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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相关知识

• 四大综合性外文全文库

• 科学及工程技术领域主要期刊全文库

• 人文社科领域常用外文期刊全文库

讲座内容



期刊（Journal）

• 定期或不定期连续出版的、有统一的名称、固定的开本、版式、有连

续的序号、汇集了多位作者分别撰写的多篇文章，并由专门的机构编辑

出版的连续性出版物。

•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刊号( ISSN)：

由8位数字组成，如 ISSN 1003-3513 是各类连续出版物的唯一识别

性的代码

• 国内统一刊号（CN）：

由登记号和分类号两部分组成，以 “/” 分隔。标准格式 ：CN XX-

XXXX/分类号，如：CN 11－1340／G2 



电子期刊

• 电子期刊（Electronic Journal）是指以数字形式存在，
通过网络传播的期刊。

• 包括在网上出版发行的纯电子期刊（无印刷版，无ISSN，
有eISSN）、数字化期刊（现刊）以及数字化的纸本期刊
（过刊）及预印本期刊

例：Signal, Image and Video Processing

ISSN: 1863-1703 (print)

ISSN: 1863-1711 (online)

eISSN: 1863-1711

• 最早的纯电子期刊出现在20

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



•   是一种经过同行评审(Peer review)的期刊

内容主要以原创研究、综述文章、书评等为主，通常涉及特定学科领域。

• 世界学术期刊的鼻祖（ 1665年创刊）

– 法国著名的文学与科学期刊 《学者杂志》，首次采用Journal一词作为

刊名，被许多专家认为是世界上第 1份真正的期刊。 后因干涉法律神学被禁

– 英国皇家学会出版会刊 《哲学汇刊》，后改名为《皇家学会哲学汇刊》，

至今仍在出版。

• 最著名期刊

– 英国《Nature》周刊

– 美国《Science》周刊

学术期刊



世界四大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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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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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起订购Nature周刊的电子版

– 2016年增订《Nature Photonics》、《Nature Physics》

– Communications 、 Cell Research 、 Acta Pharmacologica Sinica 、

Cellular & Molecular Immunology 的免费访问 。



核心期刊

– 某学科领域的核心期刊，是指那些发表该学科（或该领域）论文较多、

使用率（含被引率、摘转率和流通率）较高、学术影响较大的期刊。

– 1931年著名文献学家布拉德福首先揭示了文献集中与分散规律，发现某

时期某学科 1/3 的论文刊登在 3.2% 的期刊上；

– 196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了二次文献在期刊上的分布，发现 75%

的文献出现在 10% 的期刊中；

– 1971年 SCI 的创始人加菲尔德统计了参考文献在期刊上的分布情况，

发现 24% 的引文出现在 1.25% 的期刊上。

– 这些研究表明期刊存在“核心效应”，从而衍生了“核心期刊”概念



核心期刊体系

– 国际

•

•

•

•

•

EI 工程索引 Engineering Index

SCI 科学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CPCI-S 科技会议文献引文索引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 国内

•

•

•

•

•

•

•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北京大学图书馆《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报核心期刊”
……

引文索引作用：

• 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及其他复杂课题的文献检索;

• 揭示科学发现之间的内在联系，预测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

• 评价文献的价值以及科技人员、科研机构的工作成绩和水平。



期刊影响因子（ Impact Factor ）

• IF是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

JCR期刊引证报告——SCI、SSCI收录期刊影响因子

JCR 期刊分区数据在线平台（中科院）

中国引文数据库：复合影响因子、综合影响因子

• IF即某期刊前两年发表论文在该报告年份中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
这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

例如：1992年某期刊的影响因子 IF（1992年）= A / B

其中A = 该期刊1990至1991年所有文章在1992年中被引用

的次数；B = 该期刊1990至1991年所有文章数。



科技文献获取途径-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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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献获取途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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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类型

• 中文

• 外文

全文数据库

文摘索引库

期刊

会议

电子书

学位论文

标准

专利

……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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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大型出版社提供

