索出：woman, women。 
 
 



  

文献检索途径与技术 

位置算符 
 W/n 

表示检索词A和B之间最多可间隔n个词，检索词A和B的次序
可以颠倒。 

输入solar W/3 energy，可检索出：solar energy，solar 
thermal energy, energy-specific solar。  

 PRE/n 

表示检索词A和B之间最多可间隔n个词，检索词A和B的次序
可以颠倒。 



                        中文期刊 
 
一、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二、万方数字化期刊群 
 
三、维普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 2006 name of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简介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

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国内公开出版的8200多种重要期

刊，以学术、技术、政策指导、高等科普及教育类为主，同

时收录部分基础教育、大众科普、大众文化和文艺作品类刊

物，内容覆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等

各个领域，全文文献总量2200多万篇。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入口： 

图书馆主页—常用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直接输入网址。http://epub.cnki.net    

                         http://dlib.cnki.net/kns50/   

                         http://202.206.242.23/kns55/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 2006 name of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图书馆主页常用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直接输入网址。http://epub.cnki.net    
                         http://dlib.cnki.net/kns50/   
                         http://202.206.242.23/kns55/  

© 2006 name of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数据库入口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返回 

检索功能标签 



© 2006 name of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 2006 name of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返回 



© 2006 name of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基本检索 



基本检索示例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二次检索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高级检索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自动扩展检索词 



 
高级检索示例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高级检索示例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专业检索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专业检索的检索规则 

按照检索规则构建检索式
输入此框 



专业检索示例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检索作者为田永君，机构为燕山大学的
期刊论文 



专业检索示例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布尔逻辑的运用 



作者发文检索示例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句子检索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检索结果的处理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文献基本信息 

来源刊信息 

对这篇文献的操作 

知识节点和知识网络 

阅读与下载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作者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期刊信息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引证文献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文献的导出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重新选择 排序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对检索结果的分析 

检索房地产价格与货币政策
自2010年以来的文献 

可以选同义词扩展来提高查全率 

对已选文献或全部检索结果分析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总体发文趋势 

主题分布图可以看出各
个主题词的发文量占比 

选择两个或者多个主题
词进行对比分析 

对检索结果的分析 



软件的下载与安装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CNKI E-study 



http://estudy.cnki.net/ 

CNKI E-study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文献对比功能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投稿功能 



CNKI E-Study功能小结 

 文献管理和全文文献的阅读 

 在原文中做笔记并进行笔记定位 

 插入参考文献并编辑参考文献内容及格式 

 为论文撰写提供多种期刊模板 

 在线投稿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知网的其他电子资源及功能 

• 优秀博硕论文数据 
• 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 报纸 
• 引文数据库 
• 翻译助手http://dict.cnki.net/ 
• CNKI学术搜索

http://scholar.cnki.net/defaultnew.aspx 
• 学术不端检测系统http://check.cnki.net/ 

http://dict.cnki.net/
http://scholar.cnki.net/defaultnew.aspx
http://scholar.cnki.net/defaultnew.aspx
http://check.cnki.net/






万方-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 



• 收录自1998年以来国内出版的各类期刊近7600余种，其

中核心期刊2500余种，独家刊近500种。论文总数量达

1680万余篇，每年约增加200万篇，每周两次更新。有学

科分类、地区分类、首字母分类三种导航方式。 
 

万方-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 



 

万方-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 



 

万方-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 

高级检索 

跨库选择 



万方-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 



文献导出格式 



维普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维普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收录期刊总数12000余种，其中核心期刊1957种，文献总量3000

余万篇。涉及学科范围广，主要包括社会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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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专辑。 

     数据库的检索方式包括基本检索、高级检索、期刊导航和检索历史。 

     特色：同义词检索和同名作者检索。同义词检索，可选择全面的检

索词，提高查全率。同名作者检索，可快速区分作者的具体身份，提

高查准率。 



维普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自动扩展检索词 







 



 

维普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维普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维普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维普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维普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维普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同名作者检索，可以区分同
名作者的文献 

特定机构作者发文分析 



                        外文期刊 
 
 一、Elsevier Science Direct 全文数据库 

    二、IEEE 

    三、Springer 

    四、EBSCO 
 
 
 
 

© 2006 name of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简介 

包括期刊全文、单行本电子书、参考工具书、手册以及图书系列等。 
 
收录了Elsevier 1823年至今的全学科期刊，目前SD平台上有2300多种
期刊。 
 
包括：农业与和生物科学，艺术和人文科学，生物化学，遗传学与分子
生物学，商业，管理与会计，化工，化学，土木工程，计算机科学，决
策学，地球和行星科学，经济学，经济计量学与金融学，能源与动力，
工程与技术，环境科学，免疫与微生物学，材料科学，数学，医学，神
经科学，药理学，毒理学与制药学，物理与天文学，心理学，社会科学
等学科。 
 
链接：http://www.sciencedirect.com  

     

