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大学已购数据库使用说明 

 
 学科 访问地址 备注 

一、中文数据库 

1、清华同方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2、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综合（医学、农业除

外） 

http://www.cnki.net 

http://libdata.ujn.edu.cn/kns50/（校内） 

 

 

3、万方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综合 http://g.wanfangdata.com.cn  

4、INFOBANK 高校财经数据库 商业、经济信息 http://www.bjinfobank.com  

5、新华在线道琼斯财经资源教育版数据

库 

国际财经资讯 http://edu.xinhuaonline.com/  

6、“读秀”电子图书库 综合 http://edu.duxiudsr.com/（教育网）  

http://www.duxiu.com/（电信网） 

 

7、超星数字图书 综合  http://edu.sslibrary.com （教育网） 
http://www.sslibrary.com（电信网）  
http://pds.sslibrary.com （网通） 

 

二、外文数据库 

1、EBSCO 外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ASP（综合） 
BSP（经济管理类） 

http://search.epnet.com/  

2、德国施普林格全文电子期刊数据库 综合 http://www.springerlink.com/home/main.mpx  

3、ScienceDirect 数据库 综合 http://www.sciencedirect.com  



 

4、SpecialSciDBS 国道外文数据库 综合 http://218.246.35.10/hdbsm/index.aspx  

5、ProQuest 外文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综合 http://pqdt.bjzhongke.com.cn/  

6、世界科学出版社全文电子期刊数据库 综合 http://worldscinet.lib.tsinghua.edu.cn/  

7、Emerald 管理学工程学期刊回溯库  管理、工程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  

8、ACM（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库 计算机 http://acm.lib.tsinghua.edu.cn/  

9、ACS（美国化学学会）数据库 化学、化工、材料 http://pubs.acs.org/action/showPublications?display=journals  

10、RSC（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电子期刊

及数据库  
化学、化工、材料 http://pubs.rsc.org/  

11、SciFinder（化学文摘网络版） 化学、化工、材料 https://origin-scifinder.cas.org  

 
 
注： 

 

1、以上数据库建议通过图书馆网站进入，http://library.ujn.edu.cn，图书馆网站的“资源建设”栏目还有更多数据库的使用说明和介绍。 

2、以上数据库都采用IP 地址限定访问，即只允许拥有我校的正式IP 地址的计算机访问，网络设置方法请参考图书馆网站上的说明：

“不同网络条件下使用图书馆资源的方法”。 

3、如果使用中遇到问题，请随时联系图书馆技术部（电话82765982），或信息素养教育与开发部（电话82767002）， 

邮箱：library@ujn.edu.cn 



 

济南大学图书馆已购数据库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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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数据库 

 
 

1、清华同方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http://www.cnki.net/） 
 

（1）文献检索平台 
    中国知网检索平台提供期刊、博硕士、会议、报纸、年鉴、百科、词典、统计年鉴等的

检索。检索平台默认“文献”检索，即表示在全部数据库中检索。（见图 1.1）。 

 
图 1.1  中国知网检索平台 

 
我校购买了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

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简介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

库，收录国内 7806 种学术期刊，内容覆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哲学、医学、人文社

会科学等各个领域，全文文献总量 3573 多万篇。 
专辑专题：产品分为 10 大专辑：理工 A、理工 B、理工 C、农业、医药卫生、文史哲、

政治军事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经济与管理。10 专辑下分为

168 个专题和近 3600 个子栏目。  
1）检索方式 
检索平台提供了搜索、高级检索、专业检索、作者发文检索、科研基金检索、句子检索、

文献来源检索面向不同需要的 7 种跨库检索方式。下面以跨库检索为例进行介绍。 
①搜索。搜索是类似于搜索引擎的检索方式，只需要在检索框中输入所要找的关键词，

点击“检索”就查到相关的文献。（图 1.2） 

 
图 1.2  跨库检索——搜索界面 

 
②高级检索。点击检索首页右方的“高级检索”即进入高级检索界面。（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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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跨库检索——高级检索界面 

 
点击输入内容检索条件下方的“ ”可以增加检索条件行，并与上一行检索条件自由组配

逻辑关系，最多可以增加 7 行。检索项包括：题名、关键词、主题、全文、作者、第一作者、

作者单位、文献来源。点击作者前方的“ ”可增加作者检索条件输入框，只能增加 1 行。（图

1.4）。 

 

图 1.4  跨库检索——高级检索界面 
 

高级检索中，将检索过程规范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输入时间、支持基金、文献来源、作者等检索控制条件； 
第二步：输入文献全文、篇名、主题、关键词等内容检索条件； 
第三步：对检索结果进行分组分析和排序分析，反复筛选修正检索条件得到最终结果。 
若对结果仍不满意，可改变内容检索条件重新检索，或在检索历史面板中选择返回历史

检索。 
☆检索范围控制条件 
☆☆文献发表时间控制条件： 
在检索中可以限定检索文献的出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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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时，点击发表时间输入框，出现日历表，选择时间范围： 
选择具体时间：可限定从具体的某个日期到某个日期的时间范围，检索这一和时间范围

内发表的文献。输入时间范围时点击“从”后面的日期输入框，在弹出的日历中选择准确的

日期（需精确到某日），再点击“到”后面的日期输入框，在弹出的日历中选择准确的日期。 
提示：选择具体时间时，若起始时间不填写，系统默认为从文献收录最早时间为起始时间；

若截止时间不填写，系统默认检索到当前日期的文献。 
也可以选择更新时间：6 种选择。 
不限； 
最近一周：限定检索最近一周发表的文献； 
最近一月：限定检索最近一月发表的文献； 
最近半年：限定检索最近半年发表的文献； 
最近一年：限定检索最近一年发表的文献； 

    今年迄今：限定检索今年开始到现在发表的文章。 
☆☆文献来源控制条件： 
在检索中可限定文献的来源范围，例如文献的出版媒体、机构或提供单位等，可直接在

检索框中输入出版媒体、机构的名称关键词，也可以点击检索框后的“文献来源列表”按钮，

选择文献来源输入检索框中。 
☆☆文献支持基金控制条件： 
在检索中可限定文献的支持基金，可直接在检索框中输入基金名称的关键词，也可以点

击检索框后的“基金列表”按钮，选择支持基金输入检索框中。 
☆☆发文作者控制条件： 
在检索中可限定文献的作者和作者单位。 
在下拉框中选择限定“作者”或“第一作者”，在后面的检索框中输入作者姓名，在作者

单位检索框中输入作者单位名称，可以限定在某单位的作者发文中检索，可排除不同机构学

者同名的情况。 
若要检索多个作者合著的文献，点击检索项前的“+”号，添加另一个限定发文的作者。 
提示：所有检索框在未输入关键词时默认为该检索项不进行限定，即如果所有检索框不

填写时进行检索，将检出库中的全部文献。 
提示：检索平台还提供了精确、模糊匹配检索、中英文扩展检索，可获得与检索词的扩

展信息或者控制检索文献的精确度。 
☆☆精确模糊检索 

检索项后的“  ”可控制该检索项的关键词的匹配方式。不同的检索项，精确模

糊检索规则如下： 

☆☆☆文献出版来源： 

精确匹配：子值（用多值分隔符或括号、空格、感叹号、问号、点等分割为多个子值）

完全一致。不考虑可显示中英文以外的符号。例如输入检索词：清华大学学报，则检索出：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完整包含“清华大学学报”

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献，但是例如“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版”这样的刊不能检索出。 

模糊匹配：包含检索词的子值，不考虑可显示中英文以外的符号。例如输入检索词：电

子学报，则可能检索出：量子电子学报等这样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献。如果检索电子 XX 学报，

需要加通配符：*(n 个)或?（一个）。 

☆☆☆国家及各级科研项目：同文献出版来源规则。 

☆☆☆作者：对英文作者，规则同分类号规则。对检索词不区分大小写，姓名中间的符

号作为检索词的一部分，但是需要加引号。 

精确匹配：子值（用多值分隔符或括号、空格、感叹号、问号、点等分割为多个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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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一致。例如检索作者：张凯，则只能检索出“张凯”发表的文献。 

模糊匹配：作者分段内包含检索词的子值。例如检索作者：张凯，则把“张凯蛟”、“张

凯”等作者发表的文献检索出来。如果检索“张东凯”，需要加通配符：*(n 个)或?（一个）。 

☆☆☆作者单位：同作者规则 

☆☆☆全文： 

精确匹配：全文中完整包含检索词，不能将检索词拆分，切分词顺序不能打乱。例如用

“转基因水稻”查询，查询结果都包含“转基因水稻”这一关键词串，不能按“水稻转基因”

检索；输入相邻的多个句子可以精确检索（支持多句检索）。 

模糊匹配：全文中完整包含检索词，检索词可以拆分，排序不分先后顺序。例如用“转

基因水稻”查询，可能将包含有“水稻经过转基因以后会高产”这样词串的文献也查出来。（支

持多句检索） 

☆☆☆题名：同全文规则。但题名只是一句话，不支持多句检索。 

主题：在题名、关键词、摘要三个字段检索，在不同的字段模糊、精确检索规则按照各

自的规则检索。 

☆☆☆关键词：同作者检索规则 

☆☆☆中图分类号： 

精确匹配：中图分类号分段内完全一致； 

模糊匹配：中图分类号分段内前方完全一致，可以加后缀词。例如：输入检索词：TP，

则检索出中图分类号为 TP 和 TPxxx 的所有文献。可在检索词前后使用通配符*、？进行模糊

检索。 

☆☆词频控制 

对于内容检索项：全文、主题，检索词输入框后的“词频 ”，可控制该检索词在检索项

中出现的次数要大于或等于选择的次数。可选择的范围为：2、3、4、5、6、7、8、9。 
☆☆中英文扩展检索 

对于内容检索项，输入检索词后，可勾选“中英文扩展检索”功能，系统将自动使用该

检索词对应的中文扩展词和英文扩展词进行检索。 

☆☆文献内容特征 
提供基于文献的内容特征的检索项：全文、篇名、主题、关键词、摘要、参考文献、中

图分类号。 
③专业检索。专业检索用于图书情报专业人员查新、信息分析等工作，使用逻辑运算符

和关键词构造检索式进行检索。（图 1.5）。 

 

图 1.5  跨库检索——专业检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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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专业检索式： 

☆ 选择检索项 

跨库专业检索支持对以下检索项的检索：SU=主题，TI=题名，KY=关键词，AB=摘要，

FT=全文，AU=作者，FI=第一责任人，AF=机构，JN=中文刊名&英文刊名， RF=引文，YE=
年，FU=基金，CLC=中图分类号，SN=ISSN，CN=统一刊号，IB=ISBN，CF=被引频次。 

☆ 使用运算符构造表达式 

可使用运算符说明如图 1.6： 

 

图 1.6   布尔逻辑运算图 

 

☆ 使用“AND”、“OR”、“NOT”等逻辑运算符，“()”符号将表达式按照检索目标组合

起来。 

注意： 

所有符号和英文字母，都必须使用英文半角字符； 

“AND”、“OR”、“NOT”三种逻辑运算符的优先级相同；如要改变组合的顺序，请使用

英文半角圆括号“()”将条件括起； 

逻辑关系符号：与（AND）、或（OR）、非（NOT）前后要空一个字节； 

使用“同句”、“同段”、“词频”时，需用一组西文单引号将多个检索词及其运算符括起， 

如：‘流体 # 力学’； 

例 1 
要求检索钱伟长在清华大学或上海大学时发表的文章。 

检索式：AU=钱伟长 and (AF=清华大学 or AF=上海大学) 

例 2 
要求检索钱伟长在清华大学期间发表的题名或摘要中都包含“物理”的文章。 

检索式：AU=钱伟长 and AF=清华大学 and (TI=物理 or AB=物理) 

④作者发文检索。可以检索某个单位作者的发文情况。（图 1.7）。 

 

 
图 1.7  跨库检索——作者发文检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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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科研基金检索。科研基金检索是通过科研基金名称，查找科研基金资助的文献。通过

对检索结果的分组筛选，还可全面了解科研基金资助学科范围，科研主题领域等信息。（图 1.8）。 

 

图 1.8  跨库检索——科研基金检索界面 
 

⑥句子检索。句子检索是通过用户输入的两个关键词，查找同时包含这两个词的句子。

由于句子中包含了大量的事实信息，通过检索句子可以为用户提供有关事实的问题的答案。

（图 1.9）。 

 
图 1.9  跨库检索——句子检索界面 

⑦文献来源检索 

 

图 1.10  跨库检索——文献来源检索界面 
 
文献来源检索包括检索学术期刊来源、博士学位授予点、硕士学位授予点、报纸来源、

年鉴来源。点击“ ”可以查看如图 1.11。 



 7 

 
图 1.11   文献来源检索界面 

 
通过确定这些文献来源，可查找到其出版的所有文献，再利用分组、排序等工具，可对

这些文献进一步分析和调研。 
还可以利用统一导航功能控制检索范围检索文献来源；也可以使用检索筛选历史可返回

前次检索结果。 
按文献来源检索步骤如下： 
第一步：在来源分类标签中选择文献来源类型，如选择“学术期刊”； 
第二步：输入文献来源检索条件进行检索。例如在检索期刊的检索平台上输入刊名=“数

学”，检索期刊； 
第三步：点击文献来源检索结果列表上方的分组名称，可以分组进行浏览。 
⑧二次检索。二次检索是指在前一次检索结果的范围内，继续进行检索。使用二次检索

可以逐步缩小检索范围，最终找到所需的信息，此外它还简化了检索表达式的书写，通过简

单检索与二次检索完全可以满足复杂检索表达式达到的检索精度。 
2）检索结果 
①检索结果显示。检索后，界面显示检索结果概览，即检索结果列表，包括每篇论文的

篇名、作者、来源期刊刊名、卷期等；点击概览区的篇名，即看到篇名、作者、机构、关键

词、文摘、刊名、基金等内容，没有摘要则显示原文的前 300 字，如果需要原文，点击“下

载阅读 CAJ 格式全文”或“下载 PDF 格式全文”按钮即可。 
检索结果排序：可选择“主题排序”、“发表时间”、“被引”和“下载”对检索结果进行

排序。 
检索结果没页显示条数：有 10 条、20 条、50 条 3 种选择。 
二次检索：首次检索后，在检索结果概览区上方可以找到“在结果中检索”的检索框，

进行二次检索，使结果进一步精确。 
文件格式：期刊目次和摘要为 HTML 文件格式，全文有两种格式：“.caj”格式和“.pdf”

格式，“.caj”格式为该系统特定的文件格式，必须在 CNKI 首页上下载使用系统特定的全文浏

览器。 
②检索结果分组。检索结果分组类型包括：来源数据库、学科、研究层次、作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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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金。点击检索结果列表上方的分组名称，页面左侧分组栏目按照该分组类型展开分组具

体内容。 
③检索结果的导出/分析。打勾选中需要导出的检索结果，点击“分析、导出”按钮，进

入检索结果导出/分析界面。（图 1.12） 

 

图 1.12   检索结果分析、导出界面 
 
继续选择需要进行上述操作的检索结果，分别点击各选项，即可“导出参考文献”、“分

析、阅读、定制和生成检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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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http://www.cnki.net/） 
（1）简介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Chinese Doctoral Dissertations Full-text Database）和《中

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Chinese Master’s Theses Full-text Database）是中国知识基础设

施工程（CNKI）的系列产品，由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发行，收录的论文来源于高等学校、

科研院所、研究部门所属的博、硕士培养点，是目前国内相关资源最完备、高质量、连续动

态更新的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数据库》都分为 10 个专辑：理工 A、理工 B、理工 C、农业、医药卫生、文史哲、政

治军事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 、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经济与管理。10 大专辑下分为 168
个专题和近 3600 个子栏目。 

（2）使用方法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

库》在使用上的不同之处在于全文利用方式的不同。下载全文的方式有“在线浏览”、“章节

下载”和“分页下载”。其中“在线浏览”中的保存功能所保存的其实是一个链接，再次打开

全文时仍然需要通过网络连接到网站上去调用该篇文献的原文，因此此方法不适用于下载后

拷盘携带；“章节下载”是按论文的章节进行的下载；“分页下载”每次可以下载 5 页。后两

种下载方式均可以拷盘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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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方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http://g.wanfangdata.com.cn） 
 
（1）概况 
数据库始建于 1985 年，收录了我国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

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硕士、博士及博士后研究生论文的论文。 
①浏览。有两种方式：分类浏览和学校所在地浏览（如图 3.1）。 
 分类浏览：分类浏览以《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为基础，将全部数据库划分成哲学、