以某个大型出版社出版的期刊为主，如：Science、

Nature

来源期刊稳定，更新及时，有预出版论文。

• 由数据库集成商提供

由某个数据库集成服务商将众多出版社的期刊整合在同

一个检索平台上提供服务。

如中文三大库，Ebsco

资源丰富，但涉及授权问题，因此来源期刊不十分稳定

存在滞后问题，许多期刊可同时被多个数据库重复收录。

电子期刊全文库来源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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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本馆没有的资源



• 校外用户访问服务

我校师生可以通过 VPN 系统在校外访问图书馆购买的电子资源

VPN访问地址：

libvpn.bupt.edu.cn/  或 libcon.bupt.edu.cn/

• 校内用户访问服务

我校师生可以通过校内IP访问图书馆购买的电子资源

16

校内外用户访问



四大综合性学术期刊库

Wiley-Blackwell



Elsevier出版社及ScienceDirect



Electronic products

数据库产品

Books

图书

Journals

期刊

Solutions

信息解决方案

1880年于荷兰创立，Reed Elsevier集团中的科
学、技术部门，为全球最大的科技文献出版商。

发行3800余种期刊，每年发表42万篇同行评审
论文，占全球科学、技术和医学(STM)论文的
1/4，出版483,00种图书。

爱思唯尔ELSEVIER

传统出版商 信息方案提供商



ELSEVIER的产品



• Elsevier公司的旗舰产品，是中国用量最高的外文全文数据库之一
18000篇/月

• 全学科综合全文数据库，收录四大类24个学科

• 全面集成期刊和图书（单行本/丛书/手册/参考工具书）

• 每年新增论文超过250,000篇，新增几百种期刊

• OA论文超过900,000篇

3800余种同行
评审电子期刊

37,000+种
电子图书

覆盖24个
学科领域

超过1400

万篇全文
最早回溯
至1823年

ScienceDirect



• 物理科学与工程

化学工程学

化学

计算机科学

地球和行星学

能源

工程

材料科学

数学

物理学和天文学

•  健康科学

医科和牙科

护理与卫生保健

药理学/毒理学/制药科学

兽医学和兽医用药

ScienceDirect学科领域

•  社会科学及人文

艺术与人文

商业/管理/会计学

决策科学

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金融

心理学

社会科学

•  生命科学

农业和生物学

生物化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

环境科学

免疫学和微生物学

神经科学



ScienceDirect主页

快速搜索及高级搜索



ScienceDirect主页

四大学科类型



ScienceDirect主页

开放获取



SD期刊检索

Subscribed&complimentary为我校购买期刊，有全文使用权限，可直
接点击PDF文件查看并下载全文；

Open access为开放获取期刊，有全文使用权限，可直接点击PDF文
件查看并下载全文；

Contains open access表示有部分使用权限，仅可以下载开放获取论
文全文；



SD简单检索



SD简单检索



• 1807 年创建于美国纽约，是全球知名的出版机构。2007 年2 月其
科学，技术及医学业务与全球最大的学协会出版商Blackwell合并为
Wiley-Blackwell。

• 内容包括物理、工程、商业、经济、社会科学、艺术、人类学等学
科，出版约1600+种同行评审期刊，约66%被SCI/SSCI收录。已出
版450+位诺贝尔奖得主著作。

• 出版的《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为自然科学版JCR
期刊引用报告中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2015年影响因子为137，冠
绝所有期刊。（ 2016年影响因子187 ）

• 检索系统Wiley Online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

通过该平台提供超过1600+种期刊、22000+本在线图书及
200+参考工具书。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


使用方法：

1. 登录图书馆主页 http://lib.bupt.edu.cn/

2. 点击“数据库导航”或“外文数据库”

3. 在数据库列表中找到“Wiley数据库”点击进入

4. 或者直接通过网址访问：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

我校购买资源：

• Wiley电子期刊的工程和信息学2个学科组

• Wiley在线图书/在线参考工具书数据库中计算机学科和电子电气学
科2010-2016年上线的图书以及拒访次数5次（含）的所有学科图
书

建议：进入该数据库检索前首先查看数据库介绍

http://lib.bupt.edu.cn/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


十七个学科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




Wiley数据库培训课件网址

http://olabout.wiley.com/WileyCDA/Section/id-823552.html



• 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出版社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出版社之一，
1842年创立于德国柏林，2015年与Nature、 Macmillan合并，目
前是全球第一大 STM (科学、技术和医学) 图书出版商和第二大
STM期刊出版商，每年出版8000余种科技图书和2200余种科技期
刊。已经出版超过150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著作。

