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文期刊全文库检索和利用



“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远一些，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 --------牛顿

• 外文期刊的特点：

• 1.数量多

• 2.范围广

• 3.出版周期短、速度快

• 在高起点上开展学术研究，英文原文不可或缺



核心研究（权威、前沿、最新）
----三大核心帮助我们探索

• 核心期刊

• 核心文献

• 核心作者、机构



主要内容

• 我们有什么资源？如何找到核心资源

哪些数据库、特点、学科类别

• 如何利用资源？

检索与利用、结果的获取、个性化功能



四川大学图书馆外文电子期刊全文库

更多请见：资源导航--资源门户--外文数据库A-Z



•

• 综合类



四川大学图书馆外文电子期刊全文库

综合类：

• EBSCO
• Science Direct（Elsevier SDOL）
• SpringerLink 
• Wiley-BlackWell e-journals
• Emerald
• Oxford Journals (OUP) 
• Cambridge Journals Online
• 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 (PRL)
• SAGE Journals Online
• Taylor & Francis期刊数据库
• Frontiers 系列期刊数据库
• ………



• EBSCOhost平台



EBSCO数据库系统简介

• EBSCO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提供学术文献服务的专业公司之一，提供
数据库，期刊、文献订购及出版等服务，总部在美国。开发了300多
个在线文献数据库产品，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物医学、人文
艺术等多学科领域。

• 其中两个大型全文数据库是
• EBSCO: Academic Search Ultimate 

• （ASU，综合学科参考文献大全－旗舰版）

• EBSCO: Business Source Complete

（BSC，商管财经类全文数据库）



EBSCOhost平台数据库



EBSCO: Academic Search Ultimate （ASU，综合
学科参考文献大全－旗舰版）

• 收录年限：1887 年至今

• 收录文献的主题：生物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心理学、教育、法律

、医学、语言学、人文、信息科技、通讯传播、公共管理、历史学、计算机
科学、军事、文化、健康卫生医疗、哲学、艺术、视觉传达、表演、哲学、
各国文学等。

• 收录的文献：提供16700多种期刊的索引及摘要，其中超过10600种为全
文期刊，包含6,800多种为专家评审且无时滞期刊；此外，还收录有900多种
非刊类全文文献，例如：360多种全文图书专著以及百余种会议论文、百科

和专题报告全文等。另外还收录数千种来自亚洲、大洋洲、欧洲及拉丁美洲
等当地语言的全文期刊，涉及80多个国家。该库的2700多种全文期刊同时收
录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有5800多种全文期刊同时收录于Scopus数据
库。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Back to 1920

Back to 1945Back to 1929 Back to 1975 Back to 1911

Back to 1930 Back to 1975 Back to 1954 Back to 1971

近150种期刊回溯至1975 或更早



EBSCO: Business Source Complete

• 收录年限：1886年至今
• 主题范畴：商业经济相关主题，如营销、管理、管理信息系统(MIS)
、生产与作业管理(POM)、会计、金融、经济等等。

• 数据内容： BSU为 EBSCO 最完整的商管财经全文数据库，收录
6,200多种期刊索引及摘要，提供4,899种全文期刊（其中3,100多种
为持续收录全文期刊）；有571种全文期刊同时收录于Web of 
Science, 有1,200多种持续收录的全文期刊同时收录于Scopus。另
外BSU还收录如下非刊类全文资源：近千种书籍专著，超过2万份企业
公司档案，1,200多份国家经济报告，8,400多份行业报告，900多份
案例研究，2,600多份市场研究报告，4,200多份SWOT分析等等。同
时BSU 数据库收录专题论文、参考工具资料、书摘、会议论文、投资
研究报告等。数据库收录来自70多个国家出版的全文期刊。



顶尖的市场营销方面的期刊：

Study by Hult, Neese and Bashaw from Journal of Marketing Education

Data (for both of the above) from January 4, 2013

Journal of Marketing1

Rank Journal Name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JMR)2

EBSCO

1936 to present

1964 to present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3 1974 to present

财经期刊：
Study by Mabry & Sharplin, “Conclusions, a Final Ranking of Finance Journals”, 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Journal of Finance1

Rank Journal Name

Journal of Financial & Quantitative Analysis2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 Banking3

EBSCO

1946 to present 
(Embargoed)

1966 to present

1969 to present
(Embargoed)



