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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外文期刊数据库资源

 综合性全文数据库：sciencedirect、springer、wiley、EBSCO、

PNAS、牛津、剑桥、nature、science等

 专业性全文数据库：ACS、美国园艺科学协会期刊

 文摘型数据库：SCI

1 查找国外学术论文的主要途径



 1. 直接到特定数据库检索：SD、web of science、

Spinger、Wiley、 nature、science 等

 2. 学术搜索平台：读秀外文搜索、知网外文搜索等

 3. 利用搜索引擎检索： 百度、必应、谷粉搜搜等

1.2 检索外文学术论文的方法



2.1 数据库介绍

2.2 浏览功能

2.3 检索功能

2.4 个性化功能

2.ScienceDirect数据库的检索与利用



2.1.1 数据库介绍



我校可访问资源：

 期刊：2200多种（包括cell press旗下的9种刊），

可下载1995年至今的全文；

 图书：农业、生物及食品科学类 256种（2014至今）

酶学方法丛书（1955年至今）



文献类型浏览；

查找出版物

快速检索 高级检索

个性化功能帮助

刊物浏览（按学科）

界面结构分析

物理科学
与工程

生命科学 健康科学
社会科学与
人文科学



2.2 浏览功能

受欢迎的文章：
近30天的下载量和浏

览量较高的文章

近来刊物更新

刊物浏览（按出版物首字母）

刊物浏览（按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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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和动力
 工程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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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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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神经科学

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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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大主题24个学科



浏览农业和生物学中

我校订购的期刊有哪些？









期刊页面

在编文章

投稿和审稿跟踪

期刊提醒

在编文章
最近出版
的8篇文章

引用最高
的8篇文章

下载量最高
的8篇文章

我近来浏览
的文章



 影响因子（IF）：SCI数据库，指某期刊连

续2年论文在第3年度的篇均引用次数；

 CiteScore：ScienceDirect数据库的被引指

标。

 指数越高，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就越大。

补充



About this Journal



检索方式

检索功能介绍

检索实操

2.3 检索功能



全文

期刊、图书
出版年

作者
作者单位

题目、摘要、关键词

篇名

卷
期 国际标准刊号或书号页码

参考文献

2.3.1  检索方式



如果未选择，则包括所有类型

综述文章：原创性研究的综合概述，通常附有全面的
参考文献列表。注意：不是书评。

原创性研究文章:关于某原创性研究的完整报告。

勘误表



？



优先级运算顺序

- 也是NOT运算

必须全部大写

布尔运算符：AND、OR、
NOT、连字符（减号）

精确检索：“”

2.3.2  检索功能 布尔逻辑



模糊检索 防御反应



短语检索

3. 检索功能



2.3.3  检索实操

土壤：soil
温度： temperature
湿度： humidity
pH值：ph

(soil OR temperature OR humidity OR pH)

AND (“nitrogen fixation” OR azotobacter  OR rhizobia) 

AND (legume OR peanut OR soybean

豆科植物：legume
大豆： soybean

花生： peanut

固氮作用： nitrogen fixation
固氮菌： azotobacter

根瘤菌： rhizobium， rhizobia

案例1：土壤环境对豆科植物固氮作用的影响



每个字段最多8个检索词，9个也可以，

但10个就不可以了。









新型冠状病毒：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COVID-19;

肺炎： Pneumonia;

治疗：treatment；therapy；cure；remedy

诊治： diagnosis and treatment；diagnosis and therapy

案例2（主题检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研究



检索项 概念组面 检索式 检索结果 备注

主题
新型冠
状病毒

COVID-19 16680

novel coronavirus 2076

2019-ncov 310

COVID-19 OR “novel 
coronavirus” OR 2019-nCOV

17008

篇名 治疗

+ treatment 583

+ therapy 316
therapy
therapies

+ cure 15
cure 
cured

+remedy 3
remedy
remedies

检索系统对检索词默认：名词单复数，动词各种形式。

只要输入检索词原形或其中的任何一个词 即可。

检索过程



构造检索策略式



检索策略式

返回高级检索界面
批量下载全文

引文输出（导出文献
题录至文献管理工具）

研究性文章

检索结果数

检索提示
文章题目

来源
作者

下载全文、查看摘要、引文输出

文献检索结果界面

综述性文章

精炼检索结果，对检索结
果从不同角度进行聚合



出版年代

文献类型

刊物

存取类型



作者单位

文章的详细界面

点击进入
期刊界面

推荐文章

引用文章



案例3：某位老师发表的文章



外国人的名字：

James Smith：名（first name）+姓（last name）

James Robert Smith（James R. Smith）：名+中间名+姓

中国人名字：

Duan Qiaohong：姓+名

发表文章时

外文：Qiaohong Duan， Qiao-hong Duan

中文：Duan Qiaohong， Duan Qiao-hong













 作者检索：名+姓

Qiaohong Duan， Qiao-hong Duan

默认在全部的名字中进行检索。如果要实现在独立的一
个名字中进行检索，可用“”。

考虑到重名，一般会结合“地址” 进行检索。



案例4：如何检索某篇特定原文？





Material conversion, microbial community compositio
n and metabolic functional succession
during green soybean hull composting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20，Volume 316，
Zheng Gao,  Bo Zhou

如何找全文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20

316

Bo Zhou

Material conversion, microbial community composition and metabolic
functional succession during green soybean hull composting



2.4 个性化功能

 期刊提示：关注的期刊出版了新的一期。

 检索提示：同一个检索式有了新的检索结果。

先注册、登录



期刊提示 检索提示



期刊提示



检索提示



3.SCI让你站在世界科学研究的前沿

激励发现 推动创新



一个数据库

一个学术数据库

是，但更重要的是



详细介绍：
http://lib.cmc.edu.cn/info/1

006/1128.htm

http://lib.cmc.edu.cn/info/1006/1128.htm


SCI是什么？

SCI如何用?

