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电子期刊数据库

师生学习研究的好帮手



数据库介绍与使用

1.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又称：CNKI数据库）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介绍

1. 简介

2. 收录范围

3. 收录年代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简介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由清华大

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

志社主办，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中

文期刊文献全文数据库。



数据库内容：

涵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社

科等各个学科领域。按照学科划分为理

工、农业、医药卫生、文史哲、经济政

治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电子技术

与信息科学等9个专辑，126个专题。



收录年代：

收录了1994年以来中国出版发

行的6191种学术期刊全文，累积全

文约1400万篇。数据每日更新。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使用

登录

专用浏览器的下载

检索



数据库登录

登录图书馆主页网址：

http://www.lib.bupt.edu.cn/或从校

主页的学院设置下拉菜单中登录图书

馆。

将鼠标放在左栏电子资源上，屏幕中

间会显示我馆购买的全部电子资源。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登录

选择包库用户进入中国知网。

鼠标放在进入位置

会显示用户名、密码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登录

系统默认期刊全文

数据库，输入用户名密

码，选网上包库用户登

录。

用户名：k10054

密码： bupt



功能状态栏



下载专用浏览器

浏览数据库中文章，均需

要专用浏览器方可看到全文。



下载全文浏览器

在中国学术期刊主页或进入全文数

据库，均可下载“CAJ全文浏览器”，需

解压、安装、重起电脑后使用。



主页界面下载处

数据库界面下载处



选
择
北
京
站
下
载
浏
览
器选下最高版本的浏览器



数据库检索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

初级检索

高级检索

专业检索

二次检索



初级检索

初级检索的功能是：按单一的

检索项检索。

入口：首页默认、功能条上选。



初级检索步骤

1.选择检索项；

2. 选择查询范围；

3. 选择检索模式

4. 选择时间范围

5. 选择期刊级别

6. 输出结果排序的方式

7. 选择结果显示条目数

8. 可以只选择中英文论文

9. 输入检索词，开始检索。



初级检索步骤

1.选择检索项：

篇名、作者、关键词、

机构、中文摘要、引文、基

金、全文、中文刊名、

ISSN、年、期、主题词、篇

名/关键词/摘要、第一作者

等共15个选项。



2.选择查询范围

• 每个专辑下，还有若

干个子集。可以单选系

统默认全选（6个）。

• 用红框圈的专辑无使

用权。



3.选择检索模式：精确匹配、模糊匹配。

4.选择时间范围：（1994----）。

5.选择期刊级别：EI来源刊、

SCI来源刊、核心期刊、全部。

6.输出结果排序的方式：日

期、相关度、期刊、无。

7.选择结果显示条目数：在

记录数下拉菜单中选择。

8.可以只选择中英文论文。

9.输入检索词，开始检索。



初级检索实例

检索项选择： 篇名/关键词/文摘

检索词： 电磁场

期刊级别范围选择： SCI来源刊。

时间范围选择： 2004年至2005年

检索模式： 模糊匹配

显示条数选择： 一次显示 20 条

目录范围、排序方式选择：默认

只要中英文论文



检索结果：命中17篇。



初级检索：按学科专辑检索

按学科专辑检索

的功能是：通过页

面所提供的专栏目

录索引检索。

检索界面见右图



初级检索：按学科专辑检索

• 每个专辑数据库下

的子数据库可逐级打

开，从而最终检索到全

文数据库中各学科专辑

包含的所有文献。



按学科专辑检索实例

• 选择理工A辑专栏目录

• 选择数学

• 选择运筹学

• 选择对策论（博奕论）



检索结果：命中430篇。



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的功能是：按一个以上

（含一个）检索项表达式检索。这一

功能可以实现多表达式的逻辑组配检

索。



入口：功能状态栏上点 。

检索界面如下：



与初级检索的不同之处

高级检索可以用多条件进行组配

检索，检索结果更精确。系统提供六

个检索入口，可以选用相同或不同的

检索字段，采用逻辑组配（并且、或

者、不包含）进行检索。



高级检索实例：

关键词并且（与）测量

并且（与）信号

并且（与）传输
篇名/关键
词/题名

电视

检索项逻辑关系检索词

条件选择:



• 选择从2004年——2005年查询

• 选择期刊级别为核心期刊

• 检索排序默认“日期”