EBSCO比较有特点的一些数据库：

• 哈佛大学知名教授的57个研讨会视频(Seminar Video)，点击观看视
频。

视频

文字PDF



EBSCO平台比较有特点的一些数据库：

• Open Dissertation（EBSCO学位论文数据库）

• Open Dissertations是一个开放获取的数据库，在威尔逊基金会和
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大力支持下，不仅涵盖了EBSCO之前发
布的美国博士论文1933-1955的文献，而且于2015年在威尔逊基金会
支持下，该数据库将1955年至今的论文文献一并收录，目前共计超过
80万篇来自全世界的论文提供给读者检索。



ScienceDirect（Elsevier）

ScienceDirect（SD）系统是Elsevier公司的核心产品，自1999年开始
向读者提供电子出版物全文的在线服务，包括2500多种期刊和30000
多种图书，大约13,652,857篇论文

涉及四大学科领域：是科技和医学信息的领先者。物理学与工程、生命
科学、健康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

目前校园网用户可访问图书馆订购的、1995年以来期刊的全文。凡是
在刊名后面有绿色标记的，都是校园网用户可以访问全文的。SD系统
中的图书、部分期刊需另外订购才可访问全文。

覆盖范围:   语言文学,哲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经济金融与管理,法律,教育，
新闻,生命科学,医学,数学,物理,化学,技术科学,信息科学,环境科学等



检
索

分类



SpringerLink

• 2015年，自然（Nature）出版集团、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
Palgrave Macmillan）、麦克米伦教育（Macmillan Education）
、施普林格（Springer）科学与商业媒体合并而成施普林格自然集团
（Springer Nature），因此Springer Nature电子期刊与电子书包括
了原Springer电子期刊与电子书和原Palgrave电子期刊与电子书，我
校用户可以通过SpringerLink平台访问约1600余种电子期刊（可访问
1997年至今内容）与27500余种电子书（可访问2005-2016年全部理
工医类、全部数学学科及2016年人文社科类内容），学科涉及化学与
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能源、工程学、数学与统
计学、物理与天文学、专业计算与应用技术、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
医学、行为科学与心理学、商业与管理、经济与金融、教育、社会科
学、法律与犯罪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历史、文学文化与传媒研究
、宗教与哲学。。



Springer电子期刊

 收录的部分核心期刊：
Engineering：“Archives of Computation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
工程计算方法文献集
Computer Science： “Data Mining and Knowledge Discovery”数据
挖掘和知识发现
Physics and Astronomy： “Advances in Polymer Science”聚合物科学
进展

Mathematics & Statistics：“Acta Mathematica”数学学报
Medicine：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OTOLARYNGOLOGY  耳鼻喉科学研究协会杂志。耳鼻咽喉科领域排名第一



Springer电子期刊：

• Biomedical and Life Science：“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脑结构和功能

• Humanties, Social Science and Law：“
”行为研究方法



其他重要的数据库：

• Wiley-BlackWell e-journals

• 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

• SAGE

• 。。。。
•

•



•

• 理工类



四川大学图书馆外文电子期刊全文库

理工类

• IEEE/IEE digital Library(IEL) （电子、电气、计算机）
• Nature （生物学及物理学等自然基础科学各学科领域的核心刊物 ）
• Nature e-journal archives(1869-1986)
• APS和AIP(物理学）

• ACS(化学）
• Optics InfoBase (OSA)美国光学学会
• 美国数学学会AMS电子期刊
• Science Online
• Scitation Collections(美国小型学会期刊集)数据库
• NSTL免费电子期刊数据库
• 。。。。。

http://www.ieeexplore.ieee.org/
http://nature.calis.edu.cn/
http://ojps.aip.org/
http://202.115.54.17:8080/V/A81R839IHYDTNIA1BFEUA1IR69SEVDGXUJ2JDI9Q8U4AEYMC1D-48461?func=native-link&resource=SCU02098


理工类

• ACM(美国计算机协会)

• AIAA（美国航空航天学会）

• AIMS（美国数学学会）电子期刊

• EMS欧洲数学学会电子电子期刊&电子图书数据库

• ASCE （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 ASME（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

• SIAM Journals Online （1953-1996）（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会）

• MSP（数学科学出版社）电子期刊

• SPIE Digital Library （国际光学工程学会）

• ……



NSTL电子期刊数据库及资源
简要介绍：NSTL免费电子期刊数据库，主要介绍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提供免费阅读的电子期刊。其中“全国开通