• 涵盖学科：生物医学、人文社科、商业经济、数学和统计学、化学
和材料科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和天文学、地球和环境科
学等。



• 1996 年推出，是全球第一个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

• SpringerLink平台整合了Springer的出版资源，收录文献超过800

万篇，包括图书、期刊、参考工具书、实验指南和回溯数据库。其

中收录电子图书超过17万种，最早可回溯至1840年代。其中包括广

受欢迎的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计算机科学讲

义）、Lecture Notes in Mathematics（数学讲义）、Lecture 

Notes in Physics（物理学讲义）等21套著名丛书 。

• 可在线访问自1997年以来已出版的期刊内容，其在线回溯期刊数据

库提供自第一卷第一期起的所有期刊。

SpringerLink平台



SpringerLink平台订购资源

• 可访问Springer计算机学科2011—2019九个版权年电子图书。

• 2020年我校正式订购Springer电子期刊计算机和工程学科包（310

种期刊）。

• 订购纸刊的电子版2016年起停定电子期刊的科技工程包，前期购买

的永久访问权期刊(2010-2014版权年)及我馆订购的纸质期刊在

SpringerLink平台依然可以访问电子全文。



SpringerLink平台订购资源(详见数据库介绍)



http://link.springer.com/



• 成立于1798年，总部位于英国，以出版科技书籍与参考书著

称。每年出版超过2500+种期刊，5000+新书，出版的电子图

书20,000+册，在售图书超过77,000册。

• 出版范围涵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科学技术与医

学等诸多学科。



• Taylor& Francis SSH 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数据库

提供1450种专家评审期刊，包括来自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先驱出版社

Routledge以及声誉卓越的Psychology Press的期刊，共包含14个学科, 内

容最早至1997年。

• Taylor& Francis ST 科技期刊数据库

提供超过530种经专家评审的高质量科学与技术类期刊，其中超过85%

的期刊被Web of Science收录； 内容最早至1997年。该科技期刊数据库包

含5个学科：生物，地球，环境与食品科学、化学、工程，计算与技术、数

学与统计学和物理学。

http://www.tandfonline.com

http://www.tandfonline.com/




• IEL（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 ACM （美国计算机学会）

• APS (美国物理学会)

• AIP（美国物理联合会）

• IOP (英国物理学会)

• OSA（美国光学学会）

• SPIE（国际光学工程学会）

• ACS （美国化学学会）

• RSC（英国皇家化学会）

• AMS （美国数学学会）

• EMS（欧洲数学学会）

• SIAM（工业和应用数学学会）

• AMSE（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

• IFAC（国际自动化联合会）

外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科学及工程技术



IEL数据库
More than just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computer science
内容覆盖所有前沿科技领域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简称IEL）主要包含两个机构
的出版物：

IEE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ngineers Inc. 电
气电子工程师学会

IET-The Institution of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英国工程
技术学会(前身为IEE英国电气工程师学会)

IEEE Xplore：IEL数据库的登录平台

出版 世界电气电子工程和计算机领域的文献



• 190+ IEEE期刊和杂志

• 1700+ IEEE会议录（每年）

• 3900+ IEEE标准文档

• 30+ IET期刊和杂志

• 20+ IET会议录（每年）

• VDE会议录

• Bell Labs技术期刊

• IBM期刊，MIT期刊, AGU期刊, BIAI

• (OA 期刊): TUP, CSEE, CPSS, CES, CMP, URSI

• IEEE-Wiley , Wiley Telecom电子书

• MIT电子书

• Foundations and Trends Technology eBooks Library (FnT)电子书

• Morgan & Claypool， Now Publishers综述文集

• SMPTE期刊、会议、标准

• 在线课程

IEEE Xplore 平台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IEL) 数据库

完整回溯到1988年
最早到1872年

3900+ IEEE标准文档（草案除外）

45

http://ieeexplore.ieee.org

http://ieeexplore.iee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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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途径检索



