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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采用固定刊名，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的连

续出版物

• 有统一的版式和外观

• 使用年、卷、期连续编号

• 每期可刊载多个著者的多篇文章

出版周期短、报道速度快、信息量大、内容新颖

是一种利用率很高的文献信息资源。

什么是期刊文献

期刊是科学知识传播和交流的一个媒介，

期刊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学术界的知识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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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b.ruc.edu.cn/

数据库检索入口



期刊数据库检索：图书馆主页-数据库-电子期刊-中文/外文

访问数据库要用微人大账号登录哦！

馆藏中文期刊数据库（16个）



数据库的具体情况简介和使用指南！

先登录



中文核心期刊索引库：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

晚清民国期刊资源：
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
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
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
《东方杂志》全文检索数据库

馆藏常用中文期刊数据库

台湾数据库：
月旦知识库
华艺数位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系列：
复印报刊资料系列（数字期刊库、全
文数据库、专题研究库）

综合性中文学术平台：
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万方-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
维普资讯-中文期刊服务平台

法学专业库：
“北大法宝”—法学期刊数据库

超星-超星期刊（移动图书馆资源）
超星-读秀知识库（综合平台）

http://cssci-nju-edu-cn.vpn.ruc.edu.cn/
http://sciencechina-cn.vpn.ruc.edu.cn/search_sou.jsp
http://www-cnbksy-com.vpn.ruc.edu.cn/
http://www-cnbksy-com.vpn.ruc.edu.cn/
http://www-dachengdata-com.vpn.ruc.edu.cn/
http://cpem-cp-com-cn.vpn.ruc.edu.cn/
http://www-lawdata01-com-cn.vpn.ruc.edu.cn/
http://www-airitilibrary-cn.vpn.ruc.edu.cn/
http://ipub-exuezhe-com.vpn.ruc.edu.cn/
http://ipub-exuezhe-com.vpn.ruc.edu.cn/
https://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Q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aspx
http://qikan.cqvip.com/
http://www.lib.ruc.edu.cn/info/72101.jspx
http://qikan-chaoxing-com.vpn.ruc.edu.cn/
http://www.lib.ruc.edu.cn/info/71923.jspx


馆藏中文期刊数据库的检索利用

 期刊及论文查找

1. 快速查找某篇文章：统一检索平台（中文发现、Balis资源）

2. 查找某一期刊：电子刊导航

3. 直接在全文数据库中查找：知网(CNKI)、维普、万方

 文献调研

4. 以CNKI为例，介绍中文期刊数据库的检索利用

 5. 中文核心期刊检索



统一检索平台

1.利用统一检索平台，快速获取某篇文章



简单检索

中文发现平台



通过中文发现查找全文

点击包库获取全文 无全文的，可以申请Balis文献传递
免费从外馆获取全文



http://www.balis.edu.cn/

通过Balis资源查找全文

Balis资源平台

http://www.balis.edu.cn/


点击文章标题或包库即可
获全文

Balis资源的检索结果页面

若无全文，点击Balis文献传递，可
从外馆免费获取

小提示：中/外文发现、Balis资源平台上
都嵌入了图书馆的Balis文献传递服务，本
馆无全文的文献，一键发送请求， 专业
的图书馆员免费帮您获取哦，赶紧用起来
吧！



2. 查找某一期刊：电子刊导航



经济研究

电子刊导航检索页面



3.在CNKI/维普/万方数据库中检索期刊及全文





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 高级检索页面（旧版）

返回首页



检索区域

知网首页

简单检索



CNKI数据库检索利用：期刊检索



经济研究



复合影响因子：是以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为复合统计源文献计算，被评价
期刊前两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在统计年的被引用总次数与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
的可被引文献总量之比。
综合影响因子：是以科技类期刊及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综合统计源文献计算，被
评价期刊前两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在统计年的被引用总次数与该期刊在前两年内
发表的可被引文献总量之比。