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 12 个大

类。点击主类目名称，出现小类目，点击小类目名称，系统会显示关于该小类目的所有文献

条目。 
 学校所在地浏览。点击学校所在地的省市名称，出现学校或科研机构名称，点击

该学校或科研机构的所有的学位论文。 

 
图 3.1  浏览界面 

 
②简单检索。在主页上点击“学位论文”，即进入简单检索界面（图 3.2）。在输入框输入

检索表达式，点击“检索”，系统自动检索文献。简单检索输入框默认接受的检索语言为

PairQuery，在检索词前面加上检索字段，可以检索在检索字段中出现检索词的论文。如果想要在

输入框中输入 CQL 语言查询，需要在输入 CQL 语句之前先输入 CQL://前缀。 

 
图 3.2  简单检索界面 

 
③高级检索。点击简单检索界面下的“高级检索”，系统就进入高级检索界面（如图 3.3）。

高级检索界面出现“高级检索”、“经典检索”、“专业检索”3 种方式。高级检索的功能是在指

定的范围内，通过增加检索条件满足用户更加复杂的要求，检索到满意的信息。高级检索区

域列出了标题、作者、导师、关键词、摘要、学校、专业、发表日期等检索项供选择，填写

的检索信息越详细检索得到的结果就会越准确。 高级检索区域提供了 3 种排序方式：相关度

优先、经典论文优先和最新论文优先。可以选择在检索结果页面每页显示的记录条数，有 10
条、20 条和 30 条 3 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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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高级检索界面 

④经典检索。在高级检索界面点击“经典检索”，系统进入“经典检索”界面（如图 3.4
所示）。经典高级检索有 5 个输入检索条件的检索框，这些检索条件是“并且”的关系。点击

各检索项的下拉列表，选择字段（如：标题、作者、导师、学校、专业、中图分类号、关键

词、摘要），输入检索词来检索。 

 
图 3.4  高级经典检索界面 

 
⑤专业检索。在高级检索界面点击“专业检索”，系统进入“专业检索”界面（如图 3.5

所示）。专业高级检索比高级检索功能更强大，但需要检索人员根据系统的检索语法编制检索

式进行检索。适用于熟练掌握 CQL 检索语言的专业检索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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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高级专业检索界面 

⑥二次检索。在检索结果页面上有“缩小搜索结果范围”，输入检索词进行二次检索（如

图 3.6 所示）。 

 

图 3.6  二次检索界面 
 
（3）检索技术 
①精确检索（“”）：含有空格或其他特殊字符的单个检索词用引号（“”）括起来，以免引

起错误。 
②关系运算符（=）：相当于模糊匹配，用于查找匹配一定条件的记录。关系运算符（exact）：

能精确匹配一串字符串。关系运算符（all）：当检索词中包含有多重分类时，它们分别可以被

扩展成布尔运算符“and”的表达式。关系运算符（any）：当检索词中包含有多重分类时，它

们分别可以被扩展成布尔运算符“or”的表达式。 

③通配符（*）：表示匹配任意 0 个或多个字符，如果表示单个字符“*”，那么可以用转

义字符“\*”来表示。 
④布尔逻辑算符：基本的运算符有 3 个：“and”（逻辑与）、“or”（逻辑或）、“not”（逻辑

非）。 
（4）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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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检索结果列表：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是以题录形式显示，一次显示 10 条、20 条或 30 条。

浏览时根据需要点击所需题目，可看到该文献的作者、专业名称、导师姓名、授予学位、授

予单位、授予时间、分类号、关键词、论文页数、文摘语种、文摘等信息。 
②显示格式：也可以标记要显示所需信息的记录，在“选择显示格式”的 4 个选项

“DEFAULT”、“全部信息”、“论文题录”和“参考文献”中进行选择，然后点击“显示选择

记录”，就可以一次浏览多篇所需要信息的详细记录。系统默认的“DEFAULT”为全部信息记

录。 
③显示全文：点击篇名，显示详细记录后，再点击详细记录下面的“查看全文”，系统会

分左、右两部分显示论文的目录和封面。在目录中，论文的各个章节都作了链接，想要浏览

某章某节，直接点击目录即可，并可选择性地打印、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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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NFOBANK 高校财经数据库 

（http://www.bjinfobank.com/） 
高校财经数据库（INFOBANK）于 1995 年在香港成立，是一家专门收集、处理及传播中

国商业、经济信息的香港高科技企业。经过十余年的数据积累，INFOBANK 数据库已经拥有

逾 200 亿汉字的信息储备，信息范围涵盖 19 个领域、198 个行业。INFOBANK 通过网络、光

盘、纸版等多种媒体向全球客户提供信息服务，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中文信息提供商之一。 
（1）数据库介绍 
中国经济新闻库（China Economic News）：收录时间：1992 年—至今。收录了中国范围内

及相关的海外商业财经信息，以媒体报道为主。数据来源于中国千余种报章期刊及部分合作

伙伴提供的专业信息，内容按 198 个行业及中国各省市地区分类。 
中国统计数据库（China Statistics）：收录时间：1986 年—至今。大部分数据收录自 1995

年以来国家及各省市地方统计机构的统计年鉴及海关统计、经济统计快报等月度及季度统计，

其中部分统计数据可以追溯到 1949 年，亦包括部分海外地区的统计数据。数据按行业及地域

分类，数据日期以同一篇文献中的最后日期为准。 
中国商业报告库（China Business Report）：收录时间：1993 年—至今。收录了经济学家及

学者关于中国宏观经济、中国金融、中国市场及中国各个行业的评论文章及研究文献，以及

政府的各项年度报告全文。 
中国法律法规库（China Laws & Regulations）：收录时间：1903 年—至今。收录以中国法

律法规文献为主，兼收其他国家法律法规文献。收录自 1949 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及地

方的法律法规，以及各行业有关条例和案例。 
中国上市公司文献库（China Listed Company）：收录时间：1993 年—至今。收录了在沪、

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包括 A 股、B 股及 H 股）的资料，网罗深圳和上海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

各类招股书、上市公告、中期报告、年终报告、重要决议等文献资料。 
中国人物库（China Who's Who）：提供详尽的中国主要政治人物、工业家、银行家、企业

家、科学家以及其他著名人物的简历及有关的资料，此库文献内容主要根据对中国 800 多种

公开发行资料的搜集而生成。 
中国医疗健康库（China Medical & Health）：收录时间：1995 年—至今。收录了中国一百

多中专业和普及性医药报刊的资料，向用户提供中国医疗科研、新医药、专业医院、知名医

生、病理健康资讯。 
中国企业产品库（China Company Directory）：本数据库收录了中国 27 万间制造业、邮电

业及运输等公司的综合资料，如负责人、联络方法及企业规模等。 
名词解释（Glossary）：主要提供有关中国大陆所使用的经济、金融、科技等行业的名词

解释，以帮助海外用户更好地了解文献中上述行业名词的准确定义。 
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机构库（Chinese Government Agency）：载有中央国务院机构及地方

政府各部门资料，内容包括各机构的负责、机构职能、地址、电话等主要资料。 
ENGLISH PUBLICATIONS：收录了部分英文报刊的全文数据及新华社英文实时新闻资

料。 
香港上市公司文献库（Hong Kong Listed Company）：收录时间：1998 年-2001 年。收录了

香港主板及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详细资料。 
（2）数据库检索 
①简易检索。在数据库选择框中选择任意一个所需数据库，在检索栏中输入检索词(关键

词),输入多个检索词时需用空格分隔，选择时间范围、检索范围以及逻辑关系，点击检索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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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专业检索。点击“专业检索”，进入专业检索界面。点击需要查询的数据库，例如，点

击中国经济新闻库，出现图 6.1 所示检索界面。选择各检索项，点击检索即可。 

 

图 6.1 中国经济新闻库专业检索界面 
③二次检索。在前次检索结果的页面，选择“在前次结果中检索”，这样便于查询结果越

来越符合要求。 
（3）检索结果显示 
检索结果只显示时间、题名及来源，点击题名出现包括正文在内的更详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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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华在线道琼斯财经资源教育版数据库 

（http://edu.xinhuaonline.com/） 
 
（1）简介 
该系统是专门为国内高等院校及社科研究机构的教学研究制作的国际财经资讯教育平台，

其资料均来自世界著名的美国道琼斯公司。收录 2001 年以来的内容，涵盖全球五大洲，涉及

各类金融市场，报道一切有可能影响经济的经济事件、政治事件、社会事件。该系统可以有

效地协助解决权威信息来源不易取得、教学案例不够及时、鲜活、贴近企业的学术参考信息

评论少等问题。 
检索范围：追溯道琼斯原文信息，可检索刊物：亚洲华尔街日报、欧洲华尔街日、远东经

济评论、巴伦周刊、财智月刊等。（图 5.1） 

 
图 5.1  数据库主页 

 
道琼斯全球资讯教育版栏目介绍： 
特色专栏：华尔街日报系列精品专栏荟萃。 
专题报道：财经大事信息整合，观点评述。 
中国经济参考：经济报导，经济观察与评论。 
亚太财经：财经要闻、经济数据、经济报导、财经评论。 
美洲财经：华尔街财经要闻、美加财经、南美洲财经。 
欧洲财经：财经要闻、经济数据、经济报导、财经评论。 
政治与经济：社论文章、特约专栏。 
央行观察：主要国家央行货币政策变化及取向。 
行业聚焦：高科技、能源、银行、保险行业走向。 
经营之道：国际大型公司经营管理、重组并购。 
股票市场：全球股市、汇市、债市、商品、货币市场资讯。 
外汇市场：各地汇市、汇市评析、银行间汇率。 
商品市场：现货市场、期货市场、金属市场。 
债券商场：债券市场的实时资讯、深度分析评论。 
货币市场：货币市场的实时新闻、分析及评论。 
职场专版：公司用人之道、个人谋职就业、职场发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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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理财：《财智月刊》，提供国外个人理财的最新理念。  
生活方式：了解外国人的生活方式。 
（2）检索 
分为全文检索、高级检索。（图 5.2）。 
例如：查今天发表的标题中含有钓鱼岛的文章。 

 
图 5.2  高级检索和全文检索 

检索结果图 5.3 所示： 

 
图 5.3  检索结果显示界面 

点击题名查看全文（图 5.4）： 



 18 

 
图 5.4 全文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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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读秀”电子图书库 

（教育网入口：http://edu.duxiudsr.com/  

电信网通入口：http://www.duxiu.com/） 
 
读秀知识库是由海量中文图书资源组成的庞大知识库系统，以 9 亿页中文资料为基础，

为读者提供深入图书内容的章节和全文检索、部分文献试读、获取资源途径等多种功能。读

秀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全面特色的数字图书馆整体解决方案和资源功能整合服务，为广大读者

打造一个获取知识资源的捷径。 
（1）简介 

    1）整合资源--整个各种文献资源于同一平台，实行统一管理  
    统一平台：将图书馆现有的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以及各种图书馆异构资源，如期刊、标

准、专利、学位论文等整合到统一平台。 
    统一检索：将读秀搜索框嵌入到图书馆门户首页，实现图书统一检索。避免多个站点逐

一登陆、重复检索的弊端，检索便捷，使用方便。  
    2）搜索图书--通过读秀深度检索，快速、准确的查找图书资源  
    读秀集成了业界先进搜索技术，突破以往简单的元数据检索模式，实现了基于图书内容

的检索，使图书的检索深入到章节和全文，利用读秀的深入检索，读者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深

入、准确、全面的文献信息。  
    3）获取图书--读秀为读者整合图书资料，并提供多种阅读、获取资源的途径 
    试读功能：读秀提供图书的部分原文试读，全面揭示图书内容，便于读者了解图书，选

择图书。  
    获取图书途径：读秀提供馆内电子图书全文阅读、馆内纸质图书借阅、馆际互借图书、

网上购买图书等多种获取图书的途径。  
    4）定制特色功能--满足用户的管理需求和读者的阅读需求 
    流量统计系统：阅读量、点击量、分类统计、饼状图、柱状图、趋势图等功能。  
    图书推荐系统：推荐购买纸书、电子图书以及图书推荐排行统计功能。  

图书共享工程：图书馆馆际互借、网上书店购买、联系出版社等功能。 
 
（2）检索 
1）知识检索  
知识检索是在全文中进行检索，检索结果以章节形式显示，后边是“PDF 下载”链接。

点击章节名，可以阅读围绕该检索点所在页的原文，检索结果同时显示关键词所在的章节信

息（来源、页码等），并可对检索结果保存、打印。在搜索结果页面，可以通过右上角的“在

结果中搜索”来缩小搜索范围。检索结果的左边对文献来源类型进行了限定，可分别点击查

看含检索点的各类型资源。图 6.1 所示。 



 20 

 
图 6.1 读秀知识搜索 

 
2）图书检索 
图书检索有简单检索、高级检索、专业检索和分类导航。 
①简单检索 
可以选择全部字段、书名、作者、主题词四个检索字段进行搜索。检索词可以选择精确

匹配和模糊匹配。（图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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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读秀图书搜索——简单检索 

②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有 9 个检索框，分别是书名、作者、主题词、出版社、ISBN、分类、中图分类

号、搜索结果显示条数。其中书名的书写有包含和等于两种选择。分类是按中图法分成的 22
大类，可在下拉框中选择。另外，年代也是点击选择，从哪年到哪年。搜索结果显示条数有

每页显示 10 条、15 条、30 条、50 条、100 条 5 种选择。（图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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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读秀图书搜索——高级检索 

③专业检索 
专业人士构造检索式进行检索。（图 6.4） 
字段说明： 
T=书名，A=作者，K=关键词，P=出版社，Y=出版年，S=丛书名，R=摘要，C=目录  
检索规则说明（以下符号均为半角符号）： 
逻辑符号： * 代表并且， | 代表或者， - 代表不包含；（上述三个符号前后均应有半角

空格作为分隔）； 
其他符号： () 括号内的逻辑优先运算， = 后面为字段所包含的值， < 代表小于等于， 

>代表大于等于。 
如：书名或关键词中含有“数字”或“图书馆”，且出版年范围是 2000 至 2010 年（含边

界），表达式为：(T=数字|T=图书馆|K=数字|K=图书馆)*(2000<Y<2010)。 

 

图 6.4  读秀图书搜索——专业搜索 
④分类导航 
在主页上点击“分类导航”，出现以中图法分类的各个类目，点击类目，即出现各类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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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书。（图 6.5） 

 
图 6.5  读秀图书搜索——分类导航 

 
⑤二次检索 
在检索结果界面右上角，都有“在结果中搜索”，输入检索词，点击在“在结果中搜索”，

即在检索结果中进行检索。 
⑥检索结果显示及图书获取 
搜索结果页面显示书名、作者、简介、主题词、分类。另外，还显示馆藏状态，“包库全

文”、“图书下载”、“馆藏纸本”、“阅读部分”。“包库全文”即图书馆买的电子书，即购买的

超星数字图书馆的电子书；“图书下载”，可以直接下载图书；“馆藏纸本”，可以查看图书馆

纸书的馆藏信息。“阅读部分”可阅读原文的目录页、前言页、版权页及正文前总页数 10%的

内容和封底页内容。 
在书目检索结果页面点击书影或书名，出现作者、出版商、出版年、ISBN 号、页数、中

图法分类号、及把该书作为参考文献时，参考文献的书写格式等信息。另外，还有原文的目

录页、前言页、版权页及试读页。 
对本馆没有的图书可以通过文献传递获取。点击“文献传递”，进入文献传递页面后，系

统将自动填写好文献传递表单，读者只需填写需求范围页数以及正确有效的 E-mail 地址，输

入验证码，点击 “确认提交” 即可，接着在邮箱中查询回复，读秀会将传递的资料以邮件

方式回复。读者打开的邮箱，进入回复邮件，在回复的结果中可通过回复的书名信息与回复

的原文地址进行阅读。文献传递系统是提供版权范围内的文献局部使用，同一本图书单次文

献传递不超过 50 页，一周累计咨询量不超过整本的 20％。所有咨询内容有效期为 20 天。 
3）期刊、会议、报纸及外文等文献检索 
读秀本身并不含有上述各种文献的原文，原文的获取都要通过文献传递，文献传递方法

同图书的文献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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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超星数字图书 

（ http://edu.sslibrary.com （教育网） 

http://www.sslibrary.com（电信） 

http://pds.sslibrary.com （网通）） 
 
北京超星数字公司成立于 1991 年，是一家开发以扫描方式存储资料相关技术的综合性高

科技公司，主要进行档案、图书、资料的数字化研究和开发工作，而超星数字图书馆则是北

京世纪超星公司的“产品”之一。它始建于 1999 年 12 月，2000 年 6 月 8 日列为“国家 863
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项目，2000 年 1 月，在互联网上正式开通。“超星数字图书馆”

