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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方法

全文数据库的优点 

Ø知名的全文数据库可以保证文献质量

Ø全文数据库提供个性化功能服务

Ø全文数据库提供了一些增值服务，如提供相似文献、

参考文献等，对知识点和网络进行多层次、多角度

的揭示



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方法

ScienceDirect《Elsevier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

EBSCO《牙医与口腔卫生全文数据库》 

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什么是电子期刊

 以数字（或称电子）形式出版发行的期刊

  英文为Electronic Journal，简称e-journal

  最早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印刷型期刊的电子版：如SCIENCE杂志的电子版Science 

Online

纯电子版期刊：如英国皇家物理学会出版的New Journal of 

Physics（新物理学杂志）



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提供者

数据库集成商（如ProQuest、EBSCO等），由数据库集成商

提供的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往往会存在“滞后（embargo, 

delay）”现象，即出版商出于版权考虑，限制全文上网的时

间，使得某些电子期刊最初只能提供给读者文摘或部分全文，

影响读者查阅。

出版商（如Elsevier、LWW等），由出版商提供的电子期刊全

文数据库不存在“滞后”现象。



   





具体内容

Go

Go

Go

Go

SD数据库简介

SD学科内容

SD检索方法

个性化功能



ScienceDirect数据库简介

ScienceDirect（SD）是荷兰Elsevier Science出版公司开

发研制的，完全基于web的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系统

Elsevier Science是一家设在荷兰的历史悠久的跨国科学

出版公司。

ScienceDirect全文数据库收录了该集团出版的2500多种

同行评审期刊和11000多种图书，包括The Lanaet《柳叶

刀》、Cell《细胞》等著名期刊。



 Elsevier公司的旗舰产品

 全学科的全文数据库

 得到130多个国家1100万科研人员的认可

 中国用量最高的外文全文数据库之一

 全面集成期刊（含回溯文档）和图书（单行本/丛书/手册/
参考工具书）

接近3000
种期刊

接近30000
种电子图书

覆盖24个
学科领域

超过1000
万篇全文

在编文章Articles 
inPress

最早回溯
至1823年

ScienceDirect简介





SD的检索使用方法 （一）

SD数据库进入途径

SD网址：http://www.sciencedirect.com/。用户通过校园网IP

地址控制权限方式检索访问，无需用户名和口令。

或医学部图书馆主页→电子期刊→ Elsevier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 







期刊浏览

基本检索和高级检索区域

注册登录区域



学科分类



按刊名首字母浏览



SD的检索使用方法 （二）
    

 SD主要提供浏览和检索两种途径使用该数据库。

  期刊浏览-Browse

  按刊名字顺(Alphabetical List of Journals)浏览

  按学科主题(Category List of Journals)浏览

  检索-Search

  快速检索-Quick Search

  高级检索- Advanced Search



SD的检索使用方法 （三）

        

期刊浏览-Browse





搜索某一期刊



选择学科类别



选择具体学科







•PDF格式全文
•图片文摘预览

•查看HTML格式全文
•进入文章详细信息页



阅读下载全文
下载整本文献

与这篇文章相关的信息及链接

按提纲浏览文献



SD数据库的使用方法

什么是相关文献？

相关文献包括多种情况，如主题词词频相同、文献耦合、

文献共引等等。

文献耦合：两篇文章的参考文献相同的程度.

文献共引：两篇文章同时被其它文章引用的程度.



可对希望浏览的学
科类别进行修改和

设置



选择希望浏览的学科类别





    SD的检索使用方法 

        

检索-Search



SD的检索使用方法 （四）

1、快速检索-Quick Search

      主要用于检索某一特定文献；

      在SD主页，快速检索提供Key Words，Author，

Journal Title, Volume, Issue, Page多个字段的布尔逻辑

检索，输入框之间为逻辑“与”运算。

    方式1：输入文献全名；

    方式2：输入期刊名、卷（期）、页码



SD的检索使用方法 （四）
1、快速检索-Quick Search

    检索词输入注意事项
     

   不同写法的术语，俗称，缩写…

尽量避免输入常见名词如cell behavior等

检索期刊名称缩写时，每个字母间要有空格J C A

输入检索词的单数形式



检索周建锋大夫发表在
journal of dentistry上的文章



SD的检索使用方法 （五）

2、高级检索-Advanced Search

        