简言之：复合影响因子包括硕博士论文、会议论文、期刊引用的次数计算，但是
综合影响因子只包括期刊引用的次数计算。

CNKI期刊影响因子

期刊评价信息

期刊评价信息



列表浏览





检索字段选择

逻辑组配
增减检索字段

CNKI高级检索页面（新版）



阅读障碍

主题 儿童

检索实例：儿童阅读障碍

 4.CNKI数据库检索利用：文献调研





通过知识元检索补充检索词



检索式：(儿童 + 少儿 + 幼儿) * (阅读障碍 + 阅读困难 + 失读症)

逻辑组配： *（与） AND
+（或） OR
-（非） NOT

精确匹配用””： 如“一带一路”，
优先顺序用()
英文半角

编辑检索式

运算符： *   +   - ()   “”



第一步：在篇名字段输入阅读障碍 、阅读困难 、失读症

检索式：(儿童 + 少儿 + 幼儿) * (阅读障碍 + 阅读困难 + 失读症)

阅读障碍

阅读困难

失读症



第二步：在篇名字段输入儿童、少儿、幼儿，然后点击 结果中检索

儿童

少儿

幼儿



(儿童 + 少儿 + 幼儿) * (阅读障碍 + 阅读困难 + 失读症)

直接用检索式检索



直接用检索式进行检索结果

导出到参考文献管理工具
，实现全文的批量下载，
论文写作时参考文献的自
动编辑

被引排序，快速发现领域
内有重要影响力的文献

精炼检索结果



TI=((儿童 + 少儿 + 幼儿) * (阅读障碍 + 阅读困难 + 失读症))

编辑专业检索式

(儿童 + 少儿 + 幼儿) * (阅读障碍 + 阅读困难 + 失读症)

检索式也可以这样编辑：
TI=(儿童 + 少儿 + 幼儿) AND TI=(阅读障碍 + 阅读困难 + 失读症)

TKA=(儿童 + 少儿 + 幼儿) and TI=(阅读障碍 + 阅读困难 + 失读症)

（说明：TKA：篇关摘；TI:篇名）



 5.中文核心期刊查找

中文核心刊源：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刊（南大核心）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 ） 来源刊（中科院核心）

常用于：

1. 查询投稿期刊的核心情况

2. 已发表论文被核心刊源的收录、引用情况



（CSCD）



CSSCI来源刊及论文收、引情况查询

论文整刊收录 只有期刊列表，未收录论文





2019-2020年度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收录来源期刊1229种，其中中国出版的英文期
刊228种，中文期刊1001种。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分为核心库和扩展库两部分
，其中核心库909种（以备注栏中C为标记）；扩展库320种（以备注栏中E为标记）。

CSCD核心库和扩展库期刊论文为整刊收录，均可检索



CSCD来源刊及论文收、引情况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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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外文期刊数据库检索

馆藏外文期刊数据库（67个）



馆藏常用外文期刊数据库—分类概览

1. 文摘索引库（综合类）

Web of Science（Wos）

Web of Science是ISI Thomson公司开发的世界权威的、重要文献知
识平台。包括著名的三大引文数据库（SCI/SSCI/A&HCI）、会议录
（CPCI-S、CPCI-SSH）、德温特专利、JCR、ESI、InCites等数据库。
期刊、会议论文、专利、数据

Engineering Village（EI）

Engineering Village《工程索引》是工程技术领域的综合性检索工
具，由美国工程信息中心编辑出版，它把工程索引(Engineering 
Index）和工程会议（Engineering Meetings）综合在一起，囊括世
界范围内工程的各个分支学科。期刊、会议论文

Scopus

Scopus由爱思唯尔（Elsevier）于2004年11月正式推出，是目前全球
规模最大的文摘和引文数据库。Scopus涵盖了由5000多家出版商出
版发行的科技、医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24000多种期刊，其中同行
评审期刊21000多种。相对于Wos和EI，Scopus收录内容更加广泛。
期刊、会议论文、专利、图书

