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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SciVerse ScienceDirect
• 快速掌握SciVerse ScienceDirect使用要领

1.快速检索某个主题相关的文献

2.利用高级检索功能准确定位

3.检索结果查看与处理

4.利用检索语言提升检索效率

5.查找感兴趣的期刊/图书

• 相关资源及支持站点

日程



Electronic products
数据库产品

Books
图书

Journals
期刊

2000多种期刊，质量和影响在各学科领域名列前茅，

全球1/4的科学、技术和医学(STM)论文。

每年出版2200多种新书, 图书品牌包括: Pergamon, 
Saunders, Mosby, Academic Press…

Solutions
信息解决方案

SciVerse ScienceDirect, SciVerse Scopus, 
EngineeringVillage……

1580年于荷兰创立，Reed Elsevier集团中的科学、技术
部门，全球最大的科技文献出版商。

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社



传统出版商 信息方案提供商

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社



SciVerse Scienc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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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
2500种
期刊

超过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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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Press

最早回溯
至1823年

SciVerse ScienceDirect是什么？



访问权限以订购内容为准：

• 订购了哪些学科

• 年限：订购当年＋回溯4年；Post-1995 ；Pre-1995

• 需在机构的IP范围内访问

所有期刊和图书的摘要信息都是免费的

我能看到哪些全文？



利用任一界面
快速检索

快速检索某个主题相关的文献及图表



快速检索某个主题相关的文献



• 实例：检索某篇文献（已知标题或者所发表期刊来源）

Title: Tetrahydroquinoline derivatives as CRTH2 antagonists
Journal: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Letters
Volume 19, Issue 24, 15 December 2009, Pages 6840-6844  

快速检索—查找已知文献



快速检索—查找已知文献



快速检索—查找以图表为浏览主题的文献

检索结果分类

表格资料

图片资料

视频资料



进入检索界面
更多限定选择

输入检索词

确定文章领域

利用高级检索功能准确定位

确定检索字段



检索某作者所写的文章
关键词出现在一个作者名字中

检索某作者所写的文章
关键词出现在整个作者字段

检索引用了某篇
文章的所有文章

利用高级检索功能准确定位



点击Journals
精确描述需求

利用高级检索功能准确定位

限定文章类型



• 实例二：检索二型糖尿病在2000年以后发表在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Letters期刊上的文章

研究主题：二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期刊：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Letters

字段限定：主题词出现在题目-摘要-关键字中

时间限定：2000年以后

利用高级检索功能准确定位



点击Journals
精确描述需求

利用高级检索功能准确定位



•快速查看摘要
•下载PDF全文

•补充材料
•查看相关文章
•查看相关参考工具书

•查看HTML格式全文

•进入文章详细信息页

检索结果排序

搜索结果分类

检索结果查看与处理



批量下载引文输出
发送文章

自动打开摘要

检索结果查看与处理



文章工具箱

快速查看文章
图表/参考文献

SD上的相关文章

检索结果查看与处理

Scopus中引用情况

SD中相关参考工具

书



查找一篇参考
文献的全文

检索结果查看与处理



AND 默认算符，要求多个检索词同时出现在文章中

OR 检索词中的任意一个或多个出现在文章中

AND NOT 后面所跟的词不出现在文章中

通配符 * 取代单词中的任意个（0,1,2…）字母
如transplant* 可以检索到transplant, transplanted, transplanting…

通配符 ？
取代单词中的1个字母
如wom?n 可以检索到woman, women

W/n
PRE/n

两词相隔不超过n个词，词序不定 quick w/3 response 
两词相隔不超过n个词，词序一定 quick pre/2 response

“ ” 宽松短语检索，标点符号、连字符、停用字等会被自动忽略 “heart-attack”

{ } 精确短语检索，所有符号都将被作为检索词进行严格匹配 {c++}

( ) 定义检测词顺序，例：(remote OR satellite) AND education

检索语言与检索技巧



– 拼写方式

当英式与美式拼写方式不同时，可使用任何一种形式检索

例：behaviour 与 behavior; psychoanalyse 与 psychoanalyze
– 单词复数

使用名词单数形式可同时检索出复数形式

例：horse - horses, woman – women
– 支持希拉字母α, β, γ, Ω检索（或英文拼写方式）；

– 法语、德语中的重音、变音 符号，如é, è, ä 均可以检索

检索语言与检索技巧



利用检索语言提升检索效率



利用快速检索查找感兴趣
的期刊/图书

按照字顺/学科浏览

查找感兴趣的期刊/图书



已知期刊/图书标
题，直接键入

查找感兴趣的期刊/图书

在线样刊

在编文章



按照字顺浏览

查找感兴趣的期刊/图书



查找感兴趣的期刊/图书

按照学科浏览

选择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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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扩展

检索扩展站点



查看下载量最高
的25篇文章追踪最热门文章



更多信息请参考
china.elsevier.com 
http://www.info.sciverse.com/sciencedirect/ 



china.elsevier.com
010-85208800
cninfo@elsevier.com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