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

1、选择检索字段为文摘/题目/关
键词

2、输入检索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3、输入年代范围为2011-2021
年

4、点击search

查找近十年口腔鳞状细胞癌方面的文献



精炼检索结果
精炼检索结果



精炼检索结果



SD的检索使用方法 （六）
4、如何进行检索

 确定检索词

    与所检索课题特定相关的名词，检索词的不同表达方

式/缩写等形式

合理选择字段

调用检索历史，对多个检索策略进行逻辑组配

根据检索结果适当调正检索策略



   SD的检索使用方法 （九）

   6、检索结果的输出     
        
      显示、标记、输出

 



获取文献有2种方式







输入到NoteExpress参考
文献管理软件中

















一次批量下载20篇论文

勾选要下载的文献
点击下载多篇文献







 SD的检索使用方法 （十）

7、SD的个性化服务     
    

    用户如果免费注册一个帐号，将可使用SD提供的所有个

性化服务。

 



登录

注册



免
费
在
线
注
册



用户登录后主页



SD个性化服务类型

设置E-mail提示--追踪研究领域最新进展

检索提示：同一个检索式有了新的检索结果

期刊提示：关注的期刊出版了新的一期

历史追踪（检索历史与操作历史）



期刊提示



期刊提示



检索结果提示



检索结果提示

1、给提示给名字；

2、选择发送周期



检索历史



检索历史



阅读历史



提示管理



EBSCO数据库

《牙医与口腔医学全文数据库》 



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方法

EBSCO的概况及特点 

Dentistry & Oral Science Source

Dentistry & Oral Science Source 涵盖了牙科领域相
关的方方面面，包括牙齿公共健康、牙髓学、面部疼痛
与外科手术、齿科学、口腔与上颌面病理学/外科学/放
射线学、畸齿矫正学, 儿童牙病学、牙周病学和假牙修
复学。该数据库每周在 EBSCOhost 上更新。 







检索条件调整选项

检索选项

注册/
登录

高级检索



检索方法

基本检索（Basic Search）

高级检索(Advanced Search)

科目检索--主题检索(Subjects)

出版物检索(Publications)

索引(indexes)

图像检索(Images)

参考文献检索(references)



主题词检索

主题词也称为叙词，它是对自然语言进行规范化处理后的结果。

根据文献所讨论的主要内容给予它合适主题词的过程，称为文

献标引。对数据库的全部文献标引后，可以实现不同的检索人

员对同一课题都能检到同样数量和质量的文献，提高了文献的

查全率和查准率。

使用主题词表的优点之一，是可以将相似的资源集中在一起，

而与各个著者在著述中所使用的词语无关。利用MeSH则可克

服同义词上的问题，因此，MeSH检索要比简单的自由文本检

索更为精确。



主题词检索

在课题检索过程中，如有合适的主题词，应尽量采用这种

规范化的主题词去检索，才能得到满意的检索结果。自由

词与叙词检索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字面检索，仅通过

简单的字面匹配来检索文献，后者是概念检索，是从内容

上去检索。



主题词检索



主题词检索

单击词语显示详细资料



主题词检索

勾选词语前的复选框，点击添加，加
入到检索框中查找



主题词检索



主题词检索



主题词检索

可选择多个词语检索，它们之间的逻辑
关系系统默认为OR



主题词检索



参考文献检索



参考文献检索

查看2015年Journal 
of dentistry上文章
的被引用情况





参考文献检索



我的文件夹



我的文件夹



CNKI中国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



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方法

CNKI的概况及特点 

        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

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数据库为核心

，共收录有1994年以后国内8600余种期刊的题录、摘要以及

7,815种期刊的全文,已经形成世界上最大的期刊文献数据库。

    

    该库已向校园网用户开放，读者均可通过网络免费检索、

浏览、下载和打印文摘索引和全文信息。 



   新：每个工作日更新

   学科范围：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哲学、医学、人
文社会科学等八大领域十个专辑168个专题

   数据量：中文学术期刊8540余种，含北大核心期刊1970余
种，网络首发期刊2190余种，最早回溯至1915年，共计
5810余万篇全文文献；注：(查找2008年以后中华医学会
期刊需使用万方数据库)

CNKI的概况及特点 



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方法
CNKI的检索使用方法 （一）

    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网址：

    http://dlib2.edu.cnki.net/, 并按提示输入用户名 

   “k10098”及密码“bmu”，即可进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

库检索界面 。

http://dlib2.edu.cnki.net/,并按提示输入用户名
http://dlib2.edu.cnki.net/,并按提示输入用户名
http://dlib2.edu.cnki.net/,并按提示输入用户名


一框式检索

可实现对期刊、博硕
士论文、会议报纸等
文献的跨库检索







检索选项

高级检索界面



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方法
CNKI的检索使用方法 （二）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主要提供以下几种检索模式：