设有文学、历史、法律、军事、经济、科学、医药、工程、建筑、交通、教育、计算机和环

保等几十个分馆。 
超星图书浏览器（SSReader）是阅读超星数字图书馆藏书的必备工具，是专对数字图书的

浏览、下载、打印、版权保护而研究开发的，可从网站（http://www.ssreader.com）下载。 
（1）图书的检索 
镜像站版检索系统提供了图书的分类浏览和按关键词检索的功能。 
①分类浏览。在分类浏览目录下，包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数理科学和化学、

生物科学等 22 个大类。单击分类目录，就会出现这个目录下的子目录，逐层点击，即可找到

该类目下的所有图书；在分类目录下，可在查询栏中输入所需图书的题名或题名中的某些关

键词，此时，凡是题名中含有这个词的图书都会显示出来。图 7.1 右方 

 
 

图 7.1  超星数字图书——分类浏览 
 

②检索功能。镜像站检索系统提供了两种检索功能，即简单检索功能和高级检索功能。 
简单检索功能提供了一个检索式输入框及检索字段选择框，检索字段包括书名、作者、

全文。选择检索字段，输入检索词，点击“检索”即可。（图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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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超星数字图书——简单检索 

 
高级检索增加到 3 个检索框，并且具有布尔逻辑选项，并可对图书出版年进行限制。

图 7.3 所示。 

 
图 7.2  超星数字图书——高级检索 

 
（2）图书的阅览（图 7.3） 

 
图 7.3  图书阅览 

①点击网页阅读。（图 7.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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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网页阅读 

 
②点击阅读器阅读（但必须先安装超星阅读器）。 

 
图 7.4  阅读器阅读 

 
③图书下载。（图 7.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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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图书下载 

 
④超星注册。（图 7.6 所示）。 
点击注册。注册后登陆，方能把图书拷贝带走阅读。 

 
 
 
⑤文字识别。阅读超星 PDG 图像格式的图书时，可以使用文字识别功能将 PDG 转换为

TXT 格式的文本保存，方便信息资源的使用。方法为：在阅读书籍页面点击鼠标右健选择“文

字识别”，然后按住鼠标左健任意拖动一个矩形，其中的文字全部被识别，识别结果在弹出的

一个面板中显示，识别结果可以直接进行编辑、导入采集窗口或者保存为 TXT 文本文件。 
⑥剪贴图像。在阅读书籍时点击鼠标右健选择“剪贴图像”，然后按住鼠标左健画框，将

所要剪贴的图像全部包围进矩形框中，松开鼠标后阅读器弹出提示框，就可以直接将剪切的

图像保存 BMP 格式的图片；同时，剪切的图像被放入到系统的剪切版中，也可以粘贴到图像

处理软件或 word 文档中保存。 
⑦书签功能。如果想将正在阅读的当前页设置成书签，可以点击“书签”菜单，选择“添

加书签”，则阅览器自动将该书设置成一条书签，下次阅读时只要点击该书签的名称就可以直

接打开该页。在“书签”菜单下选择“书签管理器”，进入管理器后可以对所做的书签进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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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和删除。 
⑧自动滚屏。浏览同一页的内容时，可拉动右边的滚动条，也可按住鼠标右键上下拉动。

如单击“↑”或“↓”可上下翻页，单击“手”符号可回到目录页或指定页。如想到指定页，

可拉动右上方滚动条或在右上方的方框中直接输入想看的页码即可。 
⑨标注。在阅读书籍时可以对需要重点标注的内容做标记。点击工具栏中的标注图标，

或在阅读书籍时，鼠标右健菜单选择“标注”工具，将会弹出标注工具栏。标注的功能有批

注、铅笔、直线、圈、高亮、链接。 
要删除标注只要在要删除的批注图标上点击鼠标右健选择“删除”即可。 
（3）图书的下载和打印 
用户可以下载图书的内容，系统默认下载到目录 c：Program Files/SSEARDER 下，用户可

以自己选择存放目录。单击“设置”菜单下的“选项”命令，在“分类”选项卡下可以进行

存放目录设置，用户可随时用图书浏览器阅读下载的图书，在以后适当的时候进行阅读。 
在线阅读的图书或已下载到本地的图书均可打印。在书籍阅读页点击右健，在弹出的菜

单中点击“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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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文数据库 
 

1、EBSCO 外文期刊全文数据库（ASP and BSP） 

（http://web.ebscohost.com/ehost/search） 
 

（1）概况 
EBSCO 是美国的一家私人公司。其名称由其创始人 Elton B.Stephens 名字首字母加上公司

（Company）前两个字母缩写而成。公司创建于 1948 年，1963 年在 Boston 开设图书馆服务办

公室，1986 年开始发展电子信息产品，1994 年开始在因特网上提供在线服务。 
该公司拥有多个数据库，我国高校购买的主要有：学术期刊集成数据库（Academic Search 

Premier：简称 ASP）、商业资源数据库（Business Source Premier 简称 BSP）。除了购买的数据

库外，检索界面列举的其他数据库是公司提供给用户的免费数据库，用户也可以查询，这些

数据库会不断变化。现介绍 EBSCO 常用数据库。 
1）ASP 数据库。世界最大的综合学术性跨领域数据库（ASP，Academic Search Premier）

提供近 4,700 种高学术水准出版物全文，其中包括 3,600 多种同行评鉴的刊物。收录范围横跨

近乎每个学术研究范畴，提供的信息可回溯至 1965 年。此数据库通过 EBSCOhost 每日更新。 
2）BSP 数据库。商业资源集成全文数据库（BSP，Business Source Premier）是一个侧重

经济、管理和金融领域的全文数据库，收录国际商务、经济学、经济管理、金融、会计、劳

动人事、银行等全文期刊近 9,000 种，其中包括 1,100 多种同行评鉴的刊物，被 SCI、SSCI 收
录的核心期刊文摘 79l（占 25%），全文 444（占 19%）。全文回溯最早时间为 1922 年。此数据

库通过 EBSCOhost 每日更新。 
 
（2） 数据库检索 
数据库主页如图 1.1 所示。 

 
图 1.1  EBSCO 主页 

1）检索界面 
检索界面主要有 4 个检索窗口、5 个检索途径。4 个检索窗口即检索选项、基本检索、高

级检索、检索历史记录。5 个检索途径新检索、科目、出版物、图像、更多（公司简介、作者

简介、索引（Ind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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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右上角还有 7 个按钮，即登录、文件夹、首选项、语言、新增功能、帮助、退出。

登录，用于建立个人帐户或登录到个人账户，登录后可以使用其中的功能，使用数据库的个

性化服务；文件夹，用于打开文件夹，查看文件夹中已存的信息；首选项，系统会把“首选

项”中的一些个性化设置保存下来，在以后的检索中使用；语言，选择检索介面语言；新增

功能，用于了解数据库新增加的功能；帮助，用于解决检索中所遇到的困难；退出，退出个

人账户。（图 1.2 所示） 

 

 
图 1.2   EBSCO 检索界面 

2）检索 
☆5 个检索途径介绍如下。 
①新检索。主页上的新检索即基本检索。 
②主题词/叙词检索。在数据库检索主页点击“科目”按钮，出现下拉菜单，如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Subjects Terms，Business Thesaurus 等各数据库主题词或叙词检索链接，点击

选择，进入主题词或叙词检索界面。（图 1.3） 

 
图 1.3 主题词或叙词检索链接 

 
ASP 主题词的浏览和输入。该主题词表是按主题词的字母顺序排列，可以点击“上一次”

或“下一个”浏览，选择需要的主题词；也可以在输入框中输入检索词浏览。逻辑关系可以

直接输入，或者在检索指导框中选定逻辑算符，再点击检索指导框后的添加“add”即可。检

索词输入完后，点击“浏览”按钮即可。检索结果排序方式有按“词语的开始字母”、“相关

性”、“词语包含”3 种选择。（图 1.4 所示）。 
该检索可以检索科目、地点、人物，点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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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ASP 主题词浏览 
 
③出版物检索。在数据库检索主页点击“出版物”按钮，出现下拉菜单，如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Publications，Business Source Premier- Publications 等各数据库出版物检索链接，点击

选择，进入出版物检索界面。（图 1.5 所示）。 

 

图 1.5 出版物浏览界面 
 

该检索界面有出版物名称表，是按出版物名称的首字母顺序排列，可以点击与出版物名

称首字母相同的字母进行浏览，查看所需的出版物名称；也可以在浏览输入框中输入有关出

版物名称的检索词，再选择与检索词匹配的方式。在此界面下匹配方式有 3 种：按字母顺序、

按主题和说明、匹配任意关键词，然后点击浏览按钮即可。 
出版物名称的结果列表，有检出的出版物名称，及该条目的书目记录时间。 
点击出版物名称进入该数据库收藏该刊的详细信息，包括题名、ISSN 号、出版者信息、

出版物链接、年代链接等。点击年代，出现期列表，继续点击，即可查到该期刊该年所刊载

的文章题录列表，全文链接等。 
另外，在检索界面上方检索框输入出版物名称，以下的步骤与主题词/叙词检索相同。（图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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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ASP 出版物浏览界面 

 
④图像检索。点击“图像”，出现下拉菜单，有“Image Collection”和“Image Quick View 

Collection”，点击选择。（图 1.7 所示）。 

 
图 1.7  图像检索界面 

 
两种检索的检索模式一样，有布尔运算符/词组、查找全部检索词语、查找任何检索词语、

智能文本检索（输入尽可能多的检索文本-词组、句子、篇章或全部页面）选项，另外还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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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是“否应用相关字词”检索。 
检索结果限制不同，“Image Collection”有 6 个检索限定，人物图片（Photos of People）、

自然科学图片（Natural Science Photos）、地点图片（Photos of Places）、历史图片（Historical 
Photos）、地图（Maps）、国旗（Flags）。在类目左边的方框中做上标记即为选中，可选一类，

也可选多类，缺省状态为全选。“Image Quick View Collection”有 7 个检索限定，黑白照片（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图谱（Chart）、彩色照片（Color Photograph）、图表（Diagram）、图形

（Graph）、插图（Illustration）、地图（Map）、图像（Image）。在类目左边的方框中做上标记

即为选中，可选一类，也可选多类，缺省状态为全选。在检索框中输入检索词或是检索式，

点击检索按钮，即可进入检索结果界面。点击结果题录列表左边的小图像或者文章篇名，即

可看到放大的图像和图像说明、作者、作者单位、ISSN 号、DOI 号等信息。在该显示界面的

左边，有“高分辨率图像”、“原始文章”、“PDF 全文”链接。右边有“添加至文件夹”、“电

子邮件”、“保存”、“导出”、“添加注释”、“永久链接”和“书签”等工具。可选择使用。可

以直接点击图像，能看到放大的图像。 
⑤更多。点击“更多”，出现下拉菜单：公司概况、作者简介、索引（Indexes）。 
公司概况。指 Datamonitor Company Profiles Authority 检索，略。 
作者简介。指 Author Profiles --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检索，略。 

索引检索。点击 “索引”（Indexes），出现各数据库链接，选择数据库，即可进入该数据

库的索引检索界面。检索步骤如下。 
● 在“浏览索引”字段中的下拉式列表中选择要检索的索引名称。如：选择 Author、

Author-Supplied Keywords 等，然后点击“浏览”即可。检索结果会按字母顺序排列。 
● 在“浏览”框中键入要查询的关键词，点击“浏览”按钮开始检索，检索结果会按字

母顺序排列。 
☆4 个检索窗口，其中“检索选项”指的是简单检索和高级检索的检索限定，只介绍另外

3 个检索窗口。 
①基本检索。在检索框中输入检索词或者检索式。检索模式限定，有 6 个选择，布尔运

算符/词组、查找全部检索词语、查找任何检索词语、智能文本检索（输入尽可能多的检索文

本-词组、句子、篇章或全部页面）、应用相关字词、也可以在文章的全文范围内搜索，可勾

选。检索结果限定有全文、有参考、学术（同行评审）期刊、出版日期（输入）、出版物、

是否图像快速察看、图像快速查看类型，包括黑白照片（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图

谱（Chart）、彩色照片（Color Photo）、图表（Diagram）、图形（Graph）、插图（Illustration）、

地图（Map）等方式。另外还有用于各个数据库的特殊的限制条件，在检索某个数据库时可选

择。（图 1.8） 

 
图 1.8  简单检索界面 

 

②高级检索。提供所有字段（TX：All Text）、著者（AU：Author）、题名（TI：Title）、

主题词（SU：Subject）、来源（SO：Source）、摘要（AB：Abstract）、ISSN 号范围内的检

索。 （图 1.9） 
步骤一：输入检索词，可在一个或更多检索框中输入检索词进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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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选择检索字段，可选择上述任一检索字段；  
步骤三：选择各检索框的组配方式“and”，“or”，“not”；  
步骤四：检索限制。检索模式限定和检索结果限定同简单检索。 

 
图 1.9  简单检索界面 

③检索史检索 
☆检索方法。使用中的检索式可以保存下来，以便回顾和反复利用。该系统给已使用过

的检索式自动编有序号，检索时可以在检索框中直接输入序号，也可以在检索史窗口中选中

序号，在其左边的方框内做上标记，再点击“添加”，该序号就自动填入了检索框中，然后点

击“检索”即可。检索史支持逻辑组配检索。点击“修改”或“删除”键可对检索史进行修

改或删除，删除后的检索序号将重新编制。但是，用检索史检索必须有个人帐号。 
☆个人帐号的申请。在主检索界面下点击“登录”，即“登录至我的 EBSCOhost”按钮即

可进入个人帐号登录窗口；点击“创建新用户（I am a new user）”按钮，进入个人帐号创建窗

口；按要求填入列表中的项目，点击“提交”按钮；如果申请成功系统将显示用户名和口令。 
☆点击主界面中的“首选项”，系统会把“首选项”中的一些个性化设置保存下来，在以

后的检索中使用。 
☆检索史的保存。在高级检索窗口下的检索史列表中点击“保存历史记录/快讯（Save 

History）”键，进入登录窗口，输入用户名和口令，输入你给这次检索起的名字（如：mysearch），
选择保存类型。点击“保存（Save）”键即返回高级检索界面。 

其保存类型共有 3 种可供选择，即永久保存“Saved Search（permanent）”、临时保存 24
小时“Saved Search（temporary 24 hours）”和灵活保存“Alert”。灵活保存的检索式是一个活

的，系统将按要求自动进行检索，并把检索结果用 E-mail 邮寄给你。灵活保存的利用，必须

点击“Alert”键，进入“Alert”登记界面，并按要求填入检索的频率、要求所检索文献出版

的时间和文献要邮寄的地址（E-mail），点击“保存”键即可。要改变“Alert”设置，把“Alert”
设置的标记除掉即可。 

（3）检索技术 
逻辑算符。该检索系统支持“and”、“or”、“not”3 种逻辑运算。在高级检索界面下检索

指导框的下拉菜单中都列了出来，可以直接选择。 
通配字符?：通配符主要用于拼写多变的单词，用问号“?”表示，只代替一个字符。可以

输在词中或词尾，但不能用在词首。如输入 ne?t，可检索含 neat, nest 和 next 的文献。 
通配字符#：主要用于词根多变的词，以便扩大检索范围，用星号“#”表示，可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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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个或一个字符，但不能用在词首。如输入 colo#r，可检索出含 color 和 colour 的文献。 
截词符*：主要用于词根多变的词，以便扩大检索范围，用星号“*”表示，可以代替一

个或多个字符，但不能用在词首。如输入 comput* ，可检索出含 computer 或 computing
的所有文献。“*”还可以用在两词中间匹配任何词。如输入 a midsummer * dream，可

检索出含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的文献等。 
位置算符： N 和 W。N 是 near 的缩写，只限定检索词之间的单词数，而不限制检索词的

顺序；W 是 within 的缩写，既限定检索词之间的单词数，又保证检索词的顺序与输入的完全

一致。输入时放在检索词之间，如：tax N3 reform，表示 tax 和 reform 两词中间可以插入 3 个

词 ，而且 tax 和 reform 的顺序可以颠倒。tax W5 reform，表示 tax 和 reform 两词中间允许插

入 8 个词，但 tax 和 reform 的顺序不能变。 
值域设定。页数设定：“pg-”和“-pg”。如： 键入“Money and pg-2”可找到有 Money