• 每页显示10条记录

• 专辑目录为默认（全选）

条件选择：



实例：条件选择



检索结果：命中1篇



专业检索

专业检索的功能是：提供

一个按照自己需求来组合逻辑表

达式以便进行更精确检索。



入口:功能状态栏上点 。检索界面如下：



专业检索方法

在专业检索中，对时间、范围、专辑

目录的选择方法与初级检索相同。

注意：“=”、逻辑符两边均需要各空1格。



二次检索

当任何一种检索方式的结果太多

时，均可以在检索结果的基础上，再

次进行检索 ，我们称这种方式为二次

检索。二次检索可以不断接近需求。



二次检索的界面

初级检索二次检索栏：

高级检索二次检索栏：

专业检索二次检索栏：



二次检索实例

接前例:在

430篇的基础

上,运用二次检

索，使结果更

接近需求。



二次检索结果：命中7篇

逻辑关系:   并且;
检索项：篇名/关键词/摘要；

检索词：决策方法；点击二次检索。



检索结果浏览

文章简单信息浏览：

点击文献篇名，在检索结果的下方即出

现文献的题录信息。



相关信息浏览

显示的简单信息中，所有带下划线的

部分都可链接到详细内容。



例如：点击 刊

名运筹学学报，

可以得到该期刊

的简介、目录、

征订、投稿须知

等信息。



保存题录

有时用户在检索到所需结果后并不想

立即查看，而是再继续别的检索，这时

“保存题录”会是一个很好的帮手，它的主

要功能就是帮助用户有选择的暂时存储

检索结果记录，以备过后查看。



保存题录的方法

第一步：在检索结果列表中选择您想保存的记

录，操作方式有以下两种：

1.点击结果界面右上角的 按钮，这样检索

结果列表中的所有记录都会选中，更改点击

即可。

2.直接在您想要的记录“篇名”前打勾。



保存题录实例

例如：在初级检索结果界面中选择用

第二种方式保存题录。



结果如下图所示：

我们还可以选择字段保存。

选择保存各项



查看及保存全文

在检索到的结果中，点击题名边

磁盘图标或简单信息中题名后的

CAJ、PDF两种格式的原文下载，均可

得到文章全文。



查看及保存全文

在当前打开点“打开”，要保存到本机点“保存”。



利用“ CAJ全

文浏览器”，
文件的下拉菜

单，也可以实

现文献的存

盘、打印。



说明：

1. 当下载的全文打不开时，检查浏览器

是否有新版本。

2. 在中国期刊网主页的使用培训栏目中,

可以得到“CAJ浏览器”等诸多的使用帮

助。



说明：

3. 下载若出现“原文禁止上网”或“找不

到原文。”的提示时，可以从提示网页的

地址上找到文章的光盘号，到多媒体阅

览室查找相应光盘。光盘号由四个字母

加四位数字组成，如： 。



数据库介绍与使用

2. 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

（又称：维普数据库）



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简介

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包括

文摘和光盘版数据库）由国家科委西

南信息中心重庆维普咨询公司出版，

该数据库是中国第一个微机检索型数

据库。



数据库内容：

覆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

术、医药卫生、教育研究、农业科学等

方面。还包含港台核心期刊200多种。

主要涉及的领域：数学、经济、化学、

生物、农业、环保、地球、矿业、机

械、无线电、轻工、航空、建筑、情

报、医学等。



收录年代：

收录了1989年以来公开发行和

内部发行的12,000余种期刊的文摘

及全文信息。



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登录

进入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

库，无需用户名密码即可检索。



功能状态栏



下载浏览器

在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主页或进入

全文数据库，均可下载“VIP浏览器”
和“PDF浏览器”，安装、重起电脑后

使用。



下载浏览器入口



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

快速检索

传统检索

高速检索

分类检索

期刊导航



快速检索

快速检

索入口：

首页默认或

功能

条上选

择。检索框

见右图



快速检索：选择项

时间选择：所有时间、2000--

2005、1989-1999。

检索入口选择：题名或关键

字、关键词、刊名、作者、

第一作者、机构、题名、文

摘、分类号等9个选项。



二次检索：选择框中条件，可以对一次检索

结果进行再次检索，使结果更接近要求。

二次检索框



传统检索

传统检索：包括简单检索、分类导航、

专题导航。

入口：功能条上选择。

检索框见下图：



简单检索

导航检索



传统检索：简单检索

简单检索选择项：同义词、同名作者、

期刊范围（全部期刊、重要期刊、核心

期刊）、年限、检索入口（与快速检索

相同）、精确度、二次检索。

检索框见下图：



同义词库:   选择题名/关键词、

关键词检索时生效。

同名作者库:   选择作者、第一作

者检索时生效。



传统检索：分类导航 、专辑导航

分类导航系统是参考《中国图书馆分类

法》（第四版）进行分类的，每一个学科分

类都可以按树形结构展开，利用导航缩小检