文献”中的数据库是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和英国查尔斯沃思集团达成的协议，面向中国大陆学术界用户开放的数据库。
用户为了科研、教学和学习目的，可少量下载和临时保存这些网络版期刊文章的书目、文摘或全文。我校用户可以使用
的NSTL免费电子期刊数据库大约40个左右（数据库及数量经常变化）。



NSTL电子期刊数据库及资源



•

• 人文社会科学



四川大学图书馆外文电子期刊全文库

人文社会科学类：
• PAO (Periodicals Archive Online) (人文社科类回溯期刊数据库）
• GALE
• JSTOR
• East View Universal Database （俄罗斯大全数据库)－社科与人文

科学期刊
• HeinOnline：法律期刊全文数据库
• Kluwer Law Online Journals（威科法律期刊全文数据库）
• ALJC Linguistics & Arts数据库

• …….



法律类数据库：

• HeinOnline 法律期刊全文数据：

• HeinOnline数据库是美国著名的以法律为核心，涉及政治、国际关

系、外交等领域的全文数据库（网址：www.heinonline.org），涵

盖全球最具权威性的2100多种法学期刊，全球排名前500的综合类法

学核心期刊均收录并可以回溯到创刊号，法学各学科全球排名前20的

法学核心期刊基本收录，期刊最早可以回溯到1788年，大部分期刊

可以检索到当前期。同时包含675卷国际法领域权威巨著，100000多

个案例，4000多部精品法学学术专著和美国联邦政府报告全文等。



其他法律类：

• Lexis Nexis.com

• Kluwer Law Online Journals（威科法律期刊全文数据库）

• Kluwer Arbitration(威科国际商事仲裁在线)

• Kluwer Arbitration(威科国际商事仲裁在线) 参考工具 , 电子期刊 , 电
子图书

• EBSCO--H.W. Wilson:Index to Legal Periodicals & Books Full Text
（法律索引及全文库）



JSTOR:                重点推荐

JSTOR全名为Journal Storage，创建于1995年，该库是以政治学、经
济学、哲学、历史人文社会学科主题为中心，兼有一般科学性主题共
十几个领域的代表性学术期刊的全文库，从创刊号到最近两三年前过
刊都可用影像来阅览全文，有些过刊其回溯年代早至1665年，目前共
计收录期刊1000多种期刊。

该平台覆盖的学科领域包括： Anthropology、Architecture、Art、
Ecology、Economics、Education、Finance、General Science、
History、Literature、Law、Mathematics、Philosophy、Political 
Science、Population Studies、Psychology、Public Policy & 
Administration、 Sociology、Statistics、African American 
Studies、Asian Studies等。



JSTOR:



PAO(Periodicals Archive Online)：典藏学术期
刊全文数据库

• 典藏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 该库提供访问人文社科类权威期刊全文，为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读者提
供一个过刊在线图书馆，收录600多种期刊，回溯时间从1665年至
2000年，可以访问超过270万篇文章，总计超过1400万页的期刊内容，
其中超过20%为非英文期刊。

• 覆盖范围:   经济、文学，法律、教育、社会学、心理及艺术等。



Gale公司

• Gale 集团是全球最大、最权威的参考文献
出版商。Gale集团以其精确、权威的参考
信息（reference)及全文期刊、报纸的智
能集成闻名全球；Gale集团创建及维护了
600余个在线、纸本及缩微大型数据库。

• Gale以人文社会学科参考文献见长



Gale数据库
 Biography Resource Center（传记资源中心）
 Biography and Genealogy Master Index  （传记系谱索引）
 Business and Company Resource Center with PROMT, Newsletters, 

and Investext Plus （商业及公司资源中心）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 （十八世纪收藏）
 History Resource Center: World （世界历史资源中心）

 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 - LRC, Scribner Writers 
Series Online, Twayne‘s Authors Online（文学资源
中心）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
现代语言协会书目

 Investext Plus  1982 - Present ：公司和企业在投资和经营中的报告
......



