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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预告——微信公众号“i学堂XMU”1



课件下载2

• 提示：

• 1.请先连接校外访问VPN

• 2.校外用户可通过图书馆
主页获取

• （主页-文档-讲座课件）

https://lecture.xmu.edu.cn

https://lecture.xmu.edu.cn/


视频回放3

• 哔哩哔哩网站（https://www.bilibili.com）搜索“厦大图书馆”，
有惊喜哦！

https://www.bilibili.com/


如何获取学术期刊全文
数据库篇

主讲人：高雅



网络上的电子资源众多，
怎么找到我需要的？

数据库有哪些资源？

哪些期刊是我专业领
域的核心期刊？

我的专业相关的
数据库有哪些？

如何检索到我的研究
领域相关的文献？

为什么我检索的文
章只能看到摘要，
不能获取全文？



鱼

水域

鱼竿

鱼饵

文献类型、学科领域、文献质
量、特点（语种、年龄、出版
时间、作者、机构等）

数据库、检索平台、搜索引擎

检索途径与检索工具

关键词与检索式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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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类型



文献类型

期刊 报纸 特种文献图书

电子图书
纸本图书

纸本期刊
电子期刊
订阅期刊
OA期刊
学术期刊
休闲期刊

电子报刊
纸质报纸

会议论文
学位论文

专利
标准
产品

科技报告



是一种经过同行评审的期刊，学术期刊展示了特定研究领域的最新研
究成果，内容主要以原创研究、综述文章、书评等形式的文章为主。

学术期刊是研究人员进行正式及公开交流的重要媒介，对学术交流、
学术创新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电子期刊是学术期刊的一种形式，以互联网为媒介进行传播的期刊。

学术期刊



核心期刊数据库

如何判断高质量的期刊？



判断核心期刊

期刊影响因子

核心期刊数据库

国内期刊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
南大核心（CSSCI）、北大核心、厦大核心

国外期刊
SCI、EI、CPCI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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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是科睿唯安（原汤森路透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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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影响因子，还有其他的期刊评价指标，如期刊分区、引用分布曲
线、citescore等。



1.WOS核心合集：

Web of Science平台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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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主要数据库包括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Journal Citation Reports、Current 
Contents, BIOSIS Previews、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Thomson 
Reuters Pharma等。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包含8个引文索引和2个化学数据库。其中期刊文章
索引3个：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XPANDED)、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A&HCI)；会议引文索引2个：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Science (CPCI-S)、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CPCI-SSH)；图书索引2个：Book Citation Index–
Science (BKCI-S)、Book Citation Index–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BKCI-SSH)，核心合集另包含：新型引文索引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ESCI)。

https://library.xmu.edu.cn/fw/cgzm1/WOSlyqk.htm

https://library.xmu.edu.cn/fw/cgzm1/WOSlyqk.htm




学科类别

核心系列



2.期刊影响因子：





3.期刊分区情况检索：

JCR期刊分区表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世界科学前沿分析中心的研究成
果（以下简称“中科院JCR分区表”）。由于不同学科之间影响因子的数值
差异很大，分区表为不同学科之间的期刊横向对比提供了参考依据。

原版的中科院JCR分区表的收录期刊，大多是SCI收录刊，共设置13个学科。
升级版的JCR分区，把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纳入评估体系，共设置了
18个学科。原版的分区以影响因子作为分区依据，升级版采用“期刊超越
指数”代替影响因子，作为分区依据。“期刊超越指数”构建了论文层级的
主题体系，然后分别计算每篇论文在所属主题的影响力，最后汇总各期刊每
篇论文分值，得到“期刊超越指数”。





原版本JCR分区



升级版JCR分区



4.EI来源期刊：

EI Compendex（美国工程索引EI）是全世界最早的

工程文摘来源，收录年代自1969年起，涵盖175种

专业工程学科，文献类型包括：期刊论文、专利、

书籍、会议论文、标准等。





EI期刊收录源下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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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国内核心期刊：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简称CSCD）
创建于1989年，收录我国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农
林科学、医药卫生、工程技术、环境科学和管理科学等领域出版的中英文
科技核心期刊和优秀期刊千余种。



http://sfx-86ali.hosted.exlibrisgroup.com/index.html

一站式中外文核心期刊查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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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与
检索平台