为什么要用SCI?

个性化功能

目 录



3.1 SCI 是什么？

Web of Science平台









Web of Science是全球获取学术信息的重要数据库，通过Web 

of Science，研究人员能够找到当前自然科学（SCI）、社会科学

(SSCI)、和艺术与人文(AHCI)领域的信息，包括来自全世界1万多

种最负盛名的高影响力研究期刊及12000多种学术会议一个多世

纪以来的多学科内容。

Web of Science是世界最具有权威的评价指标数据库之一。

我校订购了Web of Science平台的SCIE、JCR、ESI、InCites四

个子平台，以及EndNote文献管理工具。





SCIE：是全球最权威的自然科学引文数据库，收录自然科学、工

程技术、医学、生物等领域内的9300余种较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

 JCR：期刊引证报告，是一个综合性、多学科的期刊分析与评价报

告，可以查找期刊的影响因子。

ESI：基于SCIE的10-11年滚动数据，按照22个学科给出全球学术成

果定量评价基准，内容包括总被引频次进入全球前1%的科学家、研

究机构（含大学）；进入全球前50%的国家和地区及学术期刊排名；

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和研究前沿分析。

 InCites：基于SCIE权威引文数据建立的研究绩效综合分析工具，为

科研项目管理、人才评估、学科建设、科研合作等方面决策的分析

与数据提供支撑。



3.2 SCI 如何用？



检索功能 功能符号 备注

布尔逻辑检索 NOT, AND, OR
优先级顺序：
NEAR/x>SAME>NOT>AND>OR

主题：Gene near/5 express
地址：shandong SAME agricultural
地址：shandong AND agricultural

位置检索
NEAR/x
same( 地址）

精确检索 “”

优先级 （）

截词检索

？（1个字符） wom?n ：woman，women

$（0-1个字符） colo$r ：color ,colour

*（不限字符数）
enzym* :enzyme,enzymes,enzymatic,
enzymic

3.2.1 检索功能介绍



• 如何测试检索系统对名词的单复数、动词的各种变化形式、

英美不同拼写形式等的处理规则？



woman

women

wom？n









名词的单复数、动词的各种变化形式、英美不同拼写形式：

检索时只需要写出其中的一个词，系统默认对所有的词进

行“OR”检索。

上述检索中，检索系统不默认对该词的形容词、副词等形

式进行检索。



3.2.2  检索实操

土壤：soil
温度： temperature
湿度： humidity
pH值：ph

豆科植物：legume
大豆： soybean

花生： peanut

固氮作用： nitrogen fixation
固氮菌： azotobacter

根瘤菌： rhizobium， rhizobia

案例1：主题检索：土壤环境对豆科植物固氮作用的影响

(soil OR temperature OR humidity OR ph) 

AND (“nitrogen fixation” OR azotobacter  OR rhizobia) 

AND (peanut OR soybean OR legume )



(soil OR temperature OR humidity OR ph) AND (“nitrogen fixation” OR 

azotobacter OR rhizobia) AND (peanut OR soybean OR legume )

方法1



方法2





苏英华：

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六
届全国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获得
者；

“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案例2：作者检索





作者：

Yinghua SU， Ying-hua SU， SU Yinghua ， SU Ying-hua

SU YH（系统处理后）

SU Y*H*



作者检索时，

一般会结合

作者单位、地址、学科、类别和研究方向等，

以精确检索。

地址：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handong agr univ













返回检
索界面





案例3： 地址检索

山东农业大学

全称：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缩写：Shandong Agr Univ







3.2.3 个性化功能（自动追踪功能）

检索跟踪：课题（作者等）的最新文献

引文跟踪：论文最新的被引用情况



检索跟踪

检索结果界面

引文跟踪

单篇文献界面



发文数量

期刊影响因子（IF）: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的

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论文的总数。

文章被引频次

文章的使用次数：反映了某篇论文满足用户需要的次数。

高被引论文(Highly Cited Paper)数量：过去10年中发表的论

文,被引用次数在同年同学科发表的论文中进入全球前1％。

热点论文(Hot Paper)数量：过去２年中所发表的论文,在最近

两个月中其影响力排在某学科前0.1%的论文。

3.3.1如何评价学者（机构）的学术水平

3.3 为什么用SCI?—基于全球视野、数量众多的高质量

刊物和文献、科学的评价系统。





3.3.2 如何获取有价值的文献

文章被引频次

文章的使用次数

施引文献（被引频次）：持续跟踪后续研究

参考文献：追溯研究基础

相关记录：拓展文献视野

ESI高被引论文(Highly Cited Paper)

ESI热点论文(Hot Paper)











3.3.3 某个课题已经做了哪些研究，进展如何？

• 综述：探索领域进展

3.3.4 如何发现探索感兴趣的研究方向？

• 类别

3.3.5 想看看最新研究文献怎么办？——发现最新研究成果

• 日期降序、使用次数、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3.3.6 想了解本课题核心的研究者、机构、涉及的学科等信息

• 检索结果分析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