Elsevier Science Direct 



期刊标签 

基础检索 高级检索入口 

学科导航 



学科分类导航 
期刊导航 



 
期刊信息 

期刊文章列表 

摘要及全文下载链接 



高级检索 

检索词 
检索
字段 

资源
类型 

所属
领域 

出版
时间 

Elsevier Science Direct 



Elsevier Science Direct 

专业检索 

使用布尔逻辑算符、位置运算符和通配符建立搜索 

优先考虑搜索字段 

同时搜索多个领域 

Tips: 使用文档类型、时间及主题精简搜索 



Elsevier Science Direct 

检索语法 



主题：碳纳米管力学性能研究 
• 碳纳米管    carbon nanotube  
                      carbon nanotubes 
• 力学性能     mechanical property 
                       mechanical properties 
                       mechanical performance 
carbon p/0 nanotube* AND (mechanical p/0 
propert* OR mechanical p/0 performance) 
 

 
 

 

Elsevier Science Direct 

在专业检索中采用检索词、布尔逻辑算符、位置算符及截词符构建检索
表达式 



Abstract(carbon p/0 nanotube* AND 
(mechanical p/0 propert* OR mechanical p/0 
performance))  
 

Elsevier Science Direct 

结果太多 

将检索词限制在摘要字段的检索结果 

给表达式加上字段限制 



  在‘search 

tips’中可以

查到各个字段
的名称 



 在高级检索中将

检索词限制在题
名、摘要、关键
词字段的结果 

Elsevier Science Direct 

 选择文献后按照

自己的需要选择
导出文献的方法 



Elsevier Science Direct 

在Mendeley中进行文献的阅读和管理 

双击加入的词条，便可
自动下载，并跳转至全
文阅读页面 



 

在Mendeley中进行文献阅读、标注和评论、 
查看文献的书目信息 

Elsevier Science Direct 

http://www.mendeley.com/groups/


选择相应期刊接受的引用格式 

将文献通过Mendeley引用至您的手稿中 

将文献以指定方式插入手稿中 



IEEE 
                                                         简   介 

      IEEE，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技术行业学会。提供了当今全

世界电子电气，通信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将近三分之一的文献。其收录的期刊，杂

志，会议论文和标准文档高达三百余万篇。种类覆盖电子工程、计算机工程、空间

技术、生物工程等多个学科领域。 

     数据库内容包括：170种IEEE期刊与杂志、20+种IET期刊； 每年1300+种IEEE

会议录、每年20+种IET会议记录、每年20+种VDE会议录；2800+种IEEE标准（不

含草案）；提供IEEE标准字典；完整文档回溯到1988年，最早可以访问1872年的

文献。 

    数据库涵盖的学科领域包括航空航天、生物医学工程、通信工程、量子电子学、

海洋工程、纳米技术、成像技术、电力系统、遥感、交通运输、天线、电子学、光

学、能源工程、信息技术、智能电网、电力电子学、半导体、机器人自动化、计算

机软件、无线通讯、计算机硬件、信号处理、汽车工程等。 



IEEE 



最新出版 热门文章 

会议录 期刊杂志 标准 电子图书 培训课程 

基本检索 

高级检索 
其它检索选项 



检索结果聚类 

摘要及全文下载 

导出结果 



 

摘要        作者       表格      参考文献     引用       关键词      指标    视频 

相关文献 

IEEE 



检索规则说明 

IEEE高级检索 



IEEE命令行检索 

检索语法 



 

IEEE 



 



     施普林格出版社于 1842 年在德国柏林创立，每年出版 5 

,500 余种科技图书和 约1 ,700 余种科技期刊，其中超过1,500

种经同行评阅的期刊。 

Springer Link 



检索谷歌化 



检 索 

检索词可以是一个词或者词组，也可以用检索

式表示。在词尾后缀以“*”表示系统做词根检索，

如输入key*，可以命中含有相同词根的key、
keying、keyhole、keybard等词。 
词尾后缀以“**”，表示该词的所有时态变化词

都在检索范围内。如输入sink**，系统自动将

sink的不同的不同时态词(sinking;sank;sunk)一
起检索。 
将符号“？”放置在词中间，表示模糊检索，如

B？nard表示命中benard。 
检索式采用布尔逻辑运算符“AND”、“OR”、
“NOT”表示。 
位置算符“Near”表示两次之间最多相隔0-5个字，

词顺可以颠倒；若希望词序不颠倒可将检索式

用括号引起。如“system near manager”。此外，

near匹配词组比and更精确。 

检索规则 
以下所有字词 

与以下字词完全匹配 

不包含该词 

至少含有这一词语 

题名中包含该词 

作者/编者 

Springer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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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选项 

扩大检索范围 

限
制
检
索
结
果 

EBSCO 



“引用”功能-9种参考文献的格式，可以直接复制粘贴到参考文献清单中，方便撰写论文
时候管理参考文献 

 

EBSCO 



“导出”功能-若9种格式无法满足需要，若单位已购买参考文献管理软件，则可选择相对应
的栏目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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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检索 

检索框可增加到最
多12个，每个检索
框都支持多字段选
择 

EBSCO 



全文浏览界面-快速实现本地下载、整刊浏览、打印等功能 

查看本期其他文章 

查看其他卷、期的文章 

一键下载到本地 

工具栏实现打印、
引用等功能 

EBSCO 



可以点击文章标题，通过邮件进行全文下载、分享 

EBSC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