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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期刊概述

 概念

 特点

 核心期刊



1、概念

又称为“杂志”，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进行探讨，

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的报道新技术和新理论的连续出版物。

有周刊、半月刊、月刊、季刊等。

从期刊获取的科技情报占整个情报来源的60%-70%，

是科研活动中最为常用的文献资源。“核心期刊”代表了该

领域较高的学术水平。



2、特点

 周期短

 内容新（追踪课题的前沿发展）

 信息量大

 反映信息成果及时

 利用率高



3、核心期刊

中文：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大，2014年版）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南大）

中国科学引文索引（CSCD，中科院）

 EI，SCI来源期刊

外文：

 同行评审： 同行评审（Peer-Review）



二、中文电子期刊论文

 期刊源（获取途径）

 CNKI检索示例



获取途径：

 CNKI中国学术期刊全文库（网络版）

 万方数字化期刊子系统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系列人文社科库

 龙源期刊网

 北大法宝

……

三大常用中文数据库



1、CNKI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CNKI是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发起的国家知识基础设施工程。中国学术期

刊网络出版总库（简称CAJD），是CNKI知识创新网中最具特色的文献数据库

。

出版内容：以学术、技术、政策指导、高等教育及科普类期刊为主，内容覆盖

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社科、农业、哲学、医学等领域。

期刊总数： 学术期刊8000余种

核心期刊： 1979种（2014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的期刊）

专辑专题：十大专辑：基础科学、工程科技Ⅰ、工程科技Ⅱ、农业科技、医药卫生科

技、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社会科学Ⅱ、信息 科技、经济与管理

科学。十大专辑下分为168个专题。

收录年限： 1994年至今，最早回溯到 1915年。



2、万方数字化期刊子系统

是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集纳了科技

及人文和社会科学期刊的全文内容。

期刊总数： 8000余种

核心期刊： 3200 余种

收录年限： 自1998年以来至今出版的期刊

学科范围： 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药卫生、农业科学、哲学政法、

社会科学、科教文艺等各学科。





3、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 

Database，简称CSTJ）是由重庆维普资讯公司制作并提供服务的。使用

权限包含“期刊文献检索”及“文献引证追踪”。

期刊总数： 12000余种

核心期刊： 1957余种

回溯年限： 1989年，部分期刊回溯至1955年

学科范围：自然科学、工业技术、社会科学、农业科学、医药卫生、教

育科学、经济管理、图书情报等领域。





期刊评价报告



中文三大期刊系统比较

这三个期刊数据库基本覆盖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1）CNKI 综合性上做的好、学术性较强，有优先出版期刊，更新速度最快，适合查

新、教学、科研。

2）维普收录的期刊较全但比较杂，论文质量良莠不齐。

3）CNKI、维普的期刊导航做的详细（如CNKI期刊统计报告、维普期刊评价报告）

，尤其CNKI规范，文献回溯时间都比万方早。

4）CNKI、维普检索时可直接限定查看核心期刊论文（“来源类别”中选择北大核心、

南大核心等），万方只能在检索结果中查看每篇文献的来源标注。

5）检索功能：CNKI、维普比较强大。分析排序功能：CNKI做的更好，知网节有特

色。



4、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

是在《复印报刊资料》纸质期刊基础上进一步分类、编辑整理形成。

收集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报刊公开发表的人文社科学术研究成果的精萃，

由专业编辑和业界专家进行精选，分类编辑，汇编成库，形成“精中选

精”的最终成果。

按学科分为九大类，包括：政治学与社会学类、法律类、经济学与

经济管理类、教育类、文化信息传播类、历史类、文学与艺术类、哲学

类和其他类。

数字期刊数据库包括：“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原发刊系列两部分

内容。





5、龙源期刊网

名
刊
、
流
行
刊
物



以CNKI为例——如何检索获取？

查找“网络环境下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的知识产权风

险及对策”方面的期刊论文。



CNKI
期刊论文

1、检索 2、分析排序 3、作者发文检索 4、期刊导航



（1）对检索题目进行分析

（2）选择相关数据库

（3）制定检索策略

（4）拟定检索表达式

（5）选择检索途径

（6）根据检索结果，调整检索策略

（7）查全率与查准率

1、检索--检索策略与步骤



（1）分析题目内容实质，确定检索词

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在进行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的过程中存在诸如