英文期刊数据库的查询与利用



数据库使用

1.选择合适数据库（建议大家对于本专业数据库应该深入了解，有哪些
数据库，进一步发掘有哪些核心刊）

2.文献查找

Search：检索，直接查找具体的文献

Browse：浏览，用于从期刊的角度利用文献

3.结果处理

4.利用数据库的小工具



检索查找（已知课题）
：search（以EBSCO为例）

• 检索途径
• 常规检索

• 高级检索

• 不同的数据库还要不同的辅助检索方式：

• 比如EBSCO:科目术语检索、出版物检索、索引检
索、图像检索



检索
1.输入检索词或检索式

！！

3.选择多个检索字段之
间的逻辑关系

2.选择检索字段



检索技术

• 布尔逻辑

• 截词符

• 短语检索

• 精确短语检索



截词符

截词符 “*”：用于检索变形体，单复数

如：Comput*  可以检索出Compute、
Computing、Computer……

econ* 可以检索到economy, economic, 

economically, etc

Student*可以检索到student, students

作用：截词可以扩大范围提高检全率。



• “or”：常用于连接概念相同或者相近的词，以
提高查全率

• 核子物理：nuclear physics、atomic physics，nucleonics

• 检索式：

• “nuclear physics” or “atomic physics” or nucleonics

• 作用：可以扩大范围提高检全率



缩小检索结果：“”

• 一般用来固定短语检索

• 检索 stem cell

• 表达式：“stem cell”

可以用来精确检索结果，这样就不会查到

cell stem

其他检索技术可以关注相关数据库的使用帮助！



课题：青少年高血压的防治问题研究

• 选择数据库：EBSCO

• 确定检索词:

高血压（ hypertension ，high blood pressure ， blood 
pressure ， htn ， hypertensive）

• 防治 （prevent ，reduce）

• 青少年（adolescents ，school children ， students ，
young people）

• 构建检索式

• 调整检索式

• 获取结果，下载全文



浏览，定位期刊：（Browse）
了解学科动态、进展、寻

找可以写作的课题

做研究，我们需要关注业界权威或者顶尖团队的文献，他们的文献往往就
在国际权威核心期刊上。

按学科浏览

按
字
母
顺
利
浏
览





个性化利用（定题或者定期刊跟踪文献）

设置个人帐户：
最新出版的期刊;

关于特定主题的最新文章;

文章最新被引用情况;

特定领域最新发表的文章;

其他：个性化主页
操作历史、快速链接、检索历史、检索保存、其他小工具

其它：看文献的时候关注参考文献，有助于于找到更多的相关文献



设置个人帐户：



Topic alert: Social science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其他获取原文途径: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 四川大学参加了高校系统的CALIS和CASHL文献传递系统，并且和国
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NSTL(国家科技文献情报中心）也有业务联
系。具体请联系文理、工学、医学分馆的文献服务中心。



资源共享---CADAL: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2000年12月, 中美两国计算机科学家倡导建设百万册数字图书馆项目，进而发展成为全
球数字图书馆项目，得到了中国教育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印度科学院的重视与支持
。2002年9月，项目中方被中国教育部列为“十五”期间“211工程”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
组成部分，定名为“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2009年8月更名为“大学
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项目负责人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先生。

CADAL项目一期（2001-2006）完成100万册图书数字化，提供便捷的全球可访问的图
书浏览服务。CADAL项目二期（2007-2012）新增150万册图书数字化，构建了较完善的
项目标准规范体系，初步建设分布全国的服务网络，CADAL项目从单纯的数据收集向技术
与服务升级发展转变。2013年以后，CADAL项目进入运维保障期，继续在资源，服务，
技术，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推进工作。

对包括书画、建筑工程、篆刻、戏剧、工艺品等在内的多种类型媒体资源进行数字化整
合，项目建成的资源覆盖理、工、农、医、人文、社科等多种学科，通过因特网提供一站
式的个性化知识服务，向参与建设的高等院校、学术机构提供教学科研支撑。



CADAL: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 外文图书

• 特藏资源



资源共享---CADAL: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 资源特色

• 历史特色：古籍、特定时段、特定事件

• 规模特色：数量

• 语种特色：外文、民族文字、特定文字（水书、女书）

• 类型特色：方志、家谱、碑帖、侨批、徽州文书、文史资

• 料、科技报告、学位论文、书画、图片、照片

• 载体特色：石碑、丝绢、青铜、石鼓

• 学科特色：大小学科文献积累

• 专题特色：事件档案、个人档案、地域档案、项目档案、

• 特定机构资料、动植物资料

• 区域特色：地方文献（本地出版文献、本地出生人著述、

• 其他区域出版的有关本地文献）

• 行业特色：电影、电视、皮影、戏曲



资源共享---CADAL: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
谢谢大家！
祝大家工作学习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