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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取学术文献全文
数据库篇

主讲人：高雅



从第一台电脑诞生的那天起，我们就开始利用电
脑组织和管理我们的信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
信息量呈现爆炸式的增长

面对网络上你根本看不完的信息，想要找到自己感兴趣
的、同时内容质量有保证的资讯，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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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的类型



数据库类型

文献类型

划分斱式

收录范围



数据库类型

期刊 报纸 特种文献图书

电子图书数据库 学术期刊数据库 报纸数据库
会议论文数据库
学位论文数据库
丏利数据库
标准数据库
产品数据库

科技报告数据库等

——根据文献类型划分



数据库类型

文摘型数据库

全文型数据库

二次文献

一次文献

收录大量一次文献、三次文献
的书目信息，包括：篇名、作
者、文献出处、摘要、关键词
等文献特征信息。

1.标识规范、检索功能强大
2.能够反应某一时间段内某一

学科领域的发展，是学术评价
的重要工具

收录文献的原文，检索后即可
获得文献全文，方便快捷。

1.文献标引浅，检索途径少
2.分析功能较弱

——根据收录范围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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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文献全文的数据库

摘要、文献来源和文献引证
关系的数据库

文摘库与全文库的标示区别：



数据库类型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nglineering Village

SciFinder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CSSCI）

全国报刊索引库

文摘库



文献特征信息

斲引文献



文献特征信息

斲引文献



数据库类型

ScienceDerict

Springer

EBSCO

CNKI中国知网

读秀学术搜索

全文库



全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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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全文
数据库



• 禁止使用：360和搜狗浏览器

• 可使用：IE, Firefox和Chrome

使用数据库



常用数据库

什么是期刊？
定期或是不定期连续出版，有固定题名、开本、标有连续卷期号或是年月
顺序号的出版物

期刊的特点？
新颖性，如果要追踪课题的前沿进展，期刊是很好的选择

如何判断高质量的期刊？

期刊论文



拓展知识——核心期刊

期刊影响因子

核心期刊数据库

中文期刊
CSSCI数据库、北大核心、厦大核心

外文期刊
JCR期刊分区数据库、SCI、EI数据库

01

02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是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出品的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中的一项数据。影响因子现已成为国际上通用的期刊评价指标，而且也是度量期刊的学
术水平，乃至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



拓展知识——核心期刊

CSCD来源期刊：http://sciencechina.cn/scichina2/index.jsp

WoS-JCR收录期刊：https://jcr.incites.thomsonreuters.com/JCRJournalHomeAction.action 

中科院JCR期刊分区：http://www.fenqubiao.com/

用户名：XMU  密码：XMU

Engineering Village（Ei）收录期刊（定期更新）：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content%23databases

分享文件:2012-2017厦大发文数据[文件夹]

网盘链接:http://pan.xmu.edu.cn/web/share.html?hash=cqI0uX7So

密码：vezf 过期时间：2018-12-02

中外文核心期刊参考目录：



拓展知识——核心期刊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简称CSCD）
定量遴选、专家定性评估， 2017-2018年度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收录来源
期刊1229种，其中中国出版的英文期刊201种，中文期刊1028种。

CSCD来源期刊检索：

http://sciencechina.cn/scichina2/search_sou.jsp



拓展知识——核心期刊

Web of Science™是一个基于Web

而构建的动态的数字研究环境，通
过强大的检索技术和基于内容的连
接能力，将高质量的信息资源、独
特的信息分析工具和专业的信息管
理软件无缝地整合在一起，兼具知
识的检索、提取、分析、评价、管
理与发表等多项功能，从而加速科
学发现与创新的进程。
访问平台：

http://jcr.incites.thomsonreuters.com/

JCRJournalHomeAction.action

Web of Science来源期刊检索：



影响因子
输入期刊名

学科分类



EI期刊收录源下载位置

EI来源期刊检索：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content



拓展知识——核心期刊

http://www.fenqubiao.com/Default.aspx

中科院JCR期刊分区：

评价年度

学科

分区

功能和特点:

1.对自科版期刊引证报告(JCR)中全部期刊进行分区
2.提供大、小类两种学科分类体系的分区数据
3.提供分区数据检索、浏览、下载等功能



链接：http://rsc.xmu.edu.cn/2015/1130/c3258a60127/page.htm



拓展知识——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检索－CNKI：



期刊论文

Who

When

Wha
t

1.中国知网CNKI

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斱发起

自1915年至今出版的期刊，部分回溯至创刊

收录中外文文献，类型涵盖期刊杂志、博
士论文、硕士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工
具书、年鉴、丏利、标准等







包含：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和报纸我们订购了：
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硕博士论文库、年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

检索技巧：1.选择文献类型



检索技巧：2.确定检索斱式

检索技巧：3.确定检索词、构造检索式



• 检索词：世界大学排名 指标体系

• 检索式：世界大学排名 and 指标体系

例1：检索“世界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的相关文献



检索技巧：4.确定检索字段

检索技巧：5.调整检索结果



问：如何能让检索结果增多？ 1.通过扩展限定字段



问：如何能让检索结果增多？ 2.通过修改检索词的
精确度



问：如何能过滤掉多余的检索结果？

1.缩小限定字段的范围
2.修改检索词的精确度
3.去掉过于宽泛的检索词，如“意义”、“研

究”、“分析”等。
4.增加限定条件，如：限定学科范围、限定时间

范围、限定作者、限定发文单位、限定期刊类
别等。



时间限定

期刊限定

作者限定 发文单位限定



问：如何选择阅读顺序？

1.按照检索相关性排序
2.根据文章影响力—按照被引频次排序
3.按照发表时间排序
4.按照下载次数排序





期刊论文

Who

When

Wha
t

2.读秀学术搜索

北京世纪超星有限责任公司

1999年7月（超星数字图书馆）

收录了包含期刊论文、电子书、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等多种类型的文献







读秀-中文学术搜索



读秀-中文学术搜索



读秀-中文学术搜索



期刊论文

Who

When

Wha
t

3.ScienceDirect

爱思唯尔是全球最大的出版商，总部位于荷兰

1998年至今的文献全文

收录范围涵盖农业和生物科学、能源和动力、
人文科学、医学和生物化学、工程和技术等
多学科领域的2000余种高质量学术期刊



基本检索区 高级检索

分学科浏览



全文检索

期刊名或书名检索

作者检索

主题检索（标题、摘要和关键词）

对文献类型进行限定



检索式及检索条件

结果排序方式：按相关度／按日期

二次检索

全文链接



期刊论文

Who

When

Wha
t

4.Springer

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全球最大的科技图书出
版社、第二大科技期刊出版公司

1842年公司创立

我校能访问创刊至今的期刊全文（部分从
1997至今）、电子图书（2005至今）以及
Springer Protocols实验室指南数据库





精确短语检索

包含以下所有词

包含以下任意词

不包含以下词

标题检索

作者／编辑姓名检索

限定出版时间





SpringerLink—检索结果处理



期刊论文

Who

When

Wha
t

5.EBSCO 

1944年创立

EBSCO Industries 

提供期刊、文献订购及出版等服务，开发了
近100多个在线文献数据库。涉及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等多种学术领域



根据文献类型选择子数据库 选择数据库



精炼检索结果



学位论文

中文：CNKI、读秀学术搜索、厦门大学硕博士论文平台
外文：PQ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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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语言与
检索技术



检索技巧

多使用高级检索
灵活运用检索字段及逡辑运算符

精炼检索结果
缩小文献范围：限定学科、年
份、文献类型等，改变检索词

扩大检索范围
改变检索字段或者检索词

综述或评论文献优先阅读
斱便快速获得某一领域最重要的文献，
节省调研时间

关注引文分析网络
深入了解某一领域发展脉络

更改排序斱式
被引排序：找到高影响力文献
下载排序：找到热点文献

技巧



高级检索3

限定检索字段

限定逻辑运算符

更改排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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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全文的
斱法



01

02 03

文献全文获取途径

电子期刊导航

读秀百链

文献传递



通过期刊获取1 数据库太多？
全文资源都涵盖在电子期刊导航中！



例2: 文章标题：
RIP1 is an essential mediator of Toll-like receptor 3-
induced NF-kappa B activation







通过读秀百链获取2





通过馆际互借获取3



谢谢



扫码反馈讲座意见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