综合类、评价、索引库



2. 期刊全文库（综合类）

Elsevier ScienceDirect
荷兰Elsevier公司出版，以自然科学为主的期刊库。期刊、
电子书

Springer
德国Springer公司出版。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综合期刊
库。期刊、电子书

Taylor & Francis
英国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团，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类期刊
库。

Wiley Online Library
美国Wiley-Blackwell公司出版，涵盖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
技术和医学。100％为同行评审期刊。期刊、图书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剑桥出版社，高品质期刊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出版社，高品质期刊

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 美国科学院综合性科技期刊

Sage
美国SAGE公司出版，100％为同行评审，涉及人文社科、科
技和医药等多领域。期刊

综合类、学协会/出版社



3.数据库集成平台

EBSCO系列数据库

EBSCO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提供期刊、文献定购及出版
服务的专业公司之一，收录范围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
学、人文和艺术、教育学、医学等各类学科领域。期刊、
报纸、事实数据等

ProQuest系列数据库

ProQuest系列数据库内容涉及商业管理、社会与人文科
学、新闻、科学与技术、医药、金融与税务等。该库主
要特点是将二次文献与一次文献‘捆绑’在一起，为最终
用户提供文献获取一体化服务，用户在检索文摘索引时
就可以实时获取全文信息。收录期刊、行业杂志、报纸、
学位论文等多类型出版物。

Gale系列数据库
是国际著名出版机构和全球最大、最权威的参考书出版
商，多年来在出版人文科学工具书以及机构名录方面颇
具权威性。期刊、报纸、事实类数据、文学资源等

综合类、经济类、人文



4. 人文社科类期刊库

Emerald Management Xtra Emerald出版社，管理类专业库 期刊、图书等

ProjectMUSE人文社科期刊数据库
Johns Hopkins大学出版社与其图书馆合作开发的
高品质人文社科学术期刊

Cairn法语数据库（法语）
提供来自法国、比利时、瑞士和加拿大的法语学
术期刊、会议录、文集等出版物

Gale-Literature Resources (文学资源中心）
来自Gale集团，提供传记、书目及各个时代不同
文学风格作家的评论分析、期刊资料

John Benjamins在线期刊数据库
John Benjamins出版，以人文社科领域学术著作而
著名，特别是在语言和逻辑科学等领域。

ProQuest-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Behavior 
Abstracts (LLBA)（文摘库）

提供全球语言学及语言科学相关领域文献的文摘
与索引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教務雜誌》（1868--1941）

是19世纪在中国出版的英文刊物，研究中国近代
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EBSCO--Communication Source 全球顶级传播学全文资源

PAO（过刊库）
提供世界范围内从1802年至2000年人文社科类期
刊回溯性内容全文

JSTOR（过刊库） 人文社科过刊全文库，滞后一至五年

俄罗斯大全俄语数据库（俄语）
俄罗斯学术资源库，收录俄罗斯重要学术期刊、
政府法律信息等

人文社科（管理学、传播学、语言文学等）



5. 经济类专业库

EBSCO-EconLit with FullText(美国经济学会经济学全
文数据库)

美国经济学会(AEA）期刊全文库

EBSCO-Business Source Complete (BSC) 商管财经
学术文献大全

商管财经类全文数据库，提供3700多种期刊的全文，
包括商业案例，哈佛商业评论等内容。

ProQuest--ABI/INFORM Collection（包含ABI/INFORM 
Dateline、ABI/INFORM Global、ABI/INFORM 
Trade&Industry）

收录商业、经济学学科地方性或地域性出版物、公
司概况和华尔街杂志、时事通讯等

Gale-Business Insights:Global(商业与公司资源中心)
美国Gale集团出版，包括期刊、公司及行业协会信息、
原始投资报告、商业参考书等。

Source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提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图书、期刊
及统计数据等

IMF E-Library（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提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版的图书、期刊、
研究手稿、国家报告等