并少于 2 页的文章； 键入“internet and –pg5”可找到有 internet 并多于 5 页的文章； 期间设

定：“dt”。如：“dt 9707-9708”可找到 1997 年 7 月至 1997 年 8 月发表的文章。 
优先算符（）。检索式中括号里的优先运算。如((mouse OR rat) AND trap) OR mousetrap。 
精确算符“ ”。使用双引号，表示检索结果要与引号内的检索词完全匹配。即检中的文

献包含引号内的检索词，并且顺序、词的位置都不变。 
禁用词。a，also，an，and，are，as，at，be，because，been，but，by，for，from，has，

have，however，if，in，is，not，of，on，or，so，than，that，the，their，there，these，this，
to，was，were，whatever，whether，which，with，would。 

（4）检索结果的显示和保存 
1） 检索结果列表。检索结果的显示可以按每页显示 5 条、10 条、20 条、30 条、40 条、

50 条进行选择，可在“首选项”中选择保存，也可在页面选项中选择保存。检索结果可按“日

期倒序（Date Descending）”、“日期顺序（Date Ascending）、“来源（Source）”、“相关度

（Relevance）”排序。结果给出题名、作者、出处和摘要等信息。点击文献题名，即可出现包

括摘要、馆藏地在内的更多的信息。 
在检索结果左边页面可限制检索结果，有“全文”和“有参考”两种选择，还有一个时

间过滤框，限制检索结果的时间。另外还有检索结果的来源类型，可点击各种类型分别查看。 
2）文献全文的显示。显示文献全文有两种显示格式：“HTML”格式和“PDF”格式。 
3）文献结果的处理。文献的结果有 6 种处理方式：“打印”、“邮发”、“保存”、“引用”、

“导出”和“添加注释”等。 
4）文件夹的使用。该系统在文献检索结果列表每个条目的下方皆设有文件夹，点击“添

加至文件夹”，该条目即存入了文件夹，点击最上面的“文件夹”按钮，即可打开它。它的作

用就是集中处理。在检索结果列表中，点击选中文献右边的“Add”按钮，然后打开文件夹，

就可看到一个所选文献的列表，可一篇篇打开来阅读。若在全文状态下点击“Add”按钮，则

可把选中的文献一块打印、邮寄或保存。其结果与单篇文献相同，只是比单篇处理更快、更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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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国施普林格全文电子期刊数据库

（http://www.springerlink.com/home/main.mpx） 
 
（1）数据库简介 
Springer 公司以出版学术性出版物而著名，是出版图书、期刊、工具书的综合性出版公司，

也是比较早将纸本期刊做成电子版发行的出版商之一。SpringerLink 是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

（Springer-Verlag）开发研制的在线全文电子期刊数据库。目前包括 2776 种期刊。期刊学术价

值较高，是教学科研人员的重要信息源。 
SpringerLink 包括的学科有 13 个：建筑和设计、行为科学、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商业与

经济、化学与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工程学、人文社会科学与法律、数

学和统计学、医学、物理与天文学、计算机职业技术与专业计算机应用。另外还有 2 个特色

图书馆：俄罗斯在线科学图书馆和中国在线科学图书馆）。我国高校和科研系统自 2001 年引

进了 SpringerLink 全文电子期刊数据库。网址为 http:// Springerlink.com。数据库主页如图 2.1
所示。 

 
图 2.1  数据库主页 

 
（2）数据库检索 
1）浏览 
①浏览期刊。 
在主页面上点击“Journals”（期刊），即进入到所有期刊内容的查询界面（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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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期刊查询界面 

 
然后在页面右边工具栏中通过 Starts with（二次检索）等一系列工具来缩小需要查找内容

的范围。 
在显示结果页面上，可看到以下信息：出版社书目信息；著者联系方式；稿件收录情况；

文摘；全文格式选择；参考文献；被引用信息等相关内容。图 2.3 

 
图 2.3   期刊检索界面 

 
用这种方法还可以搜索“Books”（图书）、“Book Series”（丛书）、“eReferences”（参考工

具书）、“Protocols”（实验室指南）等多种形态的出版物。 
②主题学科（Subject Collection）浏览。适合单一主题学科的查询，生成最多有效结果。

在主页面上点击任一主题学科，即进入到该学科内容的内容显示页面。根据内容类型的查找

方法，通过右边工具栏的帮助，逐步缩小搜索范围，即可定位所需要的内容。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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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主题学科浏览界面 

 
全文的显示有两种方式：HTML 和 PDF。 
③特色图书馆（Featured library）浏览：包括“中国在线科学图书馆”和“俄罗斯在线科

学图书馆”。 
2）检索 
①简单检索：在检索框中输入检索词即可（图 2.5）。如果需要扩大或者缩小搜索范围，

可以利用 and（与），or（或），not（非）等逻辑运算符构造检索式。 

 
图 2.5  简单检索界面 

 
②高级检索（More options）：在主页上点击“高级检索”可进入高级检索界面（如图 2.6

所示）。 

 
图 2.6  高级检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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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高级检索可以：查找一篇特殊的文章，如已经知道文章的名称或者期刊、作者的名

称等；查找所有关于一个特定作者或者编辑的所有文章；获取一份期刊的所有文章。 
各检索项之间是 and（逻辑与）的关系。可以通过选择 Relevancy（相关度）排序或 Publication 

date（出版日期）排序（最近出版的在先），然后点击搜索进行定位查看。在这个界面的“Dates
（日期）”后面，选择“Publications Dates Between”可限定文章的出版时间，最早出版时间和

最晚出版时间都必须填写，格式为：月/日/年，如：“05/06/2008”。如果为默认的“Entire Range 
of Publication Dates”选项，则对出版时间不作限定。 

 
3）Other（其他小功能） 

●自动纠错。在快速检索时，不小心输入了一个拼写错误的单词，系统会自动进行纠正，

找出与查找单词最匹配的词。 
●全文显示状态有以下几种。 

 Access to all content：该文献可查看全文。 
 Access to some content：只有部分可以查看全文。 
 Access to no content：不可以查看全文。 

●检索结果显示方式。有两种显示方式，分别为：Expanded View（详细题录）和 Condensed 
View（简要题录）。在 Expanded View 中显示文献类型、标题、DOI 信息、出处、作者、简要

文摘以及所能提供的全文文献格式和链接等详细信息；在 Condensed View 中显示文章标题、

作者、全文文献格式等信息。 
●检索结果的输出。检索结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输出：下载、支持 RSS 功能、保存到磁

盘上、通过 E-mail 发送到邮箱中获直接打印出来。 
4）检索技术 
当选择“Boolean Search”为检索策略时，输入“AND”表示逻辑“与”、输入“OR”表

示逻辑“或”、输入“NOT”表示逻辑“非”。 
系统的优先运算符为“( )”，应用优先运算符可使系统按照用户的要求运算次序进行检索，

而不是按照默认的逻辑运算优先级次序进行检索。 
截词符为“*”，用于关键词的中间或末尾，可以代替一个字符或多个字符，表示中截断

或后截断。 
精确运算符为“”，表示其中的检索式是一个不可分拆的整体。 
5）个性化服务（My SpringerLink） 
在主页面的左侧注册个人用户，享受 SpringerLink 个性化服务的服务功能，包括：标记条

目（Marked Items）；电子通告（Alerts）；订购历史（Order History）；我的收藏夹（Favor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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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cienceDirect 数据库 

（http://www.sciencedirect.com/） 
 
（1）数据库简介 
荷兰 Elsevier Science 公司是世界著名的学术期刊出版商，出版有 1500 多种学术期刊，包

括数学、物理学、生物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临床医学、环境科学、材料科学、航空航

天、工程与能源技术、地球科学、天文学及经济、商业管理、社会科学等 24 个学科领域。从

1997 年开始，该公司推出名为 Science Direct 的电子期刊计划，将该公司的全部印刷版期刊转

换为电子版，并使用基于浏览器开发的检索系统 Science Sever。这项计划还包括了对用户的本

地服务措施 Science Direct Onsite（简称 SDOS），即在本地服务器上安装 Science Sever 和用户

购买的数据，同时每周向用户邮寄光盘更新数据库。从 2000 年 1 月开始，中国高等教育文献

保障系统（CALIS）项目的 9 个中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联合在清华

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建立了 SDOS 服务器，向国内用户提供 Elsevier 电子期刊的服务。我馆

2010 年所购学科是 Materials Science、Computer Science、Chemical Engineering 以及

Environmental Science。 
Elsevier 电子期刊除浏览、检索服务之外，还提供最新目次报道服务、常见问题解答等服

务，并支持 CrossRef 引文链接。 
（2）数据库检索 
使用 Elsevier 的电子期刊有浏览和检索两种功能，检索包括简单检索和扩展检索。 
①浏览（Browse）。 
●按期刊（图书）名称首字母浏览。将所有期刊（图书）按字母顺序排列起来，用户可

以按刊名逐卷逐期地直接阅读自己要看的期刊。（图 2.1） 

 

图 3.1  按期刊名称首字母浏览界面 
 

●按学科浏览。将期刊按下列 12 个学科类目分类，再按字母顺序排列：农业和生物科学，

化学化工，临床医学，计算机科学，地球和行星科学，工程、能源和技术，环境科学和技术，

材料科学，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社会科学。（图 2.2） 
按刊名或学科浏览的同时，允许按单刊或单学科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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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按学科浏览界面 

 
②简单检索（Simple Search）。即只进行单一字段的检索。（图 3.3） 

 

图 3.3  简单检索界面 

 

●可检索字段：篇名、作者、文摘、刊名、出版物识别号、正文、国际标准刊号、作者

关键词。共有 8 个检索入口：任何字段（Any Field，包括正文、文摘、篇名和作者姓名）、篇

名（Article Title）、作者（Author Name）、文摘（Abstract）、刊名（Journal Title）、国际统一刊

号（ISSN）、出版物识别号（PII）、作者关键词（Author Keywords）。 
●字检索与词检索：默认的是字检索（word）；如果要检索一个词（phrase），就必须使用

引号。例如，键入“hypermedia database”，检索结果只包含这个词，如果健入的是 hypermedia 
database，没有引号，检中的结果则将 hypermedia 和 database 处理为独立的两个字，字与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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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 AND 的关系。 
●作者检索：格式为“姓名”，如“Stuart R”，“Stuart, R”，“Stuart Richard”，默认为“前

方一致”，忽略空格和逗号，如输入“Stuart R”，可以检索“Stuart R”，“Stuart, R”，“Stuart Richard”，
“Stuart, Richard”，“Stuart Robert”，“Stuart, Robert”。 

●作者关键词：指作者给出的关键词，即文中的关键词部分（keywords），与某些数据库

或电子期刊的全文关键词检索不同。 
●正文检索：与全文检索不同，只检索文章的正文部分，不包括篇名、文摘、注释、参

考文献部分。 
③高级检索（Advanced Search），可对不同的字段进行布尔逻辑匹配检索。（图 3.4） 

 
图 3.4   高级检索界面 

 
可检索字段和检索入口与简单检索相同，增加了按类检索，即如果只检索某一学科类目

中的文献，在本检索界面下方列出的学科类目前打勾即可。 
检索限定：可在检索时限定文献类型、语种、出版时间、命中结果数、排序方式。 
④专家检索（Expert Search）。可检索字段、检索入口、检索限定与扩展检索相同，可按

自然语言方式输入，并在字词之间使用布尔逻辑算符或位置算符进行匹配，“increasing the 
benefits from using the database AND total number of links”。（图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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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专家检索界面 
（3）检索结果 
①检索结果列表。检索后，首先显示的是检索结果的数量和目录页，包括篇名、刊名、

卷期、日期、页数、作者、文摘等信息。 
②标记记录。在每篇文章篇名的前面允许打勾选择记录，选择结束后，点击“清除标记”

（Clear Checked），即清除所有勾选过的记录。 
③详细记录。进一步点击“书目记录”（Bibliographic Page），即可以看到文摘、关键词、

作者单位、出版物识别码、国际统一刊号、全文。点击“全文”（Article Full Text），即可下载

浏览全文。 
④文件格式。Elsevier 电子期刊的文件全部采用 PDF 文件格式，可以存盘、打印。 
图 3.6 所示 

 
图 3.6  检索结果界面 

 
如果是我馆订购的内容，检索出的文章前面小图标是绿色的，点击文章下面相应的链接，

就可以看到文章的全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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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pecialSciDBS 国道外文数据库

（http://218.246.35.10/hdbsm/index.aspx） 
 
（1）简介 
SpecialSciDBS 是国内最大的外文特色专题数据平台，该平台现有全文数据 1300 多万篇

（1995 年至今），年更新量 70 万篇。目前，SpecialSciDBS 平台可供查询的外文电子资源，囊

括高科技前沿、基础学科、工程技术、农林医药和人文社会领域的各学科，共分为 60 个专题；

数据类型属于网络学术自由，涉及论文、报告、会议记录、白皮书、议题议案、专栏评述、

新产品资讯、法规法律、电子图书、教学材料、其他等 10 余种，因专题而异。语种为英语。 
SpecialSciDBS 数据内容质量高，每篇文章均经专业编辑评审，并采用了专有的文献质量

计量评价系统，保证每条科技情报的参考价值，同时保留网络学术资源原始链接。文件格式

统一采用 PDF 格式。数据逐日更新。 
SpecialSciDBS 平台上，教师或可以找到国外院校的教学材料、课件、理论新动态；学生

可以通过各种导航学习相关课程，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和课题论文；课题研发人员或可以通

过各专题中的原生数字化资料、新产品资讯，第一时间获悉国外同行的研究进展、产业化进

程，帮助自己理出新的课题解决方案；诺奖文库还为我们提供了顶级治学样板。 
（2）数据库检索 
1）导航 
数据库支持学术导航、分类导航、院校导航、奖项导航。（图 4.1） 

 
图 4.1  学术导航界面 

 
学术导航：系统提供了用学术术语、名词、缩略语、百科词汇导航各专题的网络学术资

源的使用方法。同时，学术导航页面也融合了全文搜索功能，提供全文搜索输入框。 
分类导航：它本质上就是按数据库著录时的分类编码进行一次分类检索，我们也将其称

为聚类检索。具体方法：首页，点击“分类导航”链接，进入分类导航界面；点击选定的专

题库，进入该库的分类页面；在点击具体分类名称，即进入聚类检索状态，检索结果列表即

为聚类结果。 
院校导航：就是在 SpecialSciDBS 中按照院校名称来浏览文献资源的导航方式。本处涉

及国外及港澳台的知名院校 5000 多家，相关文献系其师生所著或系其主站点所发布，文献语

种必须是英文。 
奖项导航：就是所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数学菲尔兹奖/沃尔夫奖/阿贝尔奖获得者、计算

机图灵奖获得者等 22 个奖项所著文库，在 SpecialSciDBS 平台中按照这些获奖者的姓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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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学科、年代等可以直接浏览其文献资源。 
2）检索 

①快速检索。快速检索是默认在“全文”字段，对所需专题库“勾选”的检索方式。 
快速检索对一次输入 2 个检索词支持 AND/OR 逻辑关系，“ ”内为词组短语；半角空格

分隔默认是“与”(AND) 的逻辑关系。 

 
图 4.2  快速检索界面 

 
②高级检索。高级检索是支持同时对多字段，按照布尔逻辑关系，区分单词及词组，

并可设定年限与文献类型，勾选所需专题库的检索方式。（图 4.3） 
高级检索可检字段：全文、标题、著者、机构、主题词、描述、集合名、系列号、年份、

文献类型。 

 
图 4.3  高级检索界面 

 
③专业检索 
专业检索是通过构造（书写）检索表达式，同时对多字段，按照布尔逻辑关系，区分单

词及词组的检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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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检索字段简称： ft-全文、 ti-标题、au-著者、og-机构、su-主题词、ds-描述、sn-
集合名、no-系列号、yr-年份、dt-文献类型。 

 
  图 4.4   专业检索界面 

 
3）检索结果 

 
图 4.5  检索结果界面 

 
在检索结果中，通过“详细信息”链接进入，以了解此篇文献的文献类型、标题、著者、

机构、地域、发表时间、文件大小、描述、原始链接等信息，也可在此界面底部进行读者互

动。 
在检索结果及“详细信息”中，通过“全文链接”下载镜像全文，通过 PDF 阅读器查看。

图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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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roQuest 外文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http://pqdt.bjzhongke.com.cn/） 
 
（1） 简介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简称 PQDT，原名 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s，简

称 PQDD：数字化博硕士论文文摘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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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万多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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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为满足国内高校教学科研对欧美博、硕论文全文的需求，由 CALIS 文理中心组