信息资源下载、信息资源传播、信息资源共享等知识产权风险及对策。

数字参考咨询服务是数字化信息环境下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的新模式。

虚拟参考咨询是图书馆利用现有的网络平台推出的一种参考咨询方式。

著作权是知识产权的一种。

检索词：

 检索词1：著作权；版权；知识产权（上位词，习惯用）

 检索词2：数字参考咨询；虚拟参考咨询



（2）登录CNKI，选择期刊数据库“高级检索”方式

检索区

限定区



（3）将检索词输入检索框、确定合适的字段和
逻辑关系

限定发表时间

限定来源类别





（4）调整字段或者检索词，再次进行检索

检索词1：著作权；版权；知识产权

检索词2：咨询；图书馆





勾选来源类别，查

看高水平的论文。



（5）通过阅读篇名或者摘要确定需要的论文



1、基本信息

2、扩展信息

知网节：以某篇文献或者某个知识点为中心的知识网络，以揭示不同文献或知识

之间的关联关系。提供当前文献的基本信息及扩展信息。包括具体的参考文献、引证

文献、相似文献以及同行关注文献等相关的文献，帮助读者快速扩充研究内容。



引用本文的文献。
本研究工作的继
续、应用、发展
或评价。

反映本文研
究工作的背
景和依据。

与本文有相同参考文
献的文献，与本文有
共同研究背景或依据。

与本文同时被作
为参考文献引用
的文献。与本文
共同作为进一步
研究的基础。

进一步反映本文
研究工作的背景
和依据。

更进一步反映本
文研究工作的继
续、发展或评价。

实现知识的“溯源、寻踪和发现”
参考文献：向研究的起源方向查找。

引证文献：向研究的后续方向查找。

相关文献：向更广方向查找。

知识网络



查看作者关注领域、

高被引文献等信息。

作者知网节



2、分析、排序

3、来源类别、出
版物等分组精炼

2、检索结果排序

1、查看分组情况



 学科类别：查看检索结果所属更细的学科专业。

 发表年度：了解该主题研究成果随时间的变化趋势，进一步分析所研究课题的未来研究

热度走向。

 研究层次：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类，每类下再分为理论研究、工程技术、政策指

导等多种类型。查到相关的国家政策研究、工程技术应用指导、行业技术指导等。

 作者：了解该领域的学术专家、学术榜样。跟踪已知作者的发问情况，发现未知有潜力

的作者。

 机构：找到有价值的研究机构，全面了解研究成果在全国的全局分布，跟踪重要机构的

成果。

 基金：了解国家对这一研究领域的科研投入情况，对口申请课题。

检索结果分组：



 主题排序：与研究主题相关度较高的文献。

 发表时间：筛选最新出版的文献，跟踪学术发

展，进行文献的系统调研。

 下载频次：高质量的文献。

 被引频次：选出引用较多的优秀

文献及优秀出版物。

检索结果排序：



检索结果导出：



了解文献之间的互引关
系、总体发文趋势、资
源类型分布等。

可视化分析：



了解检索主题的研究

热度、预测发展趋势。



分布分析图：



3、作者发文检索
查看作者、机构
的发文情况



4、期刊导航
查找期刊



按年卷期浏览



原
版
目
录
页



期刊统计与评价



小结

三个途径：

 途径一：检索——查

最快、最方便地查到需要的信息，包括：基本检索、高级检索、作者

发文检索等。

 途径二：导航——找

直接浏览期刊基本信息，可以做年卷期的内容浏览，按期查找。

 途径三：知网节——推

提供当前文献的基本信息及它的相关信息，帮助快速扩充研究内容。



三、外文电子期刊论文

 数据库资源

 信息来源广收录量大

 收录年限较长

 便于受控词检索

 不提供全文

 直接，获取全文

 分散，查阅不便

 数量，增长较快

 电子期刊 （增订）
 方便，检索简单

 清晰，按年卷期浏览

文摘型（如SCI-Expanded、EI来源期刊）全文型



获取途径：

 专业协会（学会）

单一学科或跨学科，刊种类少，质量高。

 数据库集成商

内容广泛，刊种类多，质量参差不齐，滞后性，来源刊不固定。

 著名出版集团/出版商

刊质量高，及时性强，绝大数电子版优先发行（Online First）。



获取途径 ——专业协会（学会）

 IEL ，即IEEE/IEE

 AIAA美国航空航天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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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E国际光学工程学会