 期刊导航：按学科分类浏览期刊、文献。

 一框式检索：在15个可选择字段中检索。

 高级检索：同时进行多行检索输入框的逻辑组配检索。

 专业检索：直接输入复杂检索表达式进行检索。



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方法

 CNKI的检索使用方法 （三）

作者发文检索    

句子检索

按学科专业直接浏览文献。



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方法
CNKI的检索使用方法 （三）

      1.期刊导航

 按学科分类浏览期刊、文献。

 拼音刊名导航

 按学科分为十个专辑

 医疗卫生专辑细分为：预防医学、卫生学；中国医学；中西

医结合；基础医学及生物医学工程；临床医学；内科；神经病

与精神病学； 外科、皮肤病学与性病学；妇产科、儿科；肿瘤

学及特种医学；五官科；药学；医药科学综合；医药学大学学

报与院刊。 

 



期刊导航



期刊导航

导航方式 

十个专辑

期刊检索





期刊导航



期刊导航



期刊导航



期刊导航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





投稿



查找投稿指南



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方法
CNKI的检索使用方法 （四）

      2.一框式检索

 提供主题、篇名、关键词、摘要、全文、参考文献、中图分类号等15 

  个检索途径。默认为主题。

 检索结果可按学科、发表年度、基金、研究层次等6个方面 

  分组浏览，可按发表时间、相关度、被引频次下载频次排序 

 检索学科范围的选择；







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方法
CNKI的检索使用方法 （四）

      3.检索

    注意：

 不同检索字段，检索效果不同

 字符串的长或短，检索效果不同

 可对检索结果进行分组、排序，如根据文献所属学科等

  进行分组，再根据发表时间等进行排序



字符串长短检索结果的影响

主题=艾滋病疫苗
主题=艾滋病  and  主题=疫苗



二次检索



二次检索



n排序
n分组浏览



按作者单位分组 ,帮助用
户了解各机构的研究动态



按年度分组,帮助学者了解某
一主题每一年度的发文量,掌
握所查课题的未来研究热度走

向 



















一框式检索功能小结

可进行主题检索，主题检索是在中国知网标引出来的主题

字段中进行检索，该字段内容包含 一篇文章的所有主题

特征，同时在检索过程中嵌入了专业词典、主题词表 、

中英对照词典、停用词表等工具，并采用关键词截断算法，

将低相关或微相关文献进行截断。文摘库中主题词检索：

主题词/副主题词

检索结果可按学科类别、期刊名称、研究资助基金、研究

层次等8个方面分组浏览，还按发表时间、相关度、被引

频次、下载频次排序 



3、高级检索



3、高级检索

检索限制条件选择

增加/减少检索条件



p模糊与精确检索，精确匹配是指将检索当固定词组进行检索，模糊匹
配则会自动拆分检索词为单元概念 



3、高级检索技巧

检索推荐/引导功能 – 与基本检索时的智能推荐和引导功能

类似，主要区别是： 

Ø 高级检索的主题、篇名、关键词、摘要、全文等内容检索

项推荐的 是检索词的同义词、上下位词或相关词； 

Ø 高级检索的推荐引导功能在页面右侧显示。



3、高级检索技巧



3、高级检索技巧

词频选择 

Ø 全文和摘要检索时，可选择词频，辅助优化检索

结果。 

Ø 选择词频数后进行检索，检索结果为在全文或摘

要范围内，包含检索词，且检索词出现次数大于

等于所选词频的文献。



3、高级检索技巧

影响检索效果因素

Ø 检索表达式的长短 检索表达式越短，检索结果越多

Ø 检索字段的选择
u 篇名、关键词相对准确
u 全文检索结果最全

Ø 检索词的同义词扩展



字符串长短的检索结果

主题=艾滋病疫苗
主题=艾滋病  and  主题=疫苗



3、高级检索技巧

#1艾滋病疫苗609
                                             比较这两个检索式
#2艾滋病and 疫苗1059

#2能检索出艾滋病细胞免疫疫苗、艾滋病病毒疫苗、艾滋病
联合疫苗、HIV疫苗、DNA疫苗预防艾滋病等检索词



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方法

CNKI的检索使用方法 （六）

    4.专业检索 

使用逻辑运算符和关键词构造检索式进行检索，用于图 

  书情报专业人员查新、信息分析等工作。如：

 SU=牙髓炎 AND AF%北京大学

精确检索用“=”，模糊检索用“%”