织、北京中科—亚信公司独家代理，全国部分高校、学术研究单位和公共图书馆集团采购了

PQDD 中的部分学位论文全文，CALIS 开发了数据库检索系统。该数据库联盟的运作模式是：

采用集团订购的形式购买，由中科—亚信负责查重工作。目前，ProQuest 博硕士论文全文数

据库共享资源数量 30 多万篇，而且每年还在递增，已成为广大科研工作者和博硕士研究生获

取国外博士论文全文最佳的数据资源库。 
PQDT 数据库可以通过 Digital Island 专线双方向（国际进、出）进行检索，国内用户检

索时免付国际流量费。PQDT 全文数据库在国内设有 3 个镜像站点，分别是 CALIS 镜像站、

上海交大镜像站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镜像站。数据库均用 IP 地址控制用户的登录访问，不

需用户名、密码或账号控制，且无并发用户数限制。 
（2）数据库检索 
1）浏览 
PQDT 数据库提供按学科主题分类浏览。收录的论文可分为应用科学（Applied Sciences）、

语言/文学/语言学（Language,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生物学（Biological Sciences）、哲学/
宗教/神学（Philosophy, Religion, and Theology）、通讯及艺术（Communications and the Arts）、
心理学（Psychology）、地球和环境科学（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纯科学（Pure 
Sciences）、教育（Education）、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健康科学（Health Sciences）等 11
个主题，每个一级主题又设二级和三级主题。点击某一主题的名称，会出现该主题全部的论

文。检索介面右边还会出现属于该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论文篇数链接及论文年限分布链接、

论文所属的学位类型链接。继续点击出现三级学科学位论文。 

 
图 5.1  浏览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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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索 
①基本检索。基本检索只有 1 个检索词输入框。输入框内可输入单个词、多个词或词组，

多个词之间默认是 OR 的关系，检索词组可用精确算符双引号引起来。 

 

图 5.2  简单检索界面 
 

②高级检索。（图 5.3） 

 

 

图 5.3  高级检索界面 
 

在高级检索界面共有 7 个输入框，有标题、摘要、全文、作者、学校、导师、来源、ISBN
号、出版号 9 个检索字段。其中学科字段可进行选择，点击“选”，出现所有一级学科目录，

点击选择即可。用户输入检索词时有所有词、任意词、短语 3 种选择。在检索框的后边有“并

且”、“或者”、“排除”3 种布尔逻辑算符，用户可自行选择。 

检索框下方有几个检索限定。一是出版年度限定，可在检索框中输入 4 位数字。二是学

位的限定，有 3 种选择，不限、博士、硕士，点击选择，系统默认“不限”。三是对语种进行

限定，点击语种后边的下拉菜单，会出现全部语种，点击选择，系统默认全部语种。最后是

对结果显示状态的选择，有“全部”和“只显示有全文的结果”两种选择，系统默认“全部”。 

③二次检索。也可根据需要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二次检索提供的检索字段、检索

技术和基本检索方式相同。在一次检索结果的基础上第二次输入检索词，点击“在结果中检

索”。（图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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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二次检索界面 
 
3）检索技术 
布尔逻辑算符：AND 或空格表示逻辑与；OR 表示逻辑或； AND NOT 表示逻辑非。 

精确算符：“”。使用双引号，表示检索结果要与引号内的检索词完全匹配。即检中的文

献包含引号内的检索词，并且顺序、词的位置都不变。 

4）检索结果显示 
PQDD 数据库中，无论是基本检索还是高级检索，检索结果的显示页面都是相同的，页面

直接显示检中论文的题录信息的列表。在论文列表的上方，可以设置每屏显示论文的篇数、

论文排序的方式。每屏显示论文的篇数有 3 种选择，10 条、20 条、50 条，默认 10 条。论文

排序方式有两种选择，相关度和出版时间，默认是相关度。在屏幕的上方，提供基本检索界

面，用户可开始一个新的检索或在检索结果中进行二次检索。每一篇论文的题录信息包括题

名、作者、授予学位、学校名称等；此外，在每一篇论文题录信息的下方， 有“查看详情”

和“查看 PDF 全文”按钮，点击“查看详情”可以获得该篇论文作者、学校、学位、指导老

师、学科、来源、出版日期。有“查看 PDF 全文”按钮的条目，点击题名，出现论文的详细

显示，处了上面提到的详情外，还有摘要信息，再下方有“查看 PDF 全文”、“下载 PDF 全文”、

“下载 MARC 文件”按钮。 
如果需要一次下载多篇论文，可点击论文左上方文件夹图标前的小方框标记此论文，或

点击“全选”按钮对所有论文作标记，即可集中显示、打印、Email 传递、下载论文。（图 5.5） 

二次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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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检索结果的显示 
 

（3）个性化服务 

注册个人账户后，即可享受个性化服务，包括兴趣学科订阅、收藏夹、检索历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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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界科学出版社全文电子期刊数据库 

（http://worldscinet.lib.tsinghua.edu.cn/） 
 
（1）简介 
WorldSciNet 为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电子期刊发行网

站，该出版社委托 EBSCO/MetaPress 公司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了世界科学出版社全文电子

期刊镜像站（http://worldscinet.lib.tsinghua.edu.cn/）。WorldSciNet 紧跟世界科研前沿，为科研

团体提供诸如纳米技术、生物学和计算科学方面的公开出版物，近来又扩大到材料科学、医

学、生命科学、银行和金融和工商管理等领域，目前收录 107 种国际期刊。WorldSciNet 还独

家代理所有皇家学院出版社（Imperial College Press）出版的所有期刊。自 2001 年起，其收录

期刊的订户可免费获取其订阅期刊的电子版。该网站提供主题（化学、计算机科学、金融与

管理、工程、环境科学、材料科学、数学、医学与生命科学、非线性科学、物理和社会科学

等共 11 个主题）和字母顺序两种方法浏览所收录期刊的简介、订阅方法及相关期刊，其简介

包括期刊的目标和学科范围（Aims & Scope），最新信息（What's New，其中有在线投稿的消

息等），免费专文（Free Feature Article，提供部分免费 PDF 全文文章），免费样本专题（Free Online 
Sample Issue，与免费专文类似，但需注册）。此外，该网站还为投稿人提供指导及与编辑部联

系的交互途径。检索界面语言有英文和中文两种选择，下面以中文检索界面进行介绍。 
（2）数据库检索 
WorldSciNet 期刊数据库有浏览和检索两种功能，浏览可按主题（Subject）、期刊（Journal）

和作者（Author）3 种途径浏览；检索有基本检索（Basic）、高级检索（Advanced）和期刊（Journal）
3 种方式。（如图 6.1 所示） 

 

图 6.1  数据库主页 
 
①浏览（Browse）。点击“浏览”（Browse）可以按主题（Subject）、期刊（Journal）和作

者（Author）3 种途径浏览期刊文章。（图 6.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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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浏览界面 

 

●按主题浏览。收录的期刊按字母顺序分成 10 个学科类目：化学，计算机科学，经济、

财务和管理学，工程，环境科学，材料科学，数学，医药和生命科学，非线性科学和物理学。

每个学科的期刊按刊名的字母顺序排列，可以浏览每期的文摘。 
●按期刊浏览。收录期刊按字母顺序排列。点击每种期刊可以浏览 2001 年至今的每期的

文摘或全文。 
●按作者浏览。作者按字母顺序排列。点击作者姓名可以看到作者所写文章的篇名及刊

名等信息，进一步点击篇名会出现更详尽的信息。 
②基本搜索（Basic）。点击“搜索”（Search），系统默认的检索界面是基本检索（Basic）

（如图所示）。可以在“全部范围”（All Fields）、“摘要”（Abstract）、“作者”（Author）、“题

目”（Article Title）、“关键词”（Keywords）字段中选择检索字段。通过“题目”检索，没必要

是题目的全称，只要是标题中的关键词即可。通过“作者”亦如此，只知道作者姓名中的某

一个词即可检出含有该词的作者的文章。检索时在文字输入框内输入关键词，关键词可以是

一个单词也可以是多个单词（词组）。用户也可以构造检索式直接输入检索框中检索。（如图

6.3 所示）。 



 53 

 
图 6.3  基本检索界面 

 
③高级检索（Advanced）。点击 “高级搜索 ”即进入高级检索界面（如图 6.4 所示）。在

检索界面的检索框中输入检索词，选择布尔逻辑算符 AND、OR 和 NOT，并进行字段选择。

在“限定于”后面的检索框中选择限制条件，要选择科目（Subject），可以在主题列表中点击

主题名称，如果默认的为“所有科目”选项，则对主题不作限定。在期刊列表中选择期刊，

点击要检索的期刊名，如果默认的为“所有”选项则不对期刊范围作任何限定。在“年份”

后面是对检索年代进行限定。“显示”是对检索结果每页显示的记录条数进行限定，有 25 条
记录、50 条记录和 100 条记录 3 种选择。 

 

图 6.4  高级检索界面 

 
④期刊检索（Journal）。点击“期刊”进入期刊检索界面（如图 6.5 所示）。可以在期刊描

述（Description）（包括题目）或只在期刊名中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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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检索界面 

（3）检索结果的显示 

在输入了检索词并作相应的选择和限定后，点击“开始搜索”就进入了检索结果的显示

界面，可用翻页键浏览检索结果，可以在文章名之前的小方框内打勾，以选中这篇文章。此

外还可在界面上侧的检索框（如图所示）中输入关键词，点击“在此结果中搜索”（Search Within 
This Result）进行二次检索，并且可以无限次的进行二次检索，直到检索结果满意为止。检索

结果的排列方式可以在“分类”（Sort by）后面选择按“最新的”（Recency）排列或者按“最

相关的”（Relevancy）排列。（图 6.6 所示）。 

 

图 6.6  检索结果界面 
 

检索结果中只显示文章的简要信息，点击文章篇名可查看文章的详细介绍，包括作者、

关键词、主题、文摘、来源、DOI 号、参考文献及全文的链接。在详细界面中的翻页健可以

翻看上下篇文章。 
期刊详细信息界面中包含该刊的 ISSN 号、所属主题 URL 连接和已经出版且被购买的全

部卷次、期次信息。点击“年期”可以看见该期收录的全部文章的篇名及作者名称，再点击

篇名，又可以出现和“期刊论文”检索结果中的出现的详细信息。 
（4）获取全文方式 
用户浏览全文需订阅，WorldSciNet 提供两种订阅方式：一种是填写在线订单（Online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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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在订阅页面上按学科门类排列期刊，选中要订阅的期刊，点击该期刊，在期刊的页面

底端有“Price Information”，进入可查看订阅价格，再返回前一页面，选择个人订阅（只有打

印本，以航空邮寄）或团体订购，然后注册详细信息，选择付款方式（包括个人信用卡和订

购团体支付两种付款方式）；另一种是填写印刷本订单（PDF 格式），下载打印后填写，然后

传真给 WorldSc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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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merald管理学工程学期刊回溯库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 
（1）简介 
Emerald公司成立于1967年，由来自世界百强商学院之一布拉德福德大学（Bradford 

University）的学者建立，是世界一流的管理学、图书馆学、工程学期刊的出版机构，主要出

版期刊280多种，图书2000多种，是出版管理学领域期刊数量最多的出版机构之一，拥有98%
的世界百强商学院以及58%的世界500强企业用户，其推出的数据库平台

（www.emeraldinsight.com）还提供各种各样的在线资源和特色服务。 
（2）数据库资源 

Emerald数据库资源主要由Emerald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Emerald文摘库、Emerald图书及

电子系列丛书3个子库组成。另外，平台还包含学术评论、案例分析、书评、访谈录、深度观

察等许多管理学详尽内容及其他相关的资源服务项目。 
1）期刊全文数据库 
Emerald收录世界范围内权威的管理学、工程学、图书情报学同行评审学术期刊280多种，

全库近9万篇文章的全文内容并逐月递增，在线回溯至第1卷第1期，最早至1898年。其中，管

理学期刊230多种，涵盖管理学一级学科下面的各个领域，内容包括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图

书馆学与信息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农林经济等管理学5大学科，也收录部分交叉学科和泛

管理领域的期刊全文。Emerald数据库收录18种高品质工程学学术期刊全文，涵盖了先进自动

化、工程计算、材料科学与工程、电子制造与封装等相关领域，其中15种期刊被SCI收录、14
种期刊被EI收录。Emerald数据库收录的32种图书情报学学术期刊中，亦有11种被SCI收录。 

2）文摘数据库 
Emerald文摘数据库总共有5个子库，分别为：管理学评论文摘库（Emerald Management 

Reviews）、土木工程文摘库（International Civil Engineering Abstracts）、国际计算机文摘库

（Computer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Database）、计算机和通讯安全文摘库（Computer & 
Communications Security Abstracts）、图书馆和信息管理文摘库（Current Awareness Abstracts -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管理学评论文摘库（EMR）由国际著名的管理学者和从

业人士组成的评议委员会挑选300多种世界顶尖管理学期刊，收录多达270,000篇摘要，每月增

加1,300篇左右。通过Emerald文摘数据库，可以快速掌握相关领域众多期刊的内容。文摘库每

月更新1次，并对每个子库提供6本纸本文摘期刊。 
3）电子图书库 
Emerald平台推出管理学与社会学系列丛书和专著100多种，含800多卷电子系列丛书，这

些资源涵盖了会计与财政、商业规范与法律、经济学等20多个学科，电子系列丛书含社会科

学专集和工商管理与经济专集。除了上述产品外，Emerald数据库平台上还有一些资源，如商

业词汇、研究工具、管理学原理、商业实践、实时资讯等信息。 
此外，Emerald平台上还有作者须知（For Authors）、图书馆员须知（For Librarians）、工程

师须知（For Engineers）、研究区（Research Zone）、学习区（Learning Zone）、教学区（Teaching 
Zone）、多媒体区（Multimedia Zone）等辅助资源。 

（3）数据库检索 
1）浏览 
点击导航菜单中的“Browse”，均按字顺方式浏览所有资源。Emerald浏览分为图书、期刊

浏览和评论文摘浏览、案例浏览。图书、期刊浏览方式，可选择按字顺（By Title）和学科（By 
Subject）两种浏览方式，然后对所选期刊进行逐卷逐期浏览。（如图7.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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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数据库浏览 

 

 
 

图7.2  期刊或图书浏览 
 

2）快速检索 
导航菜单的“Search for”即为快速检索入口，在检索框中输人检索词，可在全部（All 

Content）、期刊（Journals）、图书（Books）、数据库（Bibliographic Databases）、案例（Case Studies）、
网页（Site pages）中选择检索范围，点击“Go”即可。（图7.3所示）。快速检索可以选择词组

或完全匹配等方式进行检索，每次检索只能选择一个检索范围。 

浏览 
 

按题目（字顺）浏览 

 

 

按主题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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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简单检索界面 

 
3）高级检索 
点击导航菜单上的“Advanced Search”即可进入高级检索，首先选择检索范围（All Content，

Journals，Books，Bibliographic Databases，Case Studies，Site pages，默认All），在多个检索框

中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字段，有All field（所有字段），All except full text（除全文外所有字

段），Abstract（摘要），Journal title（期刊名称），Special issue title（专刊名称），Article title（篇

名），Author（作者），ISSN（ISSN号），Volume（卷），Issue（期），Page（页），Keywords（关

键词）等几种选择；选择检索词之间的逻辑关系（AND、OR、NOT）。检索词也有3种选择，

可以选择词All（返回的结果包含所有单词，但每个单词不一定连在一起），Any（返回的结果

包含其中任意单词），Phrase（返回的结果包含所有单词，并且按顺序紧密连在一起）。另外还

可以对检索时间和文章类型进行限定，直接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即可。文章类型有All Type（所

有类型），Case Study（案例），Conceptual Paper（概念论文），General Review（概括评述），

Literature Review（文献综述），Research Paper（研究论文），Technical Paper（技术论文），

Viewpoint（观点）8种选择，默认All。最后在All Content（所有内容）和My subscribed content
（所订购内容）中选择。然后点击“Search”即可。（图7.4所示）。 

 
图7.4  高级检索界面 

 
点击“Save this search”图标可将检索式加入个人收藏夹，供以后检索使用；点击“Re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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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d Search”将进入用户检索条件收藏页面，用户可以取回已保留的检索条件。点击文章收