 IMechE英国机械工程师协会

 ASME 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

 ASCE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ION美国导航学会



获取途径 ——数据库集成商

 EBSCO

 ProQuest 公司

 SAGE出版公司



获取途径 ——著名出版集团/出版商

 Springer出版集团

Taylor & Francis 集团

Nature出版集团

Emerald出版社

剑桥大学出版社（CUP）

 IGI 出版社（NSTL新增订）



1、IEL数据库

IEL，即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数据库包含两个机

构的出版物：IEEE（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和IET（英

国国际工程和技术学会），其权威的内容覆盖电气电子、航

空航天、计算机、通信工程、机器人自动化、电力等各种技

术领域。

提供1988年以来两大机构出版的：

期刊：170种IEEE期刊与杂志、27种IET期刊；

会议录：每年1400多种IEEE会议录和20多种IET会议录；

标准：2600多种IEEE标准。



2、AIAA 美国航空航天学会数据库

美国航空航天学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于1963

年由美国火箭学会和美国宇航科学学会合并而成，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航天出

版机构之一，致力于航空、航天、国防科技领域的研究。

AIAA数据库提供其重要出版物——期刊和会议录全文的在线访问。还

包含期刊及会议的征稿信息与投稿指南，以及宇航科学领域的各种职业发展资

讯。

AIAA期刊：10种同行评审（peer-reviewed）期刊，另有两种已停刊(回溯数

据仍可访问)。

AIAA会议论文：收录每年AIAA出版来自20到30个会议的会议论文，涵盖

了航天航空领域的各个方面。



3、EBSCO数据库

数据库是EBSCO公司提供的学术信息、商业信息网络

版数据库。数据库包含二次文献与一次文献，为读者提供文

献获取一体化服务，检索结果为文献的全文、文摘、目录。

EBSCO检索平台提供13个数据库的使用，其中两个主

要全文数据库是：ASC和BSC。



 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Academic Source Complete）

ASC为学术型综合学科类数据库。收录16,500多种期刊的索引及摘要，包括

8800多种全文期刊（其中7700多种为同行评审期刊 peer-reviewed），还包括

860多种非期刊类全文出版物（如图书、报告及会议论文等）。

主题范畴：工程技术、信息科技、计算机科学、社会科学、法律、人文、通

讯传播、公共管理等。

 商管财经学术文献大全（Business Source Complete）

BSC为EBSCO最完整的商管财经全文数据库。含有最早可追溯到1886年最重

要的学术类商业期刊的索引和摘要。收录6200多种期刊索引及摘要，其中

3800多种为全文期刊（近2000种为peer-reviewed同行评审）及非刊全文出版

物（如案例分析、专著、国家经济报告、行业及研究报告等）。

主题范畴： 商业经济相关主题，如营销、管理、会计、金融、经济等。



4、Proquest Central数据库

ProQuest Central 为Proquest公司在2009年推出收录最全面的集成数

据库，包含文摘题录信息和部分全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商业经济

数据库ABI，还有原剑桥科学文摘（CSA）平台丰富的特色专业数据库

（Aerospace Database航空航天数据库）。

涉及商业经济、人文社会、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等广

泛领域，包含学位论文、期刊、报纸等多种文献类型。



5、Springer Link电子期刊(含回溯库) 