专业检索

SU=牙髓炎 AND AF%北京大学





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方法

CNKI的检索使用方法 
5、句子检索

     通过用户输入的两个关键词，查找同时包含这两个词

的句子或段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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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检索阿司匹林与脑梗死在同一句话出现的文章，浏

览检索结果可以看出阿司匹林对脑梗死有治疗作用。



结果以摘要的形式展示，并将关键词在文章中出现的句子摘出来，
起到解释或回答问题的作用。





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方法

CNKI的检索使用方法 
5、作者发文检索

通过作者姓名、单位等信息，查找作者发表的全部文献及

其被引下载情况

作者发文检索要注意作者不同的地址信息。

可以对课题的检索结果进行作者分组或机构分组分析，查

找到相关研究发表文献较多的作者和机构，再利用作者发

文检索进一步查找该作者或机构发表的全部文献，全方位

发了解某学者或机构主要研究领域、研究成果等情况。



作者发文检索



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方法

CNKI的检索使用方法 （八）

     6.按学科专业直接浏览文献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全部文献按学科分10个专辑，每个专辑

下再分二至三级类目，最后一级类目下可以按主题看到具体的文章

。这种浏览方式可使用户查询某一学科的所有文献，层次清晰，方

便快捷。 

    



按学科专业直接浏览文献

点击清除按钮,所有学科目
录都清除, 然后选择所需学
科，一级级展开



按学科专业直接浏览文献

点击清除按钮,所有学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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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下载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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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下载文献



批量下载文献



批量下载文献



导出到题录管理软件



导出到题录管理软件



导出到题录管理软件



文献互引分析





检索举例

食品中铅含量检测的研究



食品中铅含量的检测研究



食品中铅含量的检测研究

u 中图分类号途径
R155.5——食品卫生与检验
R155.51——食品的化学毒物系统检查
TS207.3——食品分析与检验
TS207.5——食品污染度的测定
TS207.51——食品中重金属元素测定
u (分类号=R155.5 OR 分类号=R155.51 OR 分类号=TS207.3 OR 分

类号=TS207.51 OR 分类号=TS207.5) AND  题名=铅



食品中铅含量的检测研究



1和2两式合并



1和2两式交集



食品中铅含量的检测研究

1981-2010;全部期刊;时间排序; 单库检索 
u 1. (TI = '食物' OR TI = '食品') AND TI = '铅'; 763条 
u 2. (CLC = 'R155.5' OR CLC = 'R155.51' OR CLC = 'TS207.3' OR CLC = 

'TS207.51' OR CLC = 'TS207.5') AND TI = '铅'; 826条 
u 1和2两式合并的数据为1152条记录
u 1和2两式交集的数据为437条记录
u 从1式排除2式的数据为235条记录
u 从而推断2式中有193条记录是1式中没有的记录



总共643条记录总共1152条记录

3紫色区域
437条记录

1蓝
色
区
域
326
条
记
录

2粉
色
区
域
389
条
记
录

1 2

如果只用分类途径或题
目检索，会漏检文献

检索式1：
1+3+2=1152条

检索式2：

区域3=437条

3



检索外文文献

            实现中、外文期刊整合检索。外文学术

期刊包括来自80个国家及地区900余家出版

社的期刊7.5万余种，覆盖JCR期刊的 96%，

Scopus期刊的 90%，最早回溯至19世纪，共

计1.2余亿篇外文题录，可链接全文。



外文文献



外文文献



外文文献



课题发展方向分析— CNKI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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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发展方向分析— CNKI 指数



课题发展方向分析— CNKI 指数

可从学术关注度、媒体关注度、学术传播度、用户关注度四个

维度查看了解该主题的年度发文趋势，

学术关注度：篇名包含此检索词的期刊文献发文量趋势

媒体关注度： 篇名包含此检索词的报纸文献发文量趋势

学术传播度：篇名包含此检索词的文献被引量趋势统计

用户关注度：篇名包含此检索词的文献下载量趋势统计





该主题在这一年份学术关注的热点文献



课题发展方向分析— CNKI 指数



课题发展方向分析—知网结

文献知网结：可以提供单篇文献

的详细信息和扩展信息浏览的页

面被称为“知网节”。

通过参考文献和二级参考文献可

以向前回溯研究的历史

通过引证文献和二级引证文献可

以向后跟踪研究的进展

通过共被引和同被引可以查看具

有相似研究背景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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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

沿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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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Records 越查越广

1998



找不文献怎么办

1、迈特思创信息资源检索平台

2、馆际互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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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际互借



联系方式：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图书馆 

          孙蕾

电    话：82195234

E-mail: lois_sun1016@sina.com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