数据库与
检索平台

馆藏资源

馆外资源

电子资源
（全文）

纸质资源 馆藏书刊检索

全文数据库

电子书刊导航

图书馆发现系统

学术搜索引擎

OA资源

文献传递

学科门户

社交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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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录大量二次文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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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规范、检索功能强大，
是我们检索课题的重要渠道；

2.具有分析功能，能够帮助分
析课题的研究现状和进展情况，
梳理课题的研究发展脉络，是
非常重要的分析工具。

收录文献的原文，检索到的文
章都含有全文链接，方便快捷。

1.数据库众多

2.文献标引浅，检索途径少

3.分析功能较弱



2022-11-7

一次文献数据库

二次文献数据库

文摘库与全文库的标示区别：



常用全文数据库

ScienceDerict

Springer

IEEE

CNKI中国知网

读秀学术搜索 全文库

超星发现



• 禁止使用：360和搜狗浏览器

• 可使用：IE, Firefox和Chrome

使用数据库



中国知网CNKI

• 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 以学术、技术、政策指导、高等科普及教育类期刊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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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录10903种期刊，共计文章60,680,534篇。中外文文献。

• 收录年限：自1915年至今出版的期刊，部分期刊回溯至创刊。

• 提供期刊影响因子数据





默认文献检索，是跨库搜索，搜索资源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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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辑刊

1.选择文献类型
和学科范围：





2.切换检索字段：



3.高级检索入口



4.选用连接符



CNKI其他功能



读秀学术搜索





超星期刊





其他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微谱数据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有机化合物核磁共振碳谱数据库，收录有机化合物达约
92余万个，其中天然产物约40万个，数据库每周更新。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国内外公
开发表的重要学术期刊杂志论文原文，为数据的准确性提供了重要保障。该库以研
究人员所测化合物的碳谱值为索引，在库中搜索、比对，寻找出与之相同或者相似
的已经报道化合物，进而快速确定化合物结构的类型和构型，也为新化合物或新骨
架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同时，还设计了科学合理的碳谱模拟图，便于直观的精细对
比。数据输出结果还包含源引的文献，作者等相关信息，便于对原数据进行核查。



药智网为国内领先的医药大数据服务平台。以大数据为核心提供医药价值链全方位的技术
信息服务，形成较为全面的医药信息资源，包括提供：药典目录、国内外地区药品目录、
药品标准、用药说明、药化合成和中药方面内容，同时具有一站式检索功能，能够全面、
快捷地检索国内外药学信息，是医药从业人员常用工具之一。



中华医学会期刊全文数据库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够获取中华医学会期刊的平台。中华医学会系
列杂志是国内外医药卫生界权威性最强的医学期刊系列，中华医学期刊全文数据库界面简洁
，使用方便，支持用户一站式检索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全部电子资源，数据库共收录中华
医学会出版的中文医学核心期刊189种，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项目期刊17本。



外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综合类数据库：Science Direct

专业类数据库：理科、医科、工科



基本检索区 高级检索

分学科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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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tham Science



JoVE实验视频期刊数据库





ACS美国化学会





Primal Pictures 3D人体解剖模型库



3D地图集

解剖与生理学

功能解剖

影像学

临床专科

治疗

其他产品

测验或活动



ASME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



基于IEEE Xplore平台的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简称IEL）是IEEE旗下最完整、最有价值的在线
数字资源，内容覆盖了电气电子、航空航天、计算机、通信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机器人自动化、半
导体、纳米技术、电力等各种技术领域。IEEE Xplore平台根据出版物类型将其产品分为五大类：电
子书（Books & eBooks）、会议录（Conference Publications）、电子学习课件（Courses）、期
刊与杂志（Journals & Magazines）和 IEEE标准（Standards）



