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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的类型



数据库类型

文献类型

划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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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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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电子期刊数据库



http://www.cnbksy.com/ http://www.nlc.cn/dsb_zyyfw/bz/bzzyk/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C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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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规范、检索功能强大，
提供文献获取的线索
2.具有分析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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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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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特征信息

施引文献

文摘库-仅有
文献特征信息



文献特征信息

施引文献

文摘库-仅有
文献特征信息



全文链接

全文库-提供
文献全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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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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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期刊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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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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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核心、厦大核心

国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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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WOS来源期刊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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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检索数据库，查看检索证明打印步骤



2.EI来源期刊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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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包含1100多万条记录，每年新增的

50万条文摘索引信息分别来自5100种工程期刊、会议

文集和技术报告，其收录的文献涵盖了所有的工程领

域，大约22%为会议文献，90%的文献语种是英文。

EV平台上包括Ei Compendex、Inspec、GeoBase、NTIS Database、Referex、

Ei Patents等10多个数据库资源，涵盖了工程、应用科学相关的最为广泛的领域，

内容来源包括学术文献、商业出版物、发明专利、会议论文和技术报告等等。



EI期刊收录源下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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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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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JCR分区表的收录期刊，除少数期刊受期刊新创与合并、刊名变更、
期刊镇压等因素影响外，大多是SCI收录刊。该分区表中将期刊按学科分为
13个大类：数学、物理、化学、地学、地学天文、生物、农林科学、医学、
工程技术、环境科学与生态学、管理科学、社会科学和综合性期刊。

JCR期刊分区方法：中科院JCR分区表的分区方法是将每个学科的期刊集合
按照三年平均影响因子降序排列（影响因子的计算方法遵循Web of 
Science标准），排名在前5%的期刊为1区期刊。剩下95%的期刊，计算它
们三年平均影响因子的总和S，2、3、4区的期刊三年影响因子的总和均为
S/3，这样，四个区中的期刊数量按照金字塔式分布，即1区的期刊数量最
少，4区的期刊数量最多。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TA1MTgxNw==&mid=40

0698963&idx=1&sn=1631bbb6e4c9bf3737e744b28b6df042#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TA1MTgxNw==&mid=400698963&idx=1&sn=1631bbb6e4c9bf3737e744b28b6df042#rd


网站链接：http://www.fenqubiao.com/Default.aspx

用户名；XMU

密码：X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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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检索Web of Science的同学会发现，在其检索结果中也能看到期刊的JCR分区，这两种分区
之间有什么区别？

1.学科分类不同：Web of Science分为176个学科，
一种期刊可以分属多个学科。中科院JCR分区表中的
学科只分13个大类，且期刊与大类为一一对应关系；

2.分区方式不同：Web of Science四个区的期刊数量
相同，为平均分布，而中科院JCR分区呈金字塔式分
布。

3.分区依据不同：Web of Science仅依据上一年的影
响因子分区，而中科院JCR分区是按照近三年影响因
子的平均值进行分区。

4.有无Top期刊：Web of Science仅依据影响因子分
四区，而中科院分区表则综合考虑了影响因子与近两
年期刊总被引频次这两个指标遴选出Top期刊。



4.国内核心期刊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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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核心期刊检索－CNKI：



http://rsc.xmu.edu.cn/2015/1130/

c3258a60127/page.htm

中文核心期刊检索-

厦大核心期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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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全文
数据库



数据库类型

ScienceDerict

Springer

IEEE

CNKI中国知网

读秀学术搜索 全文库



中国知网CNKI

Who

When

What

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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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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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选择数据库以及学科范围



2.确定检索方式

3.确定检索词、构造检索式



包含：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和报纸

4.确定检索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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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秀学术搜素

Who

When

What

北京世纪超星有限责任公司

1999年7月（超星数字图书馆）

一站式检索实现了馆藏纸质图书、电子图书、
学术文章等各种异构资源在同一平台的统一
检索









读秀-中文学术搜索



读秀-中文学术搜索



读秀-中文学术搜索



ScienceDirect

Who

When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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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inger

Who

When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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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EE

Who

When

What

1963年创立

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IEL）是IEEE
旗下最完整的在线数据资源，它提供了当今
世界在电气工程、通信工程和计算机科学领
域中，近三分之一的文献，并在多个学科领
域引用量名列前茅



输入：hybrid electric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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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检索案例



案例1：厦门大学发表的有关“石墨烯”的文献

案例2：“微小RNA在肝癌转移中的作用”课题相关文献



利用二次文献数据库1

二次文献是文献获取的线索

案例1：厦门大学发表的有关“石墨烯”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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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获取高价值文献方法：

3.锁定特定研究领域，缩小目标范围

4.被引频次降序排列，查找领域经典文献

5.利用施引文献、参考文献和相关记录，追踪课题来龙去脉，拓展文献视野









查看来源期刊：TEXTILE RESEARCH JOURNAL

利用电子期刊导航2



我们所有的电子期刊全文资源都在这里！

请使用期刊名检索





提示需要付费购买文章！



2.使用电子期刊导航

提示无馆藏资源！



试试超星-读秀数据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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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kopernio插件，一键获取全文4

Kopernio插件，将开放获取期刊和机构订购期刊整合

优点：

1.不用逐个全文数据库查找文献全文

2.可与WOS、PubMed等多个数据库无缝对接，实现在二次文

献库中一键获取全文！



https://kopernio.com/

登陆以下网址，或者通过chrome应用商店下载kopernio插件

https://kopern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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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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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馆际互借获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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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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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告：

11月19日将为大家介绍如何利用互联网

获取网络免费学术资源

与本次讲座一脉相承，欢迎大家参加！



加入我们!
联系人：李显辉（i学堂总负责人）

邮箱：shining@xmu.edu.cn



扫码反馈讲座意见7



活动签到：打开蓝牙，连接校园网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