索范围，进而提高查准率和查询速度。

专辑导航共分八个专辑，每个专辑都可

以按树形结构展开。



分类导航 专辑导航



小技巧

1.同义词：勾选页面

左上角的同义词，输入

检索式“土豆”，再点击

“搜索”，即可找到和土

豆同义或近似的词，用

户可以选择同义词以获

得更多的检索结果。



小技巧2 ．同名作

者：勾选页面左上角

的同名作者，选择检

索入口为作者，输入

检索式“张三”，点击

搜索，即可找到以张

三为作者名的作者单

位列表，通过勾选缩

小检索范围。



传统检索的二次检索
用户一次检索的检索结果中可能会遇

到某些数据是不需要的，这说明检索条件

限制过宽，这时就可以考虑采用二次检

索。

例: 分类导航：工业技术—无线电电子

学、电信技术—无线通信—移动通信

共检出两万多条，选核心期刊、2004-

2005用3G在题名或关键词中二次检索。





检索结果：命中28条。



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

包括导向式

检索和检索

式检索。

入口：功能

条上选择。



高级条件：导向式检索

检索界面提供分栏式检索词输入

方法。可选择逻辑运算、检索项、匹配

度外，还可以进行相应字段扩展信息的

限定，最大程度的提高了“查准率”。



导向检索的规则

① 检索执行的优先顺序

向导式检索的检索操作严格按照

由上到下的顺序进行，在检索时可根

据检索需求进行检索字段的选择。



导向检索规则①实例

得到的检索结果为：（（U=大学生*U=信息素养）

+ U=大学生）*U=检索能力，而不是（U=大学生

*U=信息素养）+（U=大学生*U=检索能力）。



如果要实现（U=大学生*U=信息素养）+

（U=大学生*U=检索能力）的检索，可做如

下图的输入：





导向检索规则

②在检索表达式中，运算符不能作为检索词进

行检索。如果您的检索需求中包含有以上逻

辑运算符，请调整检索表达式，用多字段或

多检索词的限制条件来替换掉逻辑运算符

号。例如：如果您要检索C++，可组织检索式

(M=程序设计*K=面向对象)*K=C 来得到相关

结果。

逻辑运算符：*、+、-、并且、与、and、或

者 、or、不包含、非、not。



导向检索的扩展功能

扩展功能：如右图所示，

图中所有按钮均可以实现

相对应的功能。只需要在

前面的输入框中输入需要

查看的信息，再点击相对

应的按钮，即可得到系统

给出的提示信息。



导向检索的扩展功能

1.查看同义词：比如用户输入“土
豆”，点击查看同义词，既可检索

出土豆的同义词： 春马铃薯、马

铃薯、洋芋，用户可以全选，以

扩大搜索范围。



导向检索的扩展功能

2. 查看变更情况：查看刊名变更。如：可以

输入刊名“移动信息”，点击查看变更情况，

系统会显示出该期刊的创刊名“新能源”和曾

用刊名“移动信息．新网络”，使用户可以获

得更多的信息。注意：此处需要输入准确的

刊名才能进行察看期刊的变更情况。



导向检索的扩展功能

3. 查看分类表：点击按钮，会弹出分类表

页，操作方法同分类检索。

4. 查看同名作者：输入“张三”，点击查看同

名作者，即可以列表形式显示不同单位同名

作者,用户可以选择作者单位来限制同名作者

范围。系统限制最多勾选5个作者单位。



导向检索的扩展功能

5.查看相关机构：输入“中华医学会”，
点击查看相关机构，即可显示以中华

医学会为主办（管）机构的所属期刊

社列表。系统限制最多勾选5个。



导向检索的扩展功能

6. 扩展检索条件：点击“扩展检索条

件”，以进一步的减小搜索范围，获

得符合检索需求的检索结果。



在“扩展检索功能”部分，用户可以

根据需要以时间条件、专业限制、期刊

范围进一步限制检索范围。



高级条件：检索式检索
直接输入检索式检索：在检索框中直接输入逻

辑运算符、字段标识等，点击“扩展检索条

件”并对相关检索条件进行限制后点“检索”按
钮即可。



检索字段代码对照表

文摘R分类号C
题名T作者A

第一作者F关键词K
刊名J题名或关键词M
机构S任意字段U
字段代码字段代码



检索字段的代码的出处

检
索
入
口



检索式可以多个联用



直接检索式的检索规

则以及扩展检索条件均与

导向检索相同。



高级检索的检索技巧

利用同名作者进行作者字段的精

确检索。

利用“查看相关机构 ”提高查全查

准率。



分类检索

分类检索页面相当于提前对搜

索结果做个限制，用户在搜索前可
以对文章所属性质做个限制，比如
用户选择经济分类，则用户在搜索
栏中的文章都以经济类为基础的文
章。

入口：功能条上选择。



分类检索界面



分类检索的操作步骤：

• 学科类别选择

在左边的分类列表中按照学科类别逐级
点开查找。

在要选的学科前的中打上“√”，点

按钮将类别移到右边的方框中。

• 在所选类别中搜索

在检索框选择检索入口、输入检索条

件，即可进行在选中学科范围内的检索操
作。



举例：经济—信息产业经济—经济政策。

命中3篇文献



期刊导航

按期刊名的第一个字的首字

母字顺进行查找。

按学科分类进行查找。

按刊名进行搜索查找。

入口：功能条上选择。



期刊列表页面上提供的信息有：刊名、ISSN

号、CN号、核心期刊标记（有★标记的为核

心期刊）。点击 即可将列表中的核心期

刊全部筛选出来



检索结果输出

文章的下载、打印、下载题录

等的方法与前面所讲的CNKI数据库

的方法基本相同。



说明：

在维普期刊数据库主页，检索状

态栏右侧，点击“检索指南”可以全面

了解数据库的使用。



数据库介绍与使用

3.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