商业经管类



6. 法学类（法律法规）

Lexis Advance法律数据库

Lexis As One（Lexis Japan）（日语）

WestLaw International法律在线数据库

HeinOnline法律数据库

Gale-现代法律形成数据库（The Making of Modern Law）

Beck-online德文法律数据库（德语）

德国Juris数据库（德语）

Jurion德国法律大全（德语）

法学专业库



7. 理工类专业库 学科

Nature   理工

Science Online 理工

ACM（美国计算机学会）电子期刊数据库 计算机科学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IEL) 计算机科学

ACS（美国化学学会）电子期刊数据库 化学

RSC（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电子期刊数据库 化学

Thieme化学期刊数据库 化学

AIP（美国物理联合会）电子期刊数据库 物理

APS（美国物理学会）全文电子期刊数据库 物理

IOPscience（英国皇家物理学会出版社平台） 物理

AMS（美国数学学会）电子刊数据库 数学

MSP（数学科学出版社）电子期刊 数学

MathSciNet美国数学评论 数学

Project Euclid（欧几里德项目）数据库 数学

SIAM（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全文期刊数据库 数学

APA（美国心理学会）-PsycARTICLES 心理学

APA（美国心理学会）-PsycINFO 心理学



EBSCO数据库平台 http://search.ebscohost.com/

EBSCO 作为资源集成平台，收录范围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教育学、

医学等各类学科领域。

EBSCO平台可访问资源（已购）：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ASC）综合学术参考类全文数据库

 Business Source Complete（BSC）商管财经类全文数据库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ference Source一带一路资源中心数据库

 Communication Source：全球顶级传播学全文资源

 美国心理学会数据库PsycINFO和PsycARTICLES

 美国经济学会Econlit全文数据库

赠送资源（访问权限会有变动）：

EBSCO 公司向购买了 ASC+BSC 的高校免费开放 6 种数据库： ERIC( 教育 ) ；

MEDLINE(医学)；Library,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s (图书馆与信息

科学)；GreenFILE (环境保护)；Teacher Reference Center (教师参考中心)；Newspaper

Source (报纸全文库)。

EBSCO平台介绍

http://search.ebscohost.com/


http://search.ebscohost.com/EBSCO平台访问主界面

选择不同子库

http://search.ebscohost.com/


数据库名称 类型 收藏特点

ProQuest--Research Library 期刊 ProQuest综合学术期刊数据库

ProQuest--ABI/INFORM Collection 期刊
世界著名的商业、经济管理学科全文文献数据库，
包含ABI/INFORM Global, ABI/INFORM Trade & 

Industry及ABI/INFORM Dateline三个子库

Business Market Research Collection商
业市场研究数据库

事实类
包含Hoover’s Company Profiles、OxResearch、
Snapshots Series三个数据库中的公司、行业及地
缘政治宏观市场研究方面的信息

ProQuest-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Behavior Abstracts (LLBA)
期刊 语言学与语言行为文摘数据库

ProQuest-Literature Online 图书期刊多媒体 英美文学在线数据库

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Global(PQDT Global)
学位论文 国外博硕士论文文摘库

ProQuest-ProQuest博硕士论文全文数
据库

学位论文
国外博硕士论文全文库
861--至今

ProQuest-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NSA)
事实类 解密后的数字化美国国家安全档案

ProQuest-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 1832-1953

报纸 近现代中国英文报纸

ProQuest平台可访问资源（部分） http://proquest.umi.com/login

ProQuest提供商业、科技、医学、语言、艺术等160多个学科的相关学术资源，可实现跨库检索。收录期
刊、行业杂志、报纸、学位论文等多类型出版物。

主要特点：将二次文献与一次文献‘捆绑’在一起，为最终用户提供文献获取一体化服务，用户在检索文
摘索引时就可以实时获取全文信息。

http://proquest.umi.com/login


https://search.proquest.com/indexProQuest平台访问主界面

切换选择不同子库：只显示
本馆已购资源

https://search.proquest.com/index


Gale数据库平台
https://www.gale.com/intl/primary-sources

Gale集团隶属于全球最大的信息传媒集团之一The Thomson Corporation

（TTC），是国际著名出版机构和全球权威的参考书出版商，多年来在出版人文科
学工具书以及机构名录方面颇具权威性。学科主题，包括经济、历史、社会、国际
关系、文学、地理、政治、法律等，收录从15 世纪至今各重要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