关键词：Blockchains



DOI：10.1109/ACCESS.2016.2566339
"Authors":Konstantinos Christidis AND 

"Abstract":Blockchain



AIAA（American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于1963年由美国火箭学会和美国宇航科学学会合并
而成，是全球最大的致力于航空、航天、国防领域的科学和技术进步和发展的专业性的非政府、非营利的学会。
AIAA被公认为早期航空航天文献的重要资源之一，拥有最早可回溯至20世纪初的文献，是了解航空航天历史变革
、科研成果和未来发展的重要信息来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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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M Digital Library收录了美国计算机协会(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出版的各种电子期刊
、会议录、快报等文献。ACM有38个ACM SIG（特别兴趣组），侧重不同的领域，比如人工智能、应用计
算机学、人机互动、设计自动化等。



各学科常用外文期刊数据库

医学数据库基本情况：



工科及化学类数据库基本情况：



Any Questions?



1、从期刊标题入手，利用电子导航系统，查找某本期刊全文

2、从单篇论文入手，使用图书馆发现系统，定位单篇文献全文

3、从学科范围入手，利用二次文献数据库及搜索引擎，

进行学科文献调研，根据其提供的链接，下载本馆全文资源

数据库太多怎么办？



电子书刊导航系统





图书馆发现系统



https://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authtype=ip,gue

st&custid=s1215021&groupid=main&profile=eds

http://resolver.ebscohost.com/openurl/revise





PubMed：https://pubmed.ncbi.nlm.nih.gov/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



谷歌学术：https://gg.xueshu5.com/

谷歌学术：https://ac.scmor.com/



3

检索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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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案例



三个场景：

1.搜索引擎查找

2.二次文献数据库查找

3.全文数据库查找



VPN登陆



搜索引擎：

百度学术：https://xueshu.baidu.com/

PubMed：https://pubmed.ncbi.nlm.nih.gov/

谷歌学术：https://gg.xueshu5.com/

谷歌学术：https://ac.scmor.com/



查看文献的来源数据库

链接至馆藏电子资源获取全文



3.搜索引擎查找



我要如何查找我的课题呢？

 -- 多数据库集成
-- 学科覆盖面广，数据量大、收集年限长
--检索结果分析功能强大
--基于全文获取的链接服务、基于网络资源的整合

利用二次文献数据库来检索课题
Web of Science、EI、Scifinder…



利用二次文献数据库1

利用Web of Science搜索：





快速获取高价值文献方法：

1.看综述文献（Review），
为你提供：国际上该研究领域的有关研究现状、水平和发展趋势；
揭示理论渊源及演进过程；本课题有什么人在研究、达到什么水平、存在什么不足以及
正在向什么方向发展

2.高被引文献&热点论文









有些文献我只能看到摘要，下载不了全文，怎么办？

1.利用书刊导航检索系统

2.利用读秀百链

3.使用馆际互借服务



新版电子书刊导航系统整合了图书馆订购的各类电子期刊、
电子图书以及大量免费/开放获取的学术电子资源，实现电子
书刊一站式检索和全文获取。



电子书刊导航

请输入期刊名（书名）或者期刊ISSN（ISBN）





如果你想查询某一篇文章，可以使用

单篇论文解析程序
http://resolver.ebscohost.com/openurl/revise?site=ftf-live

输入文章的书目信息



Discovery发现系统

实现我馆的纸本、电子馆藏资源一站式检索



提示需要付费购买文章！



2.使用电子书刊导航

提示无馆藏资源！



试试超星-读秀数据库



输入文章篇名：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Oxytetracycline by Photosensitive 

Materials and Toxicological Analysis by Caenorhabditis elegans点击“邮箱接受全文”

填写正确邮箱号及验证码，将在8小时之内收到该文献！



通过馆际互借获取

https://library.xmu.edu.cn/fw/gjhj.htm

输入需要查找的书刊信息，尽量详细

https://library.xmu.edu.cn/fw/gjhj.htm


如何获取全文

馆藏资源

馆外资源

电子资源

纸质资源 馆藏书刊检索

全文数据库

电子书刊导航

图书馆发现系统

学术搜索引擎

OA资源

文献传递

学科门户

社交论坛…



Any Questions?



谢谢



加入我们!
联系人：李显辉（i学堂总负责人）

邮箱：shining@x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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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填写本场讲座反馈问卷，有机会获取图书馆纪念品！5

讲座签到 反馈问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