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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实用的期刊宝库 
 ——万方、龙源、维普数据库 
 
                  
 

 四川大学图书馆  胡 靖 

             QQ:328009105   1592850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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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上大学才第一次坐火车 

我们充满憧憬，心随火车呼啸 

一路向北，向南，向东，向西 

奔向想象中的大学 

父母总是说 

注意安全，到了学校 

尊重师长，团结同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大学四年前… 



 版权所有 2013.09 四川大学图书馆  版权所有 2013.09 四川大学图书馆 

让我们提前看看四年后你会遇到什么？ 

大学四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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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的人肯定觉得挤在里面的人挺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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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典范企业人才招聘状况报告》显示，100家典范企业计划招
聘2017届本科应届毕业生45577人，比2016年的招聘量减少7.3%。 

• 2017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民营企业倒闭，而在2011年，民营企
业吸纳了34.2%的大学毕业生。 

以上数据来源：web.zzuli.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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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这个弱肉强食、僧多粥少的竞争
社会中，行走自如，该准备点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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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占忠：北京教育人才培训
中心主任。从事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 

影响学生就业难的因素主要有
三个关键点 
   

第一个因素是定位。 
第二个因素是就业竞争力。 
第三个因素是心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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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能力？ 
逻辑推理能力？ 
综合分析能力？ 
组织管理能力？ 
预测能力？ 

 

有点找不到前进方向？ 
那请听听我这个过来人的建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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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比努力更重要！！！ 

情报获取 方向判断 

信息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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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到底多重要？ 
 
对于国家：信息化社会，情报比导弹更重要！ 

对于企业：世界500强竞争情报系统的建立趋势： 

在《福布斯》公布的全球500强企业中，90％以上建立了较为完善的CIS，且
随着企业竞争情报工作的不断深化，CIS对企业的的贡献率也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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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没有参考！ 

论文没有思路！ 

自学无人指导！ 
 

你有需求 

梦想没有出路！ 

情报到底多重要？ 
 
对于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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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获取情报的能力吗？ 



 版权所有 2013.09 四川大学图书馆  版权所有 2013.09 四川大学图书馆 

情报获取工具之一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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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论文！ 
途径？数据库！ 
方法？三级! 
结果？信息-情报! 

我们本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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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报工具——数据库 

学术化 生活化 

1 万方数据库 
 
2 维普数据库 
 
3 龙源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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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万方数据库的使用 

              PK  

 
 

 
地位 

 

最早：国内第一家 
专业数据库公司 

最大：国内最大最全的数字期刊
文摘及全文库 

规模 3000余万篇（提供1982年
及其后的期刊检索） 

期刊12000余种、文献总量3000

余万篇（提供1989年及其后的期
刊检索） 

 
类型 

中、外文期刊（全文）、
学位、会议、专利、法规… 

 期刊（全文、文摘） 

内容 以科技信息为主，兼顾人
文（适合理工科院校） 

几乎涵盖全部国内中文出版物 

功能 
查新咨询服务 

学术圈等 
论文检测服务、查新咨询服务、
学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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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据库的三大境界： 

 
 

 1 万方数据库——使用 

学民级 

学霸级 

学神级 

会百度就用用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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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检索词1 输入检索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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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检索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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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用百度就会用数据库吗？ 

检索词为 
1、国内外电子信息技术发展现状 
2、电子信息技术发展现状研究 
 
检索结果 
       首页未找到合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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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据库的三大境界： 

 
 

 1 万方数据库——使用 

学民级 

学霸级 

学神级 

选好关键词，
利用多条件限
制和高级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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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调整检索关键词 
删除定语“国内外”、“研究”提高查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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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根据检索结果或需要加限定条件 
如时间、学科、作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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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控制论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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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挑选高被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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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选择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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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工程索引 

科学引文索引 

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中文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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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限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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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限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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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案例小结 
 

检索词 检索结果 检索方案调整

国内外信息技术发展现状 首页无合适结果 去掉不具代表性定语“国内” 

信息技术发展现状研究 首页无适合结果 去掉不具代表性定语“研究” 

信息技术发展现状 部分结果合适 使用限定条件检索 



 版权所有 2013.09 四川大学图书馆  版权所有 2013.09 四川大学图书馆 

                                        
 
 
 

                                       万方学霸级使用小结 
 
        我们希望检索结果又全面又合适，即检全率和检准率都令人满意，关
键在于选好检索关键词，并设定限定条件！检索技巧如下： 
 
1、发现结果少，不全面——提高检全率： 
方法一：去掉不具代表性的定语，如“研究”、“国内外”，提炼核心词
汇如“电子信息技术发展现状”，若结果依然不满意，可继续精简检索词
，输入能高度体现检索内容特征的检索词 
 