图书馆购买了Gale 集团7个专题数据库：

Gale-Business Insights:Global（商业与公司资源中心）

Gale-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Online（ECCO十八世纪作品在线）

Gale-Gale Scholar收录从15世纪至今的重要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

Gale-现代法律形成数据库（The Making of Modern Law）

Gale-Literature Resources（文学资源中心）

Gale-Opposing Viewpoints Resource Center（相反论点资源中心）

Gale-World History in Context（世界历史资源中心）

Gale数据库平台

https://www.gale.com/intl/primary-sources


GALE平台访问主界面 https://www.gale.com/intl/primary-sources

https://www.gale.com/intl/primary-sources


馆藏外文期刊数据库的检索利用

 期刊及论文查找

1. 快速查找某篇文章：统一检索平台（中文发现、外文发现、 Balis资源）

2. 查找某一期刊：电子刊导航

3. 直接在全文数据库中查找：Elsevier、Springer、专业数据库

 外文核心期刊检索

4. 查询投稿期刊的核心情况；已发表论文的收录、引用查询

核心刊源：外文：SCI/SSCI/A&HCI、EI ； 中文：CSSCI、CSCD

 文献调研：

5.以Web of Science为例，介绍外文期刊数据库的检索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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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检索平台

1.期刊论文快速查找——获取某篇文章



通过外文发现查找全文

无全文的，请发送

免费帮您获取哦！



通过中文发现查找全文

点击包库直接获取全文
无全文的，请发送

免费帮您获取哦！

在中文发现平台上检索外
文全文，网速流畅！



通过Balis资源查找期刊全文



Balis资源检索结果

点击包库直接获取全文

无全文的，请发送

免费帮您获取哦！



2. 查找某种外文期刊—电子刊导航



The Lancet





清华电子刊导航 http://lib.tsinghua.edu.cn/dra/

查找某种外文期刊——利用清华图书馆电子刊导航

查找某种外文期刊

他山之石

http://lib.tsinghua.edu.cn/dra/


这些数据库本馆也有，点击可以直接链接到我馆相应数据库



The lancet

常用核心刊源
外文：SCI/SSCI/A&HCI、EI

中文：CSSCI、CSCD

3. 查询中外文期刊的核心情况—利用清华中外文
核心刊查询系统



3. 查询外文期刊的核心情况—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Web of Science平台，
点击任一个子库可以进入

JCR库查询
SCI/SSCI期刊影
响因子



期刊影响因子查询 全文获取工具

功能模块
主期刊查询

注意：要选择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文献管理工具

科技类期刊

社科类期刊

人文艺术类期刊

科技类会议

社科类会议
潜力期刊，目前还不是
SCI/SSCI/A&HCI





The lancet

(1)利用Master Journal List查询SCI/SSCI/A&HCI核心刊收录情况

按学科浏览查询



(2)利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查询论文或来源刊 SCI/SSCI/A&HCI 收引情况

帮助文档

基本检索：可以帮助我们方便地找到相关文献；
作者检索：可以查找某位作者发表的文章；
高级检索：可以让我们的搜索更精准

CPCI-S收录

SSCI收录

A&HCI收录

SCI-E收录

CPCI-SSH收录

外文核心收录情况：
期刊论文：SCI/SSCI/A&HCI   EI

会议论文：CPCI-S、 CPCI-SSH  EI



外文数据库列表

(3)利用Engineering Village（EI）查询论文或来源刊 EI 收录情况



检索举例：查找新冠病毒“COVID-19”的临床治疗方法
相关电子期刊文献

5. 利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进行文献调研

查找领域内的核心文献

("2019 novel coronavirus" OR "COVID-19" OR "2019-nCoV") AND 

(treatment OR diagnosis OR clinical)



