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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相关



全文文献标识



按字母排序

全文文献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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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文献全文的数据库
以 sciencedirect 、springer为
代表。

摘要、文献来源和文献引证关
系的数据库，以SCI(科学引文
索引 )、EI(工程索引 )、ISTP(

科技会议录索引 )为代表。

全文文献标识



回溯至
1999年

数据库回溯



2018/11/5

AIAA Journal

校外访问入口申请



校外访问入口申请



http://library.xmu.edu.cn/portal/ireader/index.html

IP要在教育网范围内

IP识别



期刊库+数据库



CNKI



CNKI



CNKI



C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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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全文库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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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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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

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集团隶属于汤森路
透集团 （Thomson Reuters），提供的信息

资源与服务包括学术期刊、学术会议录、发
明专利和技术标准等，提供的主要数据库包
括Web of Science（包括SCI、SSCI等）、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期刊引证报告）等
。

Web of Science



点击可以看全文

Web of Science



Web of Science



点击寻找具体数据库

Engineering Village（EI）



Engineering Village（EI）



http://www.engineeringvillage.com/

点击可以看全文

Engineering Village（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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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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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框

学科分类检索

个性化服务

研究领域检索 最新发表文章OA期刊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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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录同行评议
期刊2500多种，目前我校订购了1995年以来的ScienceDirect Online全学科库电子期刊。

ScienceDirect



ScienceDirect



Springer Verlag于1842年在德国柏林创立，目前是全球第一大科技图
书出版公司和第二大科技期刊出版公司，每年出版 5 ,000 余种科技图
书和1 ,700 余种科技期刊。
• Springer公司通过其SpringerLink系统为全球用户提供其学术期刊

及电子图书的在线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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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Springerlink提供10,000余
本在线电子书，之后每年增加3,000余本新著作。

• SpringerLink电子书 按学科分为13个在线图书馆，可作全面检索，
无并发用户的限制，与所有Springer提供的内容互相连结，包括在
线期刊及电子参考工具书。

SpringLink



检索框

限定检索条件 检索结果

SpringLink



SpringLink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全称是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是一

个国际性的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工程师的协会，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非营利性专业技术学会，
其会员人数超过40万人，遍布160多个国家。IEEE致力于电气、电子、计算机工程和与科学
有关的领域的开发和研究

IEEE



Annual Reviews http://www.annualreviews.org/

Annual Reviews出版社成立于1932年，专注于出版综述期刊，回顾

本学科最前沿的进展，为科学研究提供方向性指导。期刊内容涵盖
生物学、医学、自然科学、农学和社会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http://www.annualreviews.org/






化学与化工文献的基本情况（英文）



数学电子文献



• ACS

• PNAS

• SCI

• SCINCE

材料文献的基本情况（英文）

• RSC

• Wiley

• NATURE



物理与航空电子文献的基本情况（英文）

名称 收录学科范围

ACM美国计算机学会 计算机科学

AIAA美国航空航天学会 航空、航天、计算机等

AIP美国物理研究所 物理学等

ASME电子期刊 力学、物理学、工程与技术等

ASCE美国土木工程学会 土木工程等

AMS Journals 数学等
APS美国物理学会 物理学等

Ei CompendexWeb 工程技术

Global Science Press Journals 数学、物理、计算机等

IEL数据库 电子、计算机、工程、生物医学等

IOP英国皇家物理学会 物理学等

ICSD 物理、化学
OSA美国光学会数据库 物理学、光学等
Publications of the Astronomical Society of 

Japan
天文

MathSciNet 数学等
RSC 物理化学

SPIE国际光学工程学会数据库 物理学、光学等

SIAM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会全文期刊数据库 计算机、数学、工程等

Scitation Collections（美国小型学会期刊集）
数据库

工程、物理、地球科学等



期刊论文



期刊检索方式



2018/11/5



2018/11/5

篇名检索

年、卷、期检索



• CSCD来源期刊（中文）http://sciencechina.cn/cscd_sour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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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gineering Village（Ei）收录期刊（变化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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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厦大SCIE发文期刊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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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收录源均可按照学科进行分类查找

http://sciencechina.cn/cscd_source.jsp
https://jcr.incites.thomsonreuters.com/JCRJournalHomeAction.action
http://www.fenqubiao.com/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content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content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content


中文期刊检索-C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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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iencechina.cn/cscd_source.jsp

CSCD来源期刊

http://sciencechina.cn/cscd_source.jsp


WoS-JCR收录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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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ebofknowledge.com/?DestApp=WOS

http://www.webofknowledge.com/?DestApp=WOS


Journals in MATHEMATICS

影响因子IF

学科分类

SCIE收录期刊年份

期刊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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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ineering Village（EI）

访问平台：http://www.engineeringvillage.com/

EI期刊收录源下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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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enqubiao.com/

中科院JCR期刊分区

http://www.fenqubiao.com/


评价年度

学科

分区

中科院JCR期刊分区



分享文件:2012-2017SCI...刊信息.xlsx等[批量分享]网盘链接
:http://pan.xmu.edu.cn/s/hXPuIVSQQM 密码：nlb8 过期时间：
2018-12-15