藏列表（Marked lists）的“Add Selected”，用户可以把选中的检索结果加入个人文章收藏列表，

点击“View”可以查看收藏情况。点击某一篇名，即可显示记录，进一步点击检索记录中“Full 
text”图标，即可下载PDF全文阅读。 

4）二次检索 
Emerald数据库检索平台也可以对检索结果中每一显示的字段进行再次检索。在作者项中，

列出了该篇文章的所有作者。在期刊项中，点击期刊名，将列出该期刊的所有卷期，可逐期

浏览该期刊所有卷期内容。在期项中，点击期号可浏览该期期刊所有文章，在该状态现，出

现关键词列表项，列出了该文章的所有关键词，点击任何关键词，并以这个关键词为检索条

件进行一次新的检索。在“Search in results”后检索框输入检索词，点击“Go”即可。（图7.5
所示）。 

 
图7.5   二次检索界面 

 
（4） 检索技巧 
逻辑算符。检索系统支持“AND”、“OR”、“NOT”3 种逻辑运算，也可以用括号括起来

进行优先运算。在高级检索界面下检索指导框的下拉菜单中列出了逻辑运算符，可以直接选

择。 需要注意的是布尔逻辑运算符必须大写。 
使用截词符“*”和替代符“？”，通配符只能出现在检索词的中间和末尾, 不能出现在检

索词开头。截词符“*”代替一个或多个字母；替代符“？”只能代替一个字母。 
使用“~”进行模糊检索，如输入检索词“roam ~”，可以返回包含“room”和“foam”

的检索结果。 
使用双引号“”作为词组检索的运算符，引号内输入的几个词被当作精确的短语处理，

词组运算可以精确检索结果。可以选择检索框下面的选项，进行短语检索和完全匹配检索。 
（5） 检索结果的显示 
①检索结果列表。检索后，首先显示的是检索结果的数量和目录页，包括篇名、作者、

刊名、卷期、日期，另外还有摘要、全文链接。 
②标记记录。在每篇文章篇名的前面允许打勾选择记录。 
③检索结果排序方式有 3 种选择：相关度（Relevance）、时间倒序（Latest）、时间顺序

（Oldest），默认排序是按相关度。每页显示条数有 10 条、20 条、30 条 3 种选择，默认每页

显示 10 条记录。 

二次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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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如果检索结果显示绿色图标√,表示该文献内容能够获取。其他图标及内容如下： 

 

B 回溯库内容（即订阅回溯库，该内容即可获取）。 

E 早期引用的内容（论文预印本，正式出版时内容会有所修改）。 

A 只能获取摘要。 

在检索结果页面，有新检索（New Search）、修改检索条件（Modify Search）、保存检索条

件（Add saved search alert）、二次检索（Search in results）按钮。可根据需要二次检索或修改

检索条件或保存检索策略。另外，还用文献类型对检索结果进行了区分，可选择查看不同文

献类型的检索结果。（图7.6所示）。 

 
图7.6  检索结果显示界面 

 
（6）个性化服务 
点击主页上方的“Register”进行注册，可享受Emerald的个性化服务，注册时需要设定自

己的用户名和密码。注册成功后，点击菜单栏“My Profile”并登录进入个人服务界面，利用

先前保存的检索式，可以每周获得最新的检索结果，可以保存自己喜爱的文章并收藏（与引

文软件兼容），可以定期获得关注期刊的最新目录与Emerald时事通讯信息，同时可以在线查看

或修改自己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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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CM（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库 

（http://acm.lib.tsinghua.edu.cn/） 
 
（1）简介 
ACM（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美国计算机学会）创立于 1947 年， 是全球

历史最悠久和最大的计算机教育和科研机构。目前提供的服务遍及 100 多个国家，会员达

85,000 多位专业人士，涵盖工商业，学术界及政府单位。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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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如专业期刊、会议录和新闻报道，并于 1999 年开

始提供电子数据库服务－ACM Digital Library 全文数据库，收录 ACM 全文期刊、杂志和汇刊、

SIG 定期简讯 (Special Interest Group Newsletters)、会议录。另外，计算文献指南（The Guide to 
Computing Literature，简称：The Guide）中提供计算机领域重要文献的书目信息，该数据库收

录多家出版社出版的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文献题录信息和摘要，文献类型涉及图书、期刊、会

议录、博士论文、技术报告等，ACM 相关机构的文献大多可以看到全文。 
（2）ACM 数据库检索 
我们就清华镜像网址：http://acm.lib.tsinghua.edu.cn 的使用进行介绍。 
1）浏览 
主页上有“浏览 ACM Source”，下面是各类资源的链接。分别是：期刊（Journals），杂

志（Magazines），汇刊（Transactions），会议录（Proceedings），通讯（Newsletters），附属机

构出版物（Publications by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SIG相关出版物（Special Interest Groups ，
缩写SIGs），ACM口述历史访谈（ACM Oral History Interviews）。分别点击各种类型资源，所

有资源均按字顺方式，然后点击名称，出现该资源名称、年卷期链接，如果是期刊或杂志还

有ISSN号、刊名页及简介，继续点击可逐卷逐期浏览。（图8.1和8.2所示）。 

 
图8.1  数据库浏览 

 
 

数据库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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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期刊浏览界面 

 
2）快速检索 
首先选择检索范围，有两种选择：ACM数字图书馆（The ACM Digital Library）、计算文

献指南（The Guide），然后在检索框中输人检索词或者检索式，点击“检索”即可。（图8.3所
示）。 

 
图8.3  快速检索界面 

 
3）高级检索 
点击导航菜单上的“高级检索”即可进入高级检索，首先选择检索范围（The ACM Digital 

Library，The Guide，默认The Guide），在多个检索框中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字段，检索字

段有All field（所有字段）、Title（篇名）、Author Name（作者），Publisher Name（出版者）、

Source Name（资料来源名称）、ISBN/ISSN（ISBN或ISSN号）、Abstract（摘要）、索引词（Index 
Terms）、分类（Categories）、Primary（主分类）、Additional（附加分类）、General Terms（通

用词）、Keywords（关键词）等几种选择；选择检索词之间的逻辑关系（AND、OR、NOT），
对检索条件进行限定。检索结果有两个限定，必需包含“摘要内容”、“全文资料”，点击选择。

另外还可以对来源类型进行限定，直接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即可。来源类型有所有类型（All 
Type），图书章节（Divisible Book），期刊（Periodical）（包括期刊（Journal）、杂志（Magazines）、
通讯（Newsletters）、附属机构出版物（Publications by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汇刊

（Transactions））、会议录（Proceedings）、图书（Whole Book）（包括bibliography（参考数目）、

Doctoral Thesis（博士论文）、Master Thesis（硕士论文）、Play Drama（脚本）、Technical Report
（技术报告）、Whole Book（所有图书）），默认All Type。然后点击“检索”即可。（图8.4所示）。 

期刊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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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高级检索界面 

 
4）二次检索 

     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二次检索同简单检索，在检索框中输入检索词，不同的

是可以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检索字段。（图 8.5 所示）。 

 
图 8.5  二次检索 

    5）检索历史 
系统会在检索历史页面中自动保存本次登陆中使用过的检索式。可点击直接进行再次检

索。也可对右侧选中的检索式进行以下操作：逻辑组配后再进行检索；保存检索条件到本地

硬盘或载入已有条件进行检索；移除或清空选中的检索记录。 
（3）检索技术 
1）布尔逻辑算符： 

   “AND”表示逻辑“与”、“OR”表示逻辑“或”、“NOT”表示逻辑“非”。 
2）位置算符： 

    NEAR/n：两词之间允许插入 n 个词，顺序不定。例如 internet NEAR/3 programming，internet
和 programming 之间允许插入 3 个词，顺序可以颠倒。 

 ADJ：两词相邻，按输入顺序排列。例如 internet ADJ programming。ADJ 可以省略。 
W/n，两词之间允许插入 n 个词，按输入顺序排列。例如 internet W/3 programming，两词

之间允许插入 3 个词，按输入顺序排列。 
3）通配字符： 
?：例如输入 int??net，可检索出 internet, intranet... 

    *：例如输入 inter*，可检索出 inter, internet, international... 

二次检索 

选择所需要的字段 

逻辑算符：可多

次组合 

检索结果必含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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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输入 program+，可检索出 program, programmed, programming, programmer... 
    #：例如输入 program#，可检索出 program, 但不能检索 programmed, programming, 
programmer...，#可以省略。 

4）检索字段： 
   字段限制： 

: field，例如 smith:author，表示 smith 限制在作者字段。 
/F:，例如 kirk douglas/F:text, author, title，表示 kirk douglas 出现在全文、作者、题名字段

中。 
field＝，数字匹配运算符，表示该字段和数字完全匹配，数字不能是负数。例如 year=1982，

表示“year”这个字段是 1982。 
检索字段： 
AUTHOR（作者字段）、TITLENAME（题名字段，包括副题名）、ABSTRACT（摘要字

段）、FULLTEXT_INDEX（引文链接字段）、SOURCE（期刊、会议或图书名称字段）、ISBN_ISSN
（ISBN 或 ISSN 号字段）、PUBLISHERS（出版者字段）、INDEX_TERMS（类别、通用词汇、

关键词字段）、CATEGORIES（分类字段，包括主分类和附加分类）、PRIMARY（主分类字段）、

ADDITIONAL（附加分类字段）、GENERAL_TERMS（通用词汇字段）、KEYWORDS（关键

词字段）。 
（4）检索结果 
无论用哪个检索途径进行检索，都会出现同样的检索结果列表，每页显示 25 条记录。该

列表对检出文献进行编号，并给出文献的篇名、作者、来源，右边有“包含摘要”和“包含

全文”图标。点击出现更为详细的信息，包括全文链接。 
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标记，可以点击选择，也可以通过左边“标记项目”后边的“全部

选取”，全部标记。标记的记录会永久存在“标记清单”中，打开标记清单，对标记的检索结

果可以“寄送查询结果”、“储存记录”、“打印”。 （图 8.6 所示）。 

 
图 8.6  检索结果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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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CS（美国化学学会）数据库 

（http://pubs.acs.org/action/showPublications?display=journals） 

 

（1）出版期刊概况 

美国化学学会 ACS（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成立于 1876 年，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科技协会之一，其会员数超过 16.3 万。ACS 的期刊被 ISI 的 Journal Citation Report（JCR）
评为化学领域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化学期刊。 

ACS 出版38 种期刊，内容涵盖24个学科领域：药物化学、有机化学、科学训练、普通化

学、环境化学、材料学、燃料与能源、植物学、毒物学、食品科学、药理与制药学、物理化

学、环境工程学、工程化学、微生物应用生物科技、应用化学、分子生物化学、分析化学、

聚合物、无机与原子能化学、资料系统电脑化学、学科应用、农业学。 

（2）数据库检索 

ACS 的电子期刊有浏览和检索两种功能，检索包括简单检索和高级检索。 
1）浏览 
从 ACS 出版物的主页面，点击左边的或者上方的 ACS Journals A-Z 标签，就能看到 ACS

的所有的期刊和杂志的名称。（图 9.1 所示）。 

 
图 9.1  数据库浏览 

 
所有期刊按字母顺序排列，用户可以按刊名逐卷逐期地直接阅读自己要看的期刊。另外

还可以浏览每种期刊的“Just Accepted”、“Article ASAP”、“Current Issue”、“Most Read”。“Just 
Accepted”指的是同行评审后同意接收的文章，这些文章在编辑人员进行编辑、格式化和作者

校对前先在线阅读。“Article ASAP”指的是正式出版前已经编辑校对过的文章。“Current Issue”
指的是最新一期的文章。“Most Read”是阅读最多的文章，按月更新，提供每月和每 12 个月

阅读最多的文章。（图 9.2）。 

数据库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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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期刊浏览界面 

 
按刊名浏览的同时，允许按单刊检索。 
2）简单检索（Simple Search） 
即只进行单一字段的检索。 
①可检索字段：任何字段（Anywhere，包括正文、文摘、篇名和作者姓名）、篇名（Title）、

作者（Author）、文摘（Abstract）。 
②字检索与词检索：默认的是字检索（word）；如果要检索一个词（phrase），就必须使用

引号。例如，键入“polymer chemistry”，检索结果只包含这个词，如果健入的是 polymer 
chemistry，没有引号，检中的结果则将 polymer 和 chemistry 处理为独立的两个字，字与字之

间为 AND 的关系。 

 
图 9.3  简单检索 

 

3）引文（Citation）检索 

如果知道原文的引用信息，可以使用引用检索功能来快速找到该篇原文。使用引用检索

功能有两种方式：①如果知道原文的期刊名、卷号和开始页。使用下拉菜单选择期刊名称，

然后将原文的卷号和开始页输入到相对应的栏目内。点击“Go”按钮。②如果知道原文的数

字目标标识符(DOI)。将 DOI 号码输入到对应栏目内，然后点击“Go”按钮。即出现该篇文

章或者页码及该页所在文章的篇名，作者、出处等信息。另外，还有下载引文（Download 
Citation）等个性化服务链接，点击“Download Citation”，出现引文下载界面，引文格式有两

种选择，“RIS”和“BibTeX”。“RIS”格式可以用 EndNote，ProCite，RefWorks 及其他参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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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管理软件导出； “BibTeX”格式可用 JabRef，BibDesk 及其他 BibTeX 格式专用软件导出。

在显示界面还有 SciFinder 链接，可以通过作者等信息进行检索。（图 9.4 所示）。 

 
图 9.4  引文检索 

 
4）DOI 号检索 
可输入 DOI 号码，检索某篇文章或图书章节。系统自动给出 DOI 号码“/”前的号码，只

输入“/”后面的号码即可。 

 
图 9.5  DOI 号检索 

 
5）主题检索（Subject Search） 
ACS 共有 5 大主题：Applied（应用化学）、Biochemistry（生物化学）、Macromolecular（大

分子）、Organic（有机化学）、Physical,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物理化学、无机化学、分析

化学），每个大主题又分成若干小主题，先选择小主题，然后对该主题进行检索。（图 9.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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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   主题检索 
 
6）高级检索（Advanced Search）   
提供了 5 个检索字段：任何字段（Anywhere in Content/Website）、题名（Title）、作者

（Author）、摘要（Abstract）、图表（Figure/Table Captions），这 5 个检索字段是“AND”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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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检索限定包括两方面：可以选择限定期刊，也可以选择限定主题，即如果只检索某一期

刊或某一主题的文献，在检索界面下方列出的期刊或主题目前打勾即可。另外还可以对检索

时间段进行限定等。  （图 9.7 所示）。 

 

 
图 9.7   高级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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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索技术 
布尔逻辑：可以用布尔逻辑算符 AND（+或者&），OR，和 NOT（-）来确定检索词之间

的关系。AND 可以省略，但作者检索例外。 
嵌套检索：允许使用括号将优先检索的词括起来，如输入 Chemistry AND (cement OR 

ceramic)，系统就会优先检索 cement OR ceramic，然后再将结果与 chemistry 匹配。 
截词检索：允许使用“*”和“？”作为截词符。“*”代替一个字母，而“？”代替零个

或多个字母。注意：截词符不能用字词首，也不能用在精确检索，即双引号内。 
精确检索：如果要检索一个词（phrase），就必须使用引号“”，表示几个检索词不拆分。 
词根检索：系统支持词根检索。 
大小写：不区分。 
检索史（Search History）：只要输入过一次检索词，就可以随时查看检索历史，包括检索

词和检索结果数量。但这项功能仅限于个人用户。 
（4）检索结果 
①检索结果列表。检索后，首先显示的是检索结果的数量和目录页，包括篇名、作者、

刊名、卷期、日期、页数、DOI 号、图形等信息，另外还有摘要、全文链接。 
②标记记录。在每篇文章篇名的前面允许打勾选择记录。 
③检索结果排序方式有 5 种选择：相关度（Relevance）、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文

献类型（Manuscript Type）、出版物名称（Publication Title）、第一作者姓氏（First Author’s Last 
Name），默认排序是按相关度。每页显示条数有 20 条、50 条、100 条 3 种选择，默认每页显

示条数 20 条。（图 9.8 所示）。 

 
图 9.8  检索结果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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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性化服务 

ACS 数据库提供了最新文章索引、引用链接、增强的图形功能等服务，浏览和下载全文

可选择HTML、Hi-Res PDF 和PDF w/Link 格式。 
1）注册 
通过点击ACS 期刊主页上Register 按钮，即可开始注册个人账户。填写必要的个人信息

后，既可获得Email Alerts（通过电子邮件接收期刊的最新目录信息、最新在线出版文章信息

以及特定文章被引用的信息）、Saved Searches（在检索结果页面中可将本次使用的检索式保

存下来以便重新使用）、Favorite Articles（可在文摘页或HTML 全文页中将文章添加到个人

收藏夹中）、Recommended Articles（系统会根据用户的阅读历史自动推荐相关文章）等服务。 

2）链接功能 
ACS 数据库检索出的结果均提供预先处理好的相应文献出版商网站的文献全文链接，从

而在网页上获得全文。无论用户是否订购期刊，该链接均会显示，但是否能够访问全文则取

决于用户是否有全文访问权，有或没有全文访问权的用户都可以免费阅读文献摘要。 

    ACS每天记录的详细显示介面都有SciFinder检索链接。 
3）提前阅读在线文章 
除具有一般的检索、浏览等功能外，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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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于纸本出版的文章，在作者授权后的24 h～48 h即出现