简单检索

选择文献类型，直接输入一
个或多个检索词进行检索，
默认对metadata（标题、摘
要、关键词）进行检索



高级检索



了解技术整体研发状况

49

49



寻找权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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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技术整体研究状况

51



Citation Map—把握课题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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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查越深

越查越新

更快获取参考文献全文，追溯经
典文献

快速获取引文全文，了解领域研究进展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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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机构研究动态 机构检索

发现该领域高产出的大学及研究机构

有利于机构间的合作：申报基金

发现深造的研究机构

定点追踪研究领域的进展与突破



进一步了解技术权威研发状况 作者检索

54

发现该领域的高产出研究人员

找硕导博导

选择同行审稿专家 Recommend reviewer

选择潜在的论文和基金申请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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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专场讲座（2019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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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网络课堂 http://cn.ieee.org/online_training.html

56



ACM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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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M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美国计算机学会）
创立于 1947 年，是全球历史最悠久和最大的计算机教育和科研机构。

• ACM Digital Library 全文数据库从1999 年起提供服务，收录 ACM 
全文期刊 42 种，会议录 254 种。

• “ 在线计算机文献指南 ” 是计算机领域重点出版社的巨大书目资料库，
包括图书、期刊、会议录和论文。

• https://dl.ac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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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l.acm.org/



APS数据库

59

• 美国物理学会 (The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 APS) 成立
于1899年，是世界上最具声望的物理学专业学会之一，在全
球拥有会员47,000+。

• APS全文数据库通过APS JOURNAL平台访问，收录8种物理
领域的核心期刊，另有5种免费出版物，全部回溯到1893年创
刊内容，全文文献量55+万篇。

• APS出版的物理评论系列期刊：Physical Review、Physical 
Review Letters、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是各专业最
受尊重、被引次数最多的科技期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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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ournals.ap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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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ournals.aps.org



OSA数据库

• 美国光学学会（The 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OSA）成立于1916年。

学科范围覆盖光学和光子学理论研究及实际应用

OSA出版物包括：

• 15种高品质同行评审期刊（包括5种过刊，最早回溯至1917）；

• 与其他机构联合出版8种期刊，包括《中国光学快报》（Chinese Optics 

Letters）以及和IEEE联合出版的三种期刊，所有期刊均被SCI收录；

• 自1979年以来的260卷会议录；

• 2010年OSA推出《前苏联激光时代的开始》和《OSA早期总裁论文》2个

特别专题。《前苏联激光时代的开始》专题收录对激光科学和量子电子学

有重大影响的前苏联开创性研究论文。

62

https://www.osapublishing.org/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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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数据库

• 国际光学工程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ptical 

Engineering，SPIE）成立于1955年，是光学及其应用领域著名的

专业协会，以会议文献著称。

• SPIE数字图书馆（SPIE Digital Library）包括SPIE的期刊、会议录、

电子书。会议录包含7,000+卷SPIE会议录，回溯至1963年。

• 学科领域：光学工程、光学物理、光学测试仪器、遥感、激光器、

机器人及其工业应用、光电子学、图像处理和计算机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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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iedigitallibrary.org



SIAM（工业和应用数学学会）

66

• 工业和应用数学学会（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SIAM）出版16种同行评审期刊，
内容涵盖整个应用和计算数学领域。

• 《SIAM Review》2015年影响因子3.488（2016年为

4.897 ），在“应用数学和计算科学”领域254种期刊中
排名第二。

https://epubs.siam.org/



67



• 由教育部主管、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和出版、德国Springer公
司海外发行的系列英文学术期刊。

• 涵盖基础科学、工程技术、生命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众多领域。
含30种全英文学术期刊（保持更新的期刊26种），其中自然科学
类19种，人文社会科学类7种。