2012-2017SCIE和SSCI期刊信息（中科院分区信息）

厦门大学发文期刊列表



2012-2017厦大发文期刊

Category Name：Engineering



Category Name：Computer Science

2012-2017厦大发文期刊



Category Name：Physics

2012-2017厦大发文期刊



Category Name：Mathematics

2012-2017厦大发文期刊



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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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数据库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数据库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数据库



国内学位论文



国内学位论文



国内学位论文



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PQDD博硕士论文数据库)

ProQuest博硕士论文数据库（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s，简称PQDD）是
世界著名学位论文数据库。

ProQuest公司是世界上最早及最大的博硕士论文收藏和供应商，收录有欧美
1,000余所大学文、理、工、农、医等领域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是学术研究
中十分重要的信息资源。我馆参加了中国大陆地区联合引进ProQuest博士论文全
文项目，我校校园网用户可以浏览、下载博士论文的PDF全文。

国外学位论文

访问平台：
http://pqdt.calis.edu.cn/ CALIS镜像
http://pqdt.bjzhongke.com.cn/ 中信所镜像
http://pqdt.lib.sjtu.edu.cn/ 上海交通大学镜
像

http://proquest.umi.com/pqdweb?RQT=306&DBId=G647
http://proquest.umi.com/pqdweb?RQT=306&DBId=G647
http://proquest.umi.com/pqdweb?RQT=306&DBId=G647
http://pqdt.calis.edu.cn/
http://pqdt.bjzhongke.com.cn/
http://pqdt.lib.sjtu.edu.cn/


国外学位论文



国外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



国内会议



1.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CPCI-S) （原名
ISTP）

收录了IEEE, SPIE, ACM等协会出版的会议录。

2. Papers First--会议论文数据库(OCLC)
该数据库包括在“大英图书馆资料提供中心”的会议录中所收集的自1993年

10月以来在世界各地的学术会议（代表大会、专题讨论会、博览会、座谈会以及
其它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可通过馆际互借获取全文。

3. SPIE Digital Library--国际光学工程学会期刊及会议录

4. AIAA 美国航空航天学会
AIAA数据库包括会议论文、期刊、早期过刊和电子书，期刊数据库包括7种

同行评审（peer-reviewed）期刊，全部被SCI收录，最早回溯至1963年。

英文工程类会议



• ICRA（国际机器人研究领域顶级会议）
• AAAI（美国人工智能协会）
• CVPR（IEEE国际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会议）
• IJCAI（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
• ACM Multimedia（ACM国际多媒体会议）

计算机类型会议



专利资源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1963-)--德温特专利索引数据库(Web of 

Science) 世界上国际专利信息收录最全面的数据库之一。数据库收录起始于

1963年,可以总揽全球化学、工程及电子方面的专利概况。

 专利信息服务平台 http://search.cnipr.com/

 Soopat 专利搜索引擎

 US patent fulltext and image database--美国专利商标局

(uspto) https://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search-patents

 esp@cenet-欧洲专利局 https://worldwide.espacenet.com/?locale=en_EP

 日本专利—特許実用新案公報DB

可以免费检索日本专利，并可看到部分日本专利说明书全文

 谷歌专利 https://patents.google.com/

专利资源

http://search.cnipr.com/
https://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search-patents
https://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search-patents
https://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search-patents
https://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search-patents
https://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search-patents
https://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search-patents
https://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search-patents
https://worldwide.espacenet.com/?locale=en_EP
https://patents.google.com/


http://search.cnipr.com/

专利信息服务平台

http://search.cnipr.com/


专利信息服务平台



http://www.soopat.com/

SOOPAT



中国专利事务查询http://epub.sipo.gov.cn/flzt.jsp

http://epub.sipo.gov.cn/flzt.jsp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国家版权登记门户网 http://www.ccopyright.com.cn/

软件著作权检索

http://www.ccopyright.com.cn/


https://patents.google.com/

谷歌专利

https://patents.google.com/




https://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search-patents

美国专利局检索库

https://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search-patents
https://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search-patents
https://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search-patents
https://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search-patents
https://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search-patents
https://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search-patents
https://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search-patents


https://worldwide.espacenet.com/?locale=en_EP

欧洲专利局检索库

https://worldwide.espacenet.com/?locale=en_EP


资源整合平台





Discovery：EBSCO学术资源一站式检索平台



检索无结果
题目Why are We “Re-

Calibrating” Our Investment 

Treaties?

Discovery：EBSCO学术资源一站式检索平台



检索无结果

超星：中文发现



http://xueshu.baidu.com/

百度学术求助



百度学术求助



求助成功



题目：A公司供应链管理研究

检索到了

超星：中文发现



文献信息自动显
示出来

填写邮箱就可

超星：中文发现



馆际互借



2018/11/5

1.注册馆际互借账号
http://ill.fj.calis.edu.cn/gateway/

2.登录邮箱确认账号申请
3.提交文献传递请求

http://ill.fj.calis.edu.cn/gatew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