（又称：万方数据库）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简介

万方资源汇聚了9大类100多个数据库，

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各个专业领

域，收录包括期刊、会议、书目、题录、报

告、论文、标准、专利、工具书等各种类型

文献；另外还提供很多实用生活方面的信

息，如院校信息、医药信息、交通旅游信

息、商品和通讯信息等。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简介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分会议论

文、数字化期刊、科技信息、商务

信息、法律法规 5 个部分。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简介

Ⅰ.《中国学术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主

要收录1998年以来的国家级学会、协会、

研究会组织召开的全国性学术会议论文，

数据范围覆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

林、医学等领域，是了解国内学术动态必

不可少的帮手。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简介

《中国学术会议论文全文数据

库》分为两个版本：中文版、英文

版。 “英文版”主要收录在中国召开

的国际会议的论文，论文内容多为

西文。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简介

Ⅱ.数字化期刊数据库：目前已收集了

理、工、农、医、人文等五大类的

70多个类目的2500种科技期刊（其中

绝大部分是进入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

的核心期刊）。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简介

Ⅲ.科技信息数据库： 汇集科技文献、科

技动态、标准、法规、成果、专利、机

构、名人以及工具类数据库一百多种，

信息总量达 1100多万条，年更新数据几

十万条以上。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简介

Ⅳ.商务信息数据库： 拥有工商资讯、

经贸信息、成果专利、商贸活动、咨询

服务等多个栏目。其主要产品《中国企

业、公司及产品数据库》至今已收录96

行业近20万家企业的详细信息。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简介

Ⅴ.《中国法律法规全文库》内容包括

自1949年建国以来全国人大法律、国务

院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

检察院等单位颁布的法律法规、司法解

释等，同时还有各部门规章、各地地方

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以及我国参与

的国际条约和公约等。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的使用

登录

专用浏览器的下载

检索



图书馆主页电子资源登录

无用户名、密码



下载专用浏览器

浏览数据库中全文，需要下载

PDF浏览器。当进入数据库后，自动

弹出供下载的窗口，选择下载即可。



数据库检索：会议论文数据库

会议论文数据库检索可以从

以下三个角度检索：

会议论文检索

会议名录检索

会议分类检索



各检索入口如下：



会议论文数据库浏览权限

• 只能浏览文摘。



数据库检索：数字化期刊数据库

按刊分类浏览

刊名表检索

期刊论文库检索

期刊引文库检索



期刊引文库检索

• 期刊引文库的功能是提供查找文章的

引文数量或文章的被引情况。

• 入口：数字化期刊中，点击 钮。



期刊引文库检索

“期刊引文库”的检索入口字段有：被引论

文、论文题名、论文作者、论文刊名、论文年

份、全文。其中，被引论文的作者、题名、母

体文献等均从“被引论文”字段检索。



查文章的被引情况

例：杨行峻论文的被引用情况。





数据库检索：科技信息数据库

科技信息库分成果

专利、中外标准、

科技文献、机构、

台湾系列等部分。

使用权限：

看到文摘。



数据库检索：商务信息数据库

商务信息库是由中

国企业、公司及产

品数据库构成。是

国内外工商界了解

中国市场的一条捷

径。

使用权限：

看到文摘。



数据库检索：法律法规数据库

使用权限：看到文摘。



数据库介绍与使用

4. e 线图情

e线图情是面向图书情报界提供集数据库

服务、深度研究、专业咨询于一体的专业网

站，囊括了数字图书馆领域中理论、技术、

产品、市场、协会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入口：图书馆主页电子资源

点击进入 e 线图情主页。

鼠标放在进入位置显示



• 浏览全文：在主页左上角会员服务区点击
登录，输入用户名：bupt；密码：bupt318登
录即可。

点击进入登录



最后

• 希望我馆的电子资源能

给大家的学习与研究提供帮

助。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