方法二：使用检索词的同义词多次检索：如“土豆”学名“马铃薯”，再
如阅读疗法，同义词有阅读治疗，读书疗法等，可分别进行检索。  
 
2、发现检索结果多或者内容不够准确，应提高检准率 
       限定检索结果，如时间、文献来源、类型、学科分类、期刊名称等，
提高检准率。还可使用高级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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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据库的三大境界： 

 
 

 1 万方数据库——使用 

学民级 

学霸级 

学神级 

使用万方分析
和学术圈了解
学术动态与高
水平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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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万方数据库——使用 

万方学术圈 

结识学术好友 

• 系统自动推荐同领域学者 

• 一键关注热门学者 

 

管理学术主页 

• 全方位学术风采展示 

• 学术成果/文辑分享 

 

管理学术成果 

• 轻松认领学术成果 

• 一键生成成果书 

 

交流学术心得 

• 学术动态一目了然 

• 好友私信交流更通畅 

 把握国内外主题研究走势 

 探究主题渗透的学科领域 

 发现主题相关的专家学者 

 了解主题相关的基金资助 

万方分析 

万方书案 

 免费管理个人在万方平台
操作过的文献资源； 

 系统自动记录，分类清晰，
方便查找 

 检索词订阅、检索式订阅、
期刊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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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学术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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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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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维普数据库 

              PK  

 
 

 
地位 

 

最早：国内第一家 

专业数据库公司 
最大：最大最全的数字期刊文摘
及全文库 

规模 3000余万篇（提供1982年
及其后的期刊检索） 

期刊12000余种、文献总量3000

余万篇（提供1989年及其后的期
刊检索） 

 
类型 

中、外文期刊（全文）、
学位、会议、专利、法规… 

 期刊（全文、文摘） 

内容 以科技信息为主，兼顾人
文（适合理工科院校） 

几乎涵盖全部国内中文出版物 

功能 查新咨询服务 
论文检测服务、查新咨询服务、
学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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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一、论文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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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二、期刊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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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三、期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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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功能请同学们自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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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龙源数据库 

              
 
 

评价：是全球最大的中文期刊网 

载体：期刊 

规模：3000余种期刊 

内容：时政新闻、文学文摘、管理财经、健康生      
        活、休闲时尚、文化艺术… 

对象：不限 

形式：文本、原貌、语音、手机及其无线网络 

 
 小结：介绍龙源的意义在于龙源不同于学术期刊库，其
内容更加贴近生活，呈现方式更多样化、界面更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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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方式一 方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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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登陆码——龙源注册登录秘密武器 
 24 50644061136000  

25 50644062023400  

26 50644063910800  

27 50644064798200  

28 50644065685500  

29 50644066572900  

30 50644067460300  

31 50644068347700  

32 50644069235000  

33 50644070122400  

34 50644071009800  

35 50644072897200  

36 50644073784500  

37 50644074671900  

38 50644075559200  

39 50644076446600  

40 50644077334000  

41 50644078221300  

42 50644079108600  

43 50644080996000  

44 50644081883300  

45 50644082770700  

46 50644083658000  

47 50644084545400  

48 50644085432700  

49 50644086320000  

50 50644087207300  

51 50644088094700  

52 50644089982000  

53 50644090869300  

54 50644091756600  

55 50644092643900  

56 50644093531200  

57 50644094418600  

58 50644095305900  

59 50644096193200  

60 50644097080500  

61 50644098967800  

62 50644099855100  

63 50644100742400  

64 50644101629600  

65 50644102516900  

66 50644103404200  

67 50644104291500  

68 50644105178800  

69 50644106066100  

70 5064410795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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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登录码一次绑定成功,下次访问阅览室只需正常登录即可阅读全文,并且手机版和网
页版均不限时间、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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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龙源数据库——小结 

龙
源
数
据
库
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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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培养一种兴趣，这样心灵才不会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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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看到的 
只是冰山一角 
图书馆 
更多宝藏 

等你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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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资源分享敬请关注 
“讲座预约系统” 



 版权所有 2013.09 四川大学图书馆  版权所有 2013.09 四川大学图书馆 



 版权所有 2013.09 四川大学图书馆  版权所有 2013.09 四川大学图书馆 

现在该学会一个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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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祝各位度过一个值得骄傲的大学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