德国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是世界上著名的科技出版集团，通过

Springer LINK系统提供学术期刊及电子图书的在线服务。

期刊的学科范围包括：工程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统计学、物理与天文学、

化学和材料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法律等，1820多种期刊有全文权限，

Springer出版的期刊60%以上被SCI和SSCI收录，最早可回溯到1997年。

此外，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已于2008年5月购买了Springer回溯数

据库（Springer Online Archive Collections ，简称OAC）全国使用权，起止年为：

1832-1996年。



6、SAGE期刊数据库

SAGE公司于1965年成立于美国，最初以出版社会科学类学术出版物起家，

至今为止已经与200多家专业的学术协会和组织建立了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主要

为欧美协会和组织)，合作出版700多种社会科学、人文、自然科学、科技、商业

和医学类的期刊。

 SAGE Premier（现刊）

包含SAGE出版的452种高品质学术期刊全文，涉及社会及人文科学、科技

理工、医药等40个学科。收录年限是1999年至今。

 SAGE Deep Backfile（过刊）

包含SAGE出版的300多种高品质学术期刊的全文(过刊)，收录年限是该期

刊的第1卷第1期(如有)至1998年。



7、Taylor & Francis ST期刊数据库

提供超过460余种经专家评审的高质量科学与技术类期刊, 其中超

过80%的期刊被汤森路透科学引文索引收录；内容最早至1997年。该科

技期刊数据库包含5个学科：数学和物理学、化学、工程、计算及技术、

环境与农业科学。

 Taylor & Francis移动配置：Taylor & Francis Online支持智能设备移动

阅读，无需下载安装任何APP，直接登录www.tandfonline.com，平台自

动识别跳转至相应移动版本。



8、Emerald 管理、工程数据库

Emerald主要出版管理学、图书馆学、工程学等专业领域

的期刊。

 Emerald管理学全文期刊库（2000-至今）

包含268种专家评审的管理学术期刊(其中图书馆学期刊32种)，提供最新的

管理学研究和学术思想。

 Emerald工程学数据库（2000-至今）

收录26种高品质的同行评审工程学期刊，几乎全被SCI、EI收录。涵盖先

进自动化、工程计算、电子制造与封装、材料科学与工程。

 Emerald全文期刊回溯库（第一期第一卷至2000）

包含178 种全文期刊，涉及会计、金融与法律、管理科学与政策、图书馆

情报学、工程学等领域。所有期刊回溯至第一期第一卷，最早回溯到1898年。



9、CUP剑桥大学出版社学术期刊

Cambridge Journals 为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文电子

期刊数据库，包含300多种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分为三个学科包：科

学技术类、人文社科类、医学类，最早可回溯到1997年。

 科技类：119种期刊，近80%被SCI收录。以数学、流体力学、材料学、

环境与生物保护学、农业、神经学与心理学见长。

人文社科类：207种期刊，近66%的期刊被SSCI/AHCI收录。以经济学、历

史、政治学、语言学、地域学见长。

工程技术类：58种期刊，其中有46种被SCI收录，占总数的79%。



10、IGI Global电子期刊数据库

IGI出版社（全称IGI Global，简称IGI）成立于1988年，是一家领先

的国际性的学术出版商。目前已出版了150余种期刊，其电子期刊以

“高被引”而全球著名，被众多全球知名的索引收录，例如：Thomson 

Reuters, Scopus, Compendex, INSPEC等。

涉及学科范围：信息科技、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图书馆信息科技、

传媒与通信科技、教育科技、商务与管理、政务管理、安全与法医学、

社会科学与网络行为等。



检索示例：

EBSCO数据库检索：

查找“航空公司运营成本分析及控制研究”方面的

期刊论文。



（1）分析题目，确定检索词

 成本分析： cost N1 analy*

可检出：cost analysis、cost analyzing、analysis of cost等

 成本控制：cost N0 control*

可检出：cost control、cost controlling

 航空公司：airline* 

可检出：airlines、airline、airline company、airline industry



（2）登录EBSCO，选择 ASC 和 BSC 数据库



（3）将检索词填入检索框、确定合适的字段
和逻辑关系





共9篇全文



（4）调整字段或者检索词，再次进行检索



（5）通过阅读篇名或者摘要确定需要论文



下载全文



四、网络免费电子期刊论文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是经教育部批准，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

中国科技论文打破传统出版物的概念，免去传统的评审、修改、编辑、

印刷等程序，给科研人员提供一个方便、快捷的交流平台，使新观点和

新成果能够得到及时发表和推广，使科研创新思想得到及时交流。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DOAJ)--开放获取期刊

DOAJ（Directory of OAJ）是由瑞典的隆德大学图书馆Lund 

University Libraries为开发存取期刊做的一个目录系统。截至目前收录的

开放存取期刊超过9426种。目前，有5687种期刊能够检索到文章级别，

即能检索篇名，关键词，摘要等，用于科研教育及其他活动。



1、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2、开放存取期刊（DOAJ：Directory of OAJ）