Frontiers 系列期刊数据库（已购买）



Frontiers 系列期刊数据库资源列表



• Emerald

• SAGE Premier

• LexisNexis

• HeinOnline

• Project Muse

• ABSCO 

• JSTOR（过刊）

常用外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经管、人文社科



Emerald Overview

300+同行评审期刊

3100+图书及近
2000电子图书

1500+案例集

 1967，Bradford University 50名学者

 管理学、工程学、图情学，及其它人文社会科学

 世界重要的人文社科出版社之一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



Emerald 管理学期刊（已购买）

 276种管理学领域期刊，是出版管理期刊数量最多的出版社

 涵盖管理学各个分支学科

—管理学5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商管理 公共管理

图书情报学 农林经济管理

—其他交叉学科和泛管理领域的期刊

市场营销

会计金融与经济学

商业管理与战略

公共政策与环境管理

信息与知识管理

人力资源与组织研究

图书馆研究

旅游管理

教育管理

运营物流与质量管理

房地产管理与建筑环境

健康与社会关怀



Emerald 工程学期刊库

• 23种工程学期刊（未购买，不能访问全文）

• 18种被SCI/EI收录

• 学科包括：

材料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工程计算

先进自动化

电子制造与封装



Emerald 电子系列丛书

• 2000卷电子系列丛书

• 50%以上被BKCI收录

• 分为《社会科学集》和《工商管理与经济学集》

• 支持传统和移动设备的多种下载格式（HTML、PDF、EPUB）

Authentic business scenarios for the classroom

http://www.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products/case_studies/pdf/ecase_brochure.pdf


Emerald 案例集

 亚、非、拉丁美洲、中东、东欧

 包含案例和教学注释

 1500+案例



• 是世界上最大的全文期刊集成出版商，总部在美国。

• 开发了近100多个在线文献数据数据库，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和
艺术等学术领域。

• 两个主要全文数据库：

Academic Search Premier（ASP）综合学科参考类全文数据库

Business Source Premier（BSP）商管财经类全文数据库

• EBSCO电子书专辑-IT与工程（试用）

• 通过EBSCOhost平台（ http://search.ebscohost.com）

外文期刊、杂志、图书、产业报告、行业出版物、专著、市场研究报告等
资源。

EBSCO出版公司

http://search.ebscohost.com/


• 为跨学科全文数据库，提供 4,600 +种期刊全文，其中包括 3,900 +种同行评审

期刊，以及 1,000 多种期刊的可搜索引用参考文献。

• 涵盖多元化之学术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科学、教育、法律、医学、语言学、人文、

工程技术、工商经济、信息科技、通讯传播、生物科学、教育、 公共管理、社会

科学、历史学、计算机、科学、传播学、法律、军事、文化、健康卫生医疗、宗

教与神学、生物科学、艺术、视觉传达、表演艺术、心理学、哲学、妇女研究、

各国文学等。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ASP) 综合学科检索数据库

• 是行业中最常用的商业研究数据库，全文收录 2,300 多种期刊，包括 1,100 多种

同行评审期刊，全文内容最早可追溯至 1886 年。

• 涵盖商业相关领域之议题，如金融、银行、国际贸易、商业管理、市场行销、投

资报告、房地产、产业报导、经济评论、经济学、企业经营、财务金融、能源管

理、信息管理、知识管理、 工业工程管理、保险、法律、税收、电信通讯等。

Business Source Premier（BSP）企业商管财经数据库



EBSCO



• 是美国著名的法学全文期刊数据库，内容涉及政治、国际关系、

外交等领域，是全球最大、收录最全的基于PDF浏览格式的全文

法学文献数据库，92%的法学期刊可回溯到创刊号。

• 收录全球最具权威性的2600多种法学期刊，同时包含近3000卷

国际法领域权威巨著，以及美国联邦和各州的案例，5500多部法

学经典学术专著和美国联邦政府报告全文等。

• 该数据库曾获得国际法律图书馆协会（IALL）、美国法律图书馆

协会（AALL）等颁发的多项奖项。

HeinOnline http://www.heinonline.org或http://home.heinonline.org



http://www.heinonline.org 或 http://home.heinonline.org



http://www.heinonline.org

选择检索范围及途径



注意电子资源的合理使用，杜绝过量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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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热忱欢迎各位同学
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

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lib.bupt.edu.cn

信息咨询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