在ACS 网络期刊中；Most Read：该刊近1个月内和12个月内被阅读次数最多的20篇文章；Most 
Cited：该刊近1个月内被下载次数最多的20篇文章。 

4）附加免费服务 

①定题通告。根据用户定制的检索式或关键词,把最新的课题相关文献发送到用户邮

箱。它类似于传统的定题服务,便于用户跟踪学科前沿动态。 

②目次通告。定期把选定期刊的最新目次发送到用户邮箱,使用户方便地了解期刊最新

内容。 

③引文通告。当数据库中有新文献引用了用户指定的文献时,发邮件通知用户。 

④数据库信息通告。定期发送有关数据库本身的最新消息,如新增功能、数据更新等。

此项服务一般由用户自由选择。 

5）ACS 的图形功能 
ACS 数据库具有动画造型、立体的彩色分子模型和可操控的化学结构式，即使是复杂、

难以表达和理解的化学变化过程和化学结构等，也可通过ACS 的图形功能，使其转化为含3D 
彩色分子结构图、动画、图表等图形。 

6）定制RSS服务 

点击Search Result 标题右侧按钮，用户即可订制RSS Feed服务，将RSS Feed 的链接地址

复制粘贴到RSS 阅读器中，及时获取最新文章信息；如果用户保存过检索式，也可以在个人

账户页面中找到这些检索式的RSS Feed 链接地址，在保存的检索式旁边点击RSS 图标即可运

行。修改检索式时，请在输入新的检索条件前点击Advanced Search 链接。 
RSS 是需要借助Blog 阅读器如FeedDemon 实现时时更新通知。读者通过这个阅读器，

将感兴趣的期刊的RSS feed 加入阅读器进行定制。当下次打开阅读器的时候，阅读器会自动

搜索自上次使用后出现的新文章，提醒读者阅读。定制功能保证了数据库产品能根据用户的

喜好和需要来提供信息, 但它的实现是基于用户访问数据库的前提下。只有借助于推送服务，

才能彻底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 从而节约用户获取信息的时间成本（因为它不需要用户访问

数据库产品就可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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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RSC（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电子期刊及数据库 

（http://pubs.rsc.org/）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简称RSC）成立于1841年，是一个由约

4.5万名化学研究人员、教师、工业家组成的专业学术团体，出版的期刊及数据库一向是化学

领域的核心期刊和权威性的数据库。RSC期刊大部分被SCI收录，并且是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化

学期刊。RSC电子期刊与资料库主要以化学为核心，其相关主题包括：分析化学（Analytical 
Chemistry）、物理化学（Physical Chemistry）、无机化学（Inorganic Chemistry）、有机化学

（Organic Chemistry）、生物化学（Biochemistry）、高分子化学（Polymer Chemistry）、材料

科学（Materials Science）、应用化学（Applied Chemistry）、化学工程（Chemical Engineering）
和药物化学（Medicinal Chemistry）。 

国内已经有几十所高校参加CALIS 全国文理文献信息中心组织的RSC联合订购，可访问

25种电子期刊和8种数据库。目前，1997年至今出版的刊物，可直接访问CALIS 开发的中文界

面检索系统，但是，如需访问1997年以前出版的刊物或者8种数据库，则需通过国际网访问RSC
主网站（http://pubs.rsc.org/）。 

（1）RSC出版物网站简介 

RSC出版物网站主页上方有Journals、Books、Alerts、More、Help导航栏，后面是简单检

索入口。点击“Journals”有Current（目前还在出版的期刊）、Archives（已经停刊的期刊）、

All（所有期刊）3种选择。点击“Books”有New Titles（新书）、All（所有图书）2种选择。

分别点击，即进入该类型出版物的检索介面。点击“Alerts”下方有Subscribe和RSS Feed两个

链接，需要用户注册，享受个性化服务。点击“More”，出现5个链接，其中用户常用的是A&I 
Databases（数据库）和ChemSpider。数据库主要包括：Analytical Abstracts（分析文摘）、Catalysts 
& Catalysed Reactions（催化剂及催化反应）、Chemical Hazards in Industry（工业危险化学品）、

ChemSpider（免费收据库，提供化学结构检索）、ChemSpider Synthetic Pages（免费数据库，

主要提供合成方法）、Chromatography Abstracts（色谱文摘）、Laboratory Hazards Bulletin（实

验室危险品通报）、Methods in Organic Synthesis（有机合成方法）、Mass Spectrometry Bulletin
（质谱通报）、Natural Product Updates（天然品快报）等。 

（2）RSC 出版物检索（以期刊检索为例） 
使用 RSC 期刊有浏览和检索两种功能，检索包括简单检索和高级检索。 
1）浏览 
浏览“Current”期刊。（图 10.1 所示）。点击“Journals”下方的“Current”，即出现该

类型期刊浏览介面。将所有期刊按字母顺序排列起来，用户可以按刊名逐卷逐期地直接阅读

自己要看的期刊。另外还可以浏览每种期刊的“Advance Articles”、“Issues”、“Themed Issues”、
“Most Read Articles”。“Advance Articles”指的是同行评审后同意接收在该期刊上要发表的文

章；“Issues”指的是最新一期的文章；“Themed Issues”指的是把该期刊所有文章按主题、出

版年分类；“Most Read Articles”是读者阅读最多的文章，即最近 30 天下载最多的文章。无论

是在哪一类型的文章，显示介面下，都可以用“BibTex”、“EndNote”、“MEDLINE”、“ProCite”、
“ReferenceManager”、“RefWorks”和“RIS”和“RIS”参考文献管理软件导出引文。 

按刊名浏览的同时，允许按出版年和页码检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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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数据库浏览 

 
2）简单检索（Simple Search） 
即只进行单一字段的检索。 
可检索字段：全文（Full Text）、题名（Title）、作者（Author）、DOI 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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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检索与词检索：默认的是字检索（word）；如果要检索一个词（phrase），就必须使用引

号。例如，键入“hypermedia database”，检索结果包含这个词。 

 
图 10.2  简单检索 

 
3）高级检索（Advanced Search） 
在高级检索介面下，首先可以限定检索内容范围，有 3 种选择：RSC 所有内容（All RSC 

Content）、期刊论文（Journal Articles）、图书章节（Book Chapters）。  
主要介绍期刊论文检索。选择期刊论文（Journal Articles），有 4 个检索字段：全文（Full 

Text）、作者（Author）、题名（Article Title）、DOI 号（Article DOI），这 4 个检索字段是“OR”
的关系。 

在“Full Text”字段，有“with all of the words”（包括以下全部字词）、“with the exact phrase”
（包含以下完整词组）、“with at least one of the words”（包含至少一个下列字词）、“without the 
words”（不包含以下字词）等检索选项。 

在“Author”字段，先输入作者的姓、然后输入名，还可以添加作者。作者之间是“OR”
的关系。 

在“DOI”字段，系统自动给出 DOI 号码“/”前的号码，只输入“/”后面的号码即可。 
另外还有 4 个检索限定。一是检索的内容是否包对参考文献进行检索，系统默认的是不

包含（Exclude Reference），也可以选择包含参考文献（Include Reference）。二是对文章类型进

行限定。有 4 种选择，通讯（Communication）、研究论文（Paper）、综述（Review）、其他（Other）。
三是对期刊（Journal Name(s)）进行限定。有两种选择，所有期刊（All Journals）、选择期刊

（Select Journals）。系统默认的是所有期刊。如果选择期刊（Select Journals），勾选之后会出

现所有期刊的列表，在需要检索的期刊前打勾即可，可多选。四是对出版时间进行限定。有

两种选择：所有时间（All Date）、选择时间（Select Date）。系统默认的是所有时间（All Date）。
如果选择时间“Select Date”，点击后又出现两种选择：最近一个（月、周、年）（Within the last
（Months，Weeks，Years））（点击选择）；输入时间段，从哪年哪月到哪年哪月。（图 10.3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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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  高级检索 

 
（3）检索技术 
选择“with all of the words”或“Article / Chapter Title”可以使用布尔逻辑算符 AND，OR

和 NOT（只能大写，AND 可以用“+”代替，NOT 可用“-”代替）。 
精确算符：“”。表示检索结果要与引号内的检索词完全匹配。即检中的文献包含引号内

的检索词，并且顺序、词的位置都不变。 
注意：该库以“+”代表“AND”， 这一点与一般的外文数据库不同。高级检索中，4 个

检索字段的检索框是“OR”的关系，这一点与一般的外文数据库也不同。 
（4）检索结果的显示 
①检索结果列表。检索后，首先显示的是检索结果的数量和目录页，包括篇名、作者、

刊名、卷期、日期、页数、DOI 号等信息，另外还有全文链接。 
②标记记录。在每篇文章篇名的前面允许打勾选择记录。 
③检索结果排序方式有 3 种选择：相关度（Relevance）、时间倒序（Latest）、时间顺序

（Oldest），默认排序是按相关度。每页显示条数有 10 条、25 条、50 条、100 条 4 种选择，默

认每页显示条数 25 条。 
检索结果显示介面有全文获取状态（Check Access），点击后在每篇文献的右上角都会出

现可获取（Access）、不可获取（No Access）两种全文是否可获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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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  检索结果显示界面 

 
（5）个性化服务 

通过点击 RSC 出版物主页上 Alerts 下方的“Subscribe”按钮，即可开始注册个人账户。

填写必要的个人信息后，既可获得 Email Alerts（通过电子邮件接收期刊的最新目录信息、简

讯等信息）、RSS Feed 等。 
（6）RSC 数据库检索 

点击各个数据库链接，进入数据库检索介面。数据库检索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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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ciFinder（化学文摘网络版） 

（https://origin-scifinder.cas.org/） 
 

（1） 概况 
CA网络版（SciFinder）在充分吸收原书本式CA精华的基础上，利用现代机检技术，进一

步提高了化学化工文献的可检性和速检性，更整合了Medline医学数据库、欧洲和美国等50几
家专利机构的全文专利资料，以及化学文摘1907年至今的所有内容。它涵盖的学科包括应用

化学、化学工程、普通化学、物理、生物学、生命科学、医学、聚合体学、材料学、地质学、

食品科学和农学等诸多领域。它可以通过网络直接查看《化学文摘》1907年以来的所有期刊

文献和专利摘要以及8000多万的化学物质记录和CAS注册号。 
SciFinder Web 版登录https://origin-scifinder.cas.org 访问数据库，但需要注册

SciFinder 账号后方可登录。 
该数据库具有多种先进的检索方式，可以链接到全文资料。利用 SciFinder Scholar 可检索

多个数据库，其中包括： 
①数目参考数据库（CAPLUS），始自 1907 年，每天更新 3000 条以上，内容基本上与 CA

印刷版一致。 
②化学物质数据库（CAS REGISTRY），始自 1957 年，收录 CAS 注册的化学物质 2000

万条。每天更新约 4000 条，每种化学物质有惟一对应的 CAS 登记号。 
③化学反应数据库（CASREACT），始自 1974 年，每周更新约 600~1300 条。 
④商业化学物质数据库（CHEMCATS），信息来自于 900 多家供应商的 1000 多种目录，

有新的即更新。 
⑤化合物目录数据库（CHMLIST），数据库中列出 22.7 万种化合物的详细清单，来自 13

个国家和国际性组织，每周更新 50 多条记录。 
⑥医学数据库（MDELINE，全称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数据库，始自 1949 年，

来自 3900 多种期刊，每周更新 5 次。 
（2）数据库检索 
SciFinder 提供文献检索( Explore References) 、物质检索( Explore Substances)和反应检索

( Explore Reactions) 3 种途径，登录后默认途径为文献检索。 
1）文献检索( Explore References) 
检索的结果主要包括期刊、专利、会议录、图书、学位论文、技术报告等文献类型。 
文献检索( Explore References)可从以下 7 种途径进行检索，页面默认为研究主题检索。 
①研究主题检索。单击左上方研究主题（Research Topic）按钮，进入检索界面，首先在

输入框中输入需要检索的主题，输入的内容应当为一个词或词组，如：“Hydrocarbon-water 
emulsions as fuels”然后对检索条件进行限定，系统提供了几种限制条件，用户可以根据检索

要求对检索条件进行相应的限定。检索限定有出版年（Publication Year(s)）、文献类型（Document 
Type(s)）、语种（Language(s)）、作者（Author Name）、公司名称（Company Name）5 种选择。

然后，点击“Search”按钮进行检索。对检索结果不满意时，还可以进行二次检索。（图 1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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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文献检索——研究主题检索 

 注意： 
最多输入 5 个术语，三个左右最好；术语之间最好用英文的介词如 of，with，beyond，in，

on，as 等链接，介词没有实际含义，只起到间隔作用；如果术语多于一个单词时（如 anabolic 
steroids），SciFinder 除按照这些词为专用词来进行检索，也按照这些词分散在同一句中进行检

索。 
②著者姓名检索。单击著者姓名（Author Name）按钮，即进入作者姓名检索界面，系统

提供 3 个输入框： 
☆姓（Last Name）必须填写，如果不能确认则可选择下面的选项（Look for alternative 

spellings of the last name）；不区分大小写；对于复姓如 O Sullivan，Chace-Scott，Johnson Taylor
可直接输入；如果带有元音变音的，输入字母即可，或在后面接一个 e，会同时搜索名、姓以

及姓、名。 
☆名字或首字母（First Name）。 
☆中间名或首字母（Middle Name），对于不确认的名，可以输入首字母，也可以不输入

名。（图 11.2 所示）。 

 
图 11.2  文献检索——作者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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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公司名称检索。单击“Company Name”按钮，进入公司名称检索界面，在输入框中输

入公司名称，注意既可以输入全称也可以输入缩写形式，系统会自动识别。系统自动检索一

系列的有关词条，比如输入“company”和“Co”，“university”和“univ”得到同样的检索

结果。（图 11.3 所示）。 

 
图 11.3  文献检索——公司名称检索 

 
④文献标识符检索。文献标识符（Document Identifier）检索指的是对文摘号、专利号、

科学技术报告号等用来标识某篇文献的号码进行的检索。单击“Document Identifier”按钮，

进入文献标识符检索界面，在输入框中输入已知的文献标识符，有多个标识符时，分多行输

入。（图 11.4 所示）。 

 
图 11.4  文献检索——文献标识符检索 

 
⑤期刊检索。期刊（Journal）检索，指的是在期刊名称（Journal Name）、卷（Volume）、

期（Issue）、起始页（Starting Page），题名关键词（Title Word(s)），作者（Author Name）中检

索。这 3 个检索字段是 AND 的关系。其中有些选项必填。可以选择限制检索年限。 



 80 

 
图 11.5  文献检索——期刊检索 

 
⑥专利检索。在专利（Patent）检索界面，输入专利号（Patent Number）、受让人名称（Assignee 

Name）、发明人（Inventor ）输入检索词检索即可。这 3 个检索字段是 AND 的关系。其中有

些选项必填。可以选择限制检索年限。 

图 11.6  文献检索——专利检索 
 
⑦标签检索。标签（Tags），主要是用户自己对自己的检索结果进行标记和评论。标签检

索就是对自己做的标记和评论进行检索。 
2）物质检索( Explore Substances) 
在 SciFinder 中进行化学物质检索时，可以利用化学物质名称进行文献检索，但同一种化

学物质有多种命名，利用物质名称检索很容易漏检；最好直接进入物质检索入口检索，包括

化学结构（Chemical Structure）检索、Markush 检索、分子式（Molecular Formula）检索、性

质（Property）检索、物质标识符（Substance Identifier）检索 5 种检索方式。 
①化学结构检索。进入物质检索入口，选择化学结构（Chemical Structure）检索方式，初

次进行结构式检索时，会自动安装 Java 插件。点击结构式界面调用结构式绘图系统( Structure 
Editor)，可以直接画出结构式，也可以引自其他文件信息。在通过结构式进行检索时, 根据结

构式对化学物质可进行精确结构检索、亚结构检索及相似结构检索，并且可以从副作用( 包

括毒性)、分析研究、生物学研究、组合研究、晶体结构、形成( 非制备)、多样性、加工、

制备、特性、反应物、产品、试剂、光谱特性以及用途等方面进行限定。（图 1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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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  物质检索——化学结构检索 