HighWire 电子期刊（HighWire-hosted Journals）



五、文献传递

为了弥补馆藏文献的不足，根据读者需要，馆馆之间通过复印、扫

描、邮寄等方式，共享图书、期刊、会议文献、学位论文、报告等文献

资源的一种服务模式。

分返还式和非返还式两种：

（1）返还式——馆际互借

（2）非返还式——“文献传递” （大部分文献以原文复制品形式通

过E-mail传递给读者或者提供文献下载的网址）

凡我校在职教学科研人员、研究生及大四学生均可注册。



CALIS：中国高等教

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简

称CALIS）。 CALIS管

理中心设在北京大学，

下设文理、工程、农学

、医学四个全国文献信

息服务中心。

原文传递

CASHL：中国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hina Academi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Library，简称

CASHL ），是全国性的唯

一的人文社科外文期刊文献

保障体系。已发展成员馆

400多家，可为全国高校和

其他科研机构提供高水平的

人文社科文献保障。



CALIS与CASHL文献传递系统基本情况对比

对比事项 CALIS CASHL

项目主管部门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可检
索和
传递
的资
源

学科覆盖 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 人文社会科学

文献类型
中外文图书、中外文报刊、中外文学位论文、电子教
参书籍、高校特藏资源、专利、标准、报告

外文期刊、外文图书、大型特藏文献、学
科特色资源

文献数量

600万种图书，10万多种外文期刊（纸本+电子），
400多万篇中外文学位论文，36万种中文图书和3千
多册外文图书的在线阅读，20多万册外文教参图书以
及古籍、拓片等特色资源

近2万种外文期刊、146万种外文图书（印
本+电子），6个外文数据 库、137种大型
特藏文献，17个中心馆学科特色资源

来源馆
CALIS高校成员馆、国家图书馆、国家科技图书文献
中心、上海图书馆

CASHL 17家中心服务馆

成员馆角色
成员馆即服务馆（目前成员馆约1000余家），既享
受服务也提供服务

17家服务馆，700余家成员馆。仅由17家
服务馆向成员馆用户提供服务，其它成员
馆仅享受服务

服务使用及资源检
索

用户可在任何有互联网的地方使用该服务，但用户在
成员馆IP范围外上网时，需先登陆才能使用CCC外文
期刊网进行检索，其它资源可在未登陆状态下进行任
意检索

用户可在任何有互联网的地方使用该服务，
并任意检索其检索平台中的资源

用户登录方式
校园一卡通登陆 直通车登陆（在CASHL单独注册）、校园

一卡通登陆

服务方式
中介式服务（用户提交申请后，由管理员审核确定本
馆是否有收藏，再决定是否向外馆转发）

无中介服务、集中式文献传递服务模式
（用户直接向服务馆提交申请，无需管理
员确认和转发申请）

收费标准
我校用户文献传递中发生的成本费用由天津高校文献
信息中心承担，在一定数额内读者无须支付任何费用。

每年3月、9月CASHL都会有原文传递优惠
活动，活动期间传递费用全免。优惠活动
时间以外，读者自己负担费用。



1、CALIS--文献传递服务流程

新用户注册 新用户确认
在系统内
提交请求

登录CALIS天津

市文献信息服务

中心首页

（http://www.tj.

calis.edu.cn:80

90）

电话或者到
馆与文献传
递员确认账
号

填写有关文献
的信息，尽可
能详细（文献
类型、出版物名
称、题名、卷期
号、出版年、页

码等）

获取文献

文献传递员将文

献的电子版全文

发送至申请人预

留邮箱



输入个人信息内容，打*号是必填项。





（2）CALIS--递交文献请求：



点开“申请管理”



点开“提交申请”





2、CASHL--文献传递服务流程

新用户注册 新用户确认
在系统内
提交文献
传递请求

登录CASHL主页

（http://ill.cashl.

edu.cn/gateway）

进行帐户注册

电话或者到
馆与文献传
递员确认账
号

进入“高校人
文社科外文期
刊目次数据
库”，浏览或
查询找到所需
文献，发送文
献传递请求

邮箱获取
文献

系统将文献全文

链接发送到预留

邮箱



CASHL--递交文献请求：





点击“文献传递”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