结果太多，调整检索策略



查看检索历史

("2019 novel coronavirus" OR "COVID-19" OR "2019-nCoV") AND 

(treatment OR diagnosis OR clinical)



通过多次尝试检索，得到相对合
适的检索结果。

保存检索历史/创建跟踪

点击数字可以进入检索结果页面

1# (12,287)  主题: ((("2019 novel coronavirus" OR "COVID-19" OR 

"2019-nCoV") AND (treatment OR diagnosis OR clinical) ))

2# (3070)   标题: (((("2019 novel coronavirus" OR "COVID-19" OR 

"2019-nCoV") AND (treatment OR diagnosis OR clinical) )))

3# (3601)    标题: (("2019 novel coronavirus" OR "COVID-19" OR 

"2019-nCoV") AND (treat* OR diagnos* OR clinical) )

4# (171)    标题: (("2019 novel coronavirus" OR "COVID-19" OR "2019-

nCoV") AND clinical AND (treat* OR diagnos* ) )

5# (717)   标题: ((("2019 novel coronavirus" OR "COVID-19" OR "2019-

nCoV") AND clinical)) AND 主题: ((treat* OR diagnos* ) )



精读一些重要文献：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REVIEW

数据库自带强大的
文献分析功能

导出文献到EndNote，高效管
理个人参考文献



开放获取，直接查看全文

已安装Kopemio,自动帮您查找馆藏全文

还可以复制文献题名到中外文发现或BALIS资源查找全文，
如果上述途径都没有找到全文，发送BALIS文献传递请求，
专业馆员免费帮您获取全文！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文献调研（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功能包含常用字段和布尔运算符
的说明，可以灵活编写检索式

小技巧：每个数据库的高级检索方式不
尽相同，可以在高级检索页面或者帮助
文档找到相关说明

AND TI= ((treat* OR diagnos* ) )
TI=(("2019 novel coronavirus" OR "COVID-19" OR "2019-nCoV") 

AND clinical)

4# (171)    标题: (("2019 novel coronavirus" OR "COVID-19" OR 

"2019-nCoV") AND clinical AND (treat* OR diagnos* ) )

TI=(("2019 novel coronavirus" OR "COVID-19" OR "2019-

nCoV") AND clinical AND (treat* OR diagnos* ) )



利用SCOPUS数据库——文献调研

TITLE ( ( ( "2019 novel coronavirus" OR "COVID-19" OR "2019-

nCoV" ) AND clinical ) AND ( treat* OR diagnos* ) )



基本步骤：

1. 初拟检索式试检：

("2019 novel coronavirus" OR "COVID-19" OR "2019-nCoV") AND (treatment OR 

diagnosis OR clinical)

2. 调整检索策略：如果觉得结果不满意，可以通过增减关键词、调整检索字段、改变

布尔运算符等方法来尝试；

3. 调整出满意结果之后，再去挑选最相关的文献；

4. WOS提供了文献题名、作者、出版物、出版年等基本信息及摘要，可以根据摘要

了解文献内容；如果需要全文，则可以复制文献题名到中外文发现、BALIS资源或

Kopernio一键获取。

文献调研小结：
实例：查找新冠病毒“COVID-19”的临床治疗方法相关电子期刊文献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和Scopus是进行外文期刊文
献调研的重要工具

小提示：中/外文发现、Balis资源平台上
都嵌入了图书馆的Balis文献传递服务，本
馆无全文的文献，一键发送请求， 专业
的图书馆员免费帮您获取哦，赶紧用起来
吧！



查找外电子期刊文献的基本方法

中/外文发现

电子刊导航

BALIS资源



调查问卷网址：
https://www.wjx.cn/m/94375053.aspx

人图讲座微信群



欢迎利用图书馆资源与服务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