 

②Markush检索。进入物质检索入口，选择Markush检索，Markush结构可以表示一系列

物质的结构通式；专利中以Markush结构表示可以扩大专利的保护范围，隐含真正有疗效的化

合物。Markush检索是结构检索的补充，可以检索结构检索检不到的专利，并可帮助做初步的

专利评估。（图11.8 所示）。 

 

图11.8  物质检索——Markush检索 

 

③分子式检索。进入物质检索入口, 选择分子式（Molecular Formula）检索方式, 在检索

框中输入分子式, 点击“Search”即可进行检索。注意分子式的书写有一定的要求:分子式输

入区分大小写；分子式书写遵循Hill法，单组分物质:不含C的物质，按字母顺序排序；含C的

物质，C第一位，H第二位，其他元素按字母顺序排序；若分子式中该元素只有1个，则用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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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或空格表示。多组分物质：每个组分按单组份物质排序，各组分间用“.”隔开，含C最多的

组分排最前面，多组分物质包括盐、水合物、混合物、 合金、金属配合物等。（图11.9 所示）。 

 

图11.9  物质检索——分子式检索 

 

④性质检索。进入物质检索入口, 选择性质（Property）检索方式，首先选择依据实验性

质检索还是依据预测性质检索物质，然后输入数值或者数值范围，点击“Search”即可。性

质检索可用于检索符合Lipinski规则的化合物，筛选出有更好的药代动力学性质，有更高的

生物利用度，可能成为口服药物的化合物；利用单一的物质信息帮助判断物质的化学结构（通

过查找特定分子量的化合物结构，帮助预测分离纯化得到的物质结构）。（图11.10 所示）。 

 

图11.10  物质检索——性质检索 

 

⑤物质标识符检索。进入物质检索入口, 选择物质标识符（Substance Identifier）检索方

式, 在检索框中输入物质名、化学物质登记号( CAS 登记号) 等, 有多个标识符时，分多行

输入，点击“Search”即可。（图11.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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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1  物质检索——物质标识符检索 

 

对于一种化学物质, 常见的表达方式有化学名、通用名、同义名、商品名、物质代码、

分子式、结构式等，CAS 给每个纯的化学物质赋予了惟一的登记号, 即化学物质登记号, 用

化学物质登记号检索精确度非常高, 可以避免同一种物质存在多种名称表达的现象, 所以化

学物质登记号是涉及物质检索时首先应想到的检索字段。在SciFinder中, 化学物质登记号可

以用物质标识符（Substance Identifier）检索方式, 根据化合物名称查找, 也可以通过物质检

索的化学结构式或分子式进行查找。 

3）反应检索( Explore Reactions) 
进入反应检索入口，在反应面板上画出全部或者部分反应信息，点击查看与此反应有关

的所有详细步骤。或者，点击获取参考文献（Get References），查看链接至这些反应的文献

参考资料列表，可以按照产出率、步骤数、出版年份或相似结构方面对研究的反应进行排序；

检索具有相似反应中心的反应；点击获取商业来源（Get Commercial Sources）获取可用商业

来源列表。 
系统提供了 6 种限制条件，溶剂列表（Solvents）、不参加反应的官能团（Non-participating 

Functional Group（s））、反应步数（Number of Steps）、反应类型（Classification（s））、来源

（Sources）、出版年（Publication Year（s）），用户可以根据检索要求对检索条件进行相应的限

定。（图 11.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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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2  反应检索 

（3）检索结果 
1）文献检索结果。检索结果有几个选项。“as entered” 表示完全匹配，“Concepts”表

示对主题词做了同义词的扩展，SciFinder 的智能检索系统会自动把关键词的名词的单复数、

英美文法上的差异、单词的动词、形容词、副词、名词形式都囊括进来，让检索结果更加全

面。“Closely associated with one another”表示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中，“were present anywhere 
in the reference”表示同时出现在一篇文献中。根据检索者自己的需求选择相关的选项。从检

索结果全面性和相关性考虑，应该选择有“concept”和“closely associated”的选项，点击“get 
reference”，出现检索结果列表，上方显示的是工具栏获取物质（Get Substances）、获取反应

（Get Reactions）、获取相关资料（Get Related）、工具（Tools）等。下方显示的是检索结果的

数量和目录页，包括篇名、作者、刊名、卷期、日期、页数、原文语种、数据库来源等信息，

另外还有全文链接、物质及被引用的文献链接。点击标题可以看到更详细的信息，包括摘要、

物质结构图、重要概念索引等信息。 
在每篇文章篇名的前面允许打勾选择记录。检索结果排序方式有 5 种选择：可以按照登

录号（Accession Number）、作者名（Author Name）、引文排序（Citing References）、出版年限

（Publication Year）、题名（Title）。每页显示 20 条记录。 
①检索结果的分类功能。在文献结果的右下角是 categorize 功能的图标，该功能也是文献

结果特有的一个后处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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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categorize，系统会把当前页面的文献结果（或者已选择的）分成几个学科类别罗列

在 Category heading 下面；点击某一个学科类型，系统会在 Category 下面罗列出该学科下属的

子学科；选择 Category 中感兴趣的子学科，Index terms 栏中会出现该子学科下属的索引词或

索引物质；选择某一个或某几个索引词（索引物质）后，点击右下方的 Refine 获取该索引词

（索引物质）所涉及的文献。（图 11.13 和图 11.14 所示）。 

 
图 11.13  文献检索结果显示界面 

 

 
图 11.14  文献检索结果分类 

注意： 
A. 该功能只能在文献数目小于 5000 时使用。 
B. 可多选位于不同子学科（category heading）的索引词（索引物质）。 
C. 该功能中的相关物质索引选项可以让检索结果达到其他功能做不到的精确。 
②检索结果的分析功能。文献结果页面的右侧是分析（Analyze）功能，共提供 12 个分析

选项。作者姓名（Author Name）、物质（CAS Registry Number）、学科名称（CA Section Title）、
公司/机构名称（Company-Organization）、所属数据库（database）、文献类型（Document Type）、
索引词（Index Term）、CA 概念标题（CA Concept Heading）、期刊名称（Journal Name）、出版

语言（Languages）、出版年（Publication Year）、附加词（Supplementary Terms）进行。默认的

是作者姓名的分析结果。选择要分析的选项，选项的下面会出现文献结果的分析结果； 点击

页面显示的某项分析结果，获取该项相关的文献；如果想查看完整的分析结果，点击下端的

show more；弹出完整的分析结果图。分析结果的排序默认为按照出现频率的高低来排布，也

可点击下拉选项选择按照字母顺序（Natural Order）  进行排列。用鼠标选择在一个或多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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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图 11.15 和 11.16 所示）。 

 
图 11.15  文献检索结果的分析 

 

图 11.16  文献检索结果的分析 
 
③通过分析功能进行二次检索。在获取全部的分析结果的页面上，勾选想要获取的相关

文献的选项。然后点击页面下方的 Apply。页面右端的分析结果用黄色柱状图显示刚才所点击

的选项中涉及文献在其他选项中所占的比例。当前页面并不是限制后的文献结果，需要继续

点击上方黄色条状中的 keep Analysis。才能获取通过分析功能进行二次检索的结果。（图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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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图 11.17  文献检索结果的二次检索 

 
 
④检索结果的限定功能（Refine）。限定（Refine）功能在文献结果页面的右端。有主题

词（Research Topic）、作者姓名（Author Name）、机构名称（Company Name）、出版年（Publication 
Year）、语言（Languages）、所属数据库（database）6 个限定途径。点击页面右端的 Refine, 从
分析页面切换到限定页面。默认的是通过关键词进行再限定；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限定途

径。选择好之后，输入限定条件，点击下方 Refine，获取得到限定后的结果。（图 11.18 和 11.19
所示）。 

 
图 11.18  文献检索结果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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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9  文献检索结果的限定 

 
注意： 
A. 由于限定功能中的各种途径囊括了输入关键词页面下方的限制条件，所以可以最开始

不进行限制，先获取一个最全面的结果，再利用分析或限定功能来进行二次检索。 
B. 限定功能中的选项和分析功能中的选项有部分重合。两者区别是分析功能先让使用者

看到蓝色柱状图之后再进行选择，而限定功能让使用者直接输入限制条件。 
C. 限定功能中“Research Topic”限定，允许在下方的空白框中再次输入关键词来进行限

制。在关键词的前面可加上 NOT，意味着获取不包括该关键词的文献。 
D. 通过再输入关键词来进行限定与最开始在关键词检索时输入关键词有差别。在 Refine

功能中输入某个关键词是不能够控制该词与其他检索词的相关位置，也就是说不能够直接获

取多个词出现在同一句话的文献（closely associated），只能够获取该词与其他词出现在题目、

摘要、索引中任意的地方（anywhere in the reference）。 
2）物质检索结果。首先显示物质信息，包括物质 CAS 登记号、结构式、分子式、化学

名，另外还有涉及的物质的参考文献、物质的反应信息、物质的商品信息、物质的官控信息、

物质的图谱、物质的实验性质等。继续点击出现更详细的信息，如以物质 CAS Role 分类的专

利及非专利文献、性质数据出处文献、参与的反应、合成方法等。 
检索结果排序方式有 4 种选择：化学物质登记号（CAS Registry Number）、涉及的文献条

数（Number of References）、分子量（Molecular Weight）、分子式（Molecular Formula）。每页

显示 15 条记录。 
①物质检索结果的分析功能。文献结果页面的右侧是分析（Analyze）功能，共提供 3 个

分析选项。物质分析可以从是否有商业品来源（Commercial Availability）、物质的元素组成

（Elements）、是否有反应信息（Reaction Availability）、物质的角色（Substance Role）进行。 
②物质检索结果的限定功能。限定（Refine）功能在文献结果页面的右端。共有化学结构

式（Chemical Structure）、是否包含同位素（Isotope-Containing）、是否包含金属元素

（Metal-Containing）、是否有商业品来源信息（Commercial Availability）、是否有性质（Property 
Availability）、物性参数（Property Value）、是否有相关文献（Reference Availability）、原子取

代基（Atom Attachment）6 个限定条件。 
3）反应检索结果。首先显示反应式和步数及相似反应（Similar Reaction）链接。点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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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链接，可以查看每个物质具体信息；点击浏览（Overview），显示反应条件、反应步骤、反

应重点、出处文献摘要链接等信息，继续点击反应步数链接，出现每个中间体反应步骤及产

率；点击实验步骤（Experimental Procedure），直接获得包含实验过程的反应记录，包括操作

步骤、投料顺序、投料比、后处理方法、产物图谱信息描述等详细信息；点击相似反应检索

（Similar Reaction），依据和反应中心的相似程度，查询反应中心彼此相似的反应。有两种选

择，全部反应（All reaction）检索相似反应、在当前结果集中（Current answer set）检索相似

反应。选择相似反应的相似限制，Broad：仅反应中心相似；Medium：反应中心及附属原子和

健；Narrow：反应中心及扩展的原子和健。 

可以通过显示界面中 选项来选择显示反应检索的结果。 显

示所有反应记录； 即一篇文献只出现一条反应，除去部分重复的反应； 仅显示反应式；

显示反应式和 Overview（反应条件和反应步骤）。 

如果反应记录中反应是来自于同一篇文献的，可以通过改变反应记录显示方式进行合并。 
反应检索结果排序方式有 6 种选择：相关度（Relevance）、登录号（Accession Number）、

实验步骤（Experimental Procedure）、反应步数（Number of Steps）、产率（Product Yield）、出

版年（Publication Year）。每页显示 15 条记录。 
①反应检索结果的分析功能。检索结果显示界面右边有分析（Analyze）按钮，点击即进

入下一层菜单：反应分析可以作者姓名（Author Name）、催化剂（Catalyst）、机构名称

（Company-Organization）、文献类型（Document Type）、实验步骤（Experimental Procedure）、

期刊名称（Journal Name）、出版语言（Language）、反应步数（Number of Steps）、产率（Product 
Yield）、出版年（Publication Year）、溶剂（Solvent）进行。 

②反应检索结果的限定功能。限定（Refine）功能在文献结果页面的右端。共有化学结构

（Reaction Structure）、产率（Product Yield）、反应步数（Number of Steps）、反应类型（Reaction 
Classification）、排除的反应类型（Excluding Reaction Classification）、不参与反应的官能团

（Non-participating functional groups）6 个检索限定。 
（4）检索结果的保存、打印和输出 
1）保存（Save）。SciFinder 的保存功能不是把检索结果保存到个人电脑上，而是保存到

CAS 的服务器上，保存文献的上限是 20000 条。点击页面右上角的“Save”按钮。在弹出的

对话框中选择是页面中所有的文献还是选择的部分文献，在 title 下写下保存的名称。点击 OK。

如果需要查看已保存的结果，必须进入 SciFinder 数据库。点击页面右上角的“Save Answer 
Sets”，如果之前没有进行特别设置，已保存的结果集中显示的就是该账号下保存的所有文献

结果集。点击名称就可获取该名称所包含的所有文献；点击 Edit 可以编辑该结果的名称和描

述。点击 Link 可获取该名称包含所有文献的网址，该网址可保存可发送给其他有 SciFinder 帐
号的人查看。注意：打开的文献结果集可以进行后处理如分析、限定、系统分类等操作。组

合功能（Combine）可以允许使用者对多个已保存的文献结果集进行 AND，OR，NOT 等操作。

在“Save Answer Sets”中选择两个或者多个文件，点击上方的“Combine Answer Sets”，在弹

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所需要的组合类型。注意：Combine 进行布尔逻辑运算符 OR 操作；Intersect
进行布尔逻辑运算符 AND 操作；Exclude 进行布尔逻辑发 NOT 操作。 

2）打印结果（Print）。可以选择 ALL，也可选择 only selected 打印。在 Format 中根据个

人的需求选择打印每篇文献结果不同的部分。在 Title 中输入名称，点击 print 即可。 
注意： 
选择 Summary 格式，打印文献数目的上限是 500 篇。 
选择 Detail 格式，打印文献数目的上限是 100 篇。 
3）导出结果（Export）。如果需要将检索的结果保存到个人电脑中，需要使用 SciF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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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导出（Export）功能。在页面的右上角点击 Export；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导出所有的文献

结果集还是选择的部分文献。在 File Name 中输入英文名称，File Type 中有多种保存格式，常

用的为 akx、pdf、rtf 格式。选择之后点击 Export。 
注意：akx 为系统自带格式，如果需要打开已保存的 akx 文件，需要再次进入 SciFinder。

该格式保存上限数目为 20000；打开已保存的 rtf 格式，不需要安装任何软件，打开后是一个

类似 word 的文档。该格式和 pdf 格式如果选择 format 中的 summary，保存的上限是 500；选

择 format 中的 detail，保存的上限是 100 篇。 
4）通过导航条获取之前某步的检索结果。SciFinder 的检索结果有时候会比较长，如果使

用者想要获取之前某一步的检索结果，不需要不断的点击网页浏览器上的上一页工具，只需

要在 SciFinder 页面中的导航条选择想要退回的那一步就可以获取该步操作所有的文献。导航

条中还简要写明了该部的基本操作以及所包含文献的数目。 
5）回顾检索历史。点击主页面右上角的 history，可下载获取最近十次的检索历程。 
（5）个性化服务 
1）SciPlanner 
SciPlanner 是 SciFinder web 中推出的一项特色功能；是一个便捷的记录本，可以随时记录

SciFinder 检索过程中感兴趣的文献、物质、反应；可以辅助进行物质的逆合成分析，创建出

能共享的反应路线报告。 
2）Keep Me Posted 
即时通报（Keep Me Posted）是 SciFinder 的自动提醒服务，它针对所选择的主题或物质

将有关的新信息及时通知。CAS 数据库每天会对 12000-15000 个物质和超过 3000 篇文献资料

进行更新。确定主题后，按照作者、公司名称、物质结构等条件设定自动提醒的有效期和提

醒频率，即可接收与所选研究课题有关的自动更新信息；迅速获取最新的文献目录信息、摘

要及原始文献全文；获取引用与被应用文献；通过点击链接共享检索结果。 
定题服务（Keep Me Posted）在设置好之后，系统会自动每周检索数据库中有无符合已设

置检索条件的新文献出现。 
在文献结果页面的上端点击“Create Keep Me Posted”。设置好后，系统会在有效期内每

隔一周就会自动检索一次。注意：定题服务的功能系统可记住最初的检索式以及通过 Refine
功能设置的检索式，但分析 Analysis 和系统分类 Category 的二次检索获取的文献结果无法设

置定题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