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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及访问资源



纸质文献：借阅功能

图书、期刊、报纸

以农学、生物为特色，涵盖各

个学科领域

电子文献：检索与获取

119个数据库

中外文图书、期刊

随书光盘

多媒体、视听类资源







文献类型 外文数据库名称 我校订购的学科范围 我校订购资源
下载全文/观看视频

时间范围

图书

酶学方法 生命科学 酶学方法丛书 1955-

Science direct 农业、生物及食品科学 2014-2019年，256种 全文

CABI电子书 自然科学 2011-2013年，138种 全文

ACS 化学 2016-2017年，55种 全文

Wiley 自然科学 2014年--，54种 全文

EBSCO 生物、农业 2019年，11种 全文

Netlibrary 综合 9000种 全文

期刊

Science Direct 综合 2200多种期刊 1995年-

Springer 综合 1800多种期刊 1997年-

Wiley 综合 500多种期刊 1997年-

ACS 化学 60种期刊 1879年-

Nature 综合 8种期刊 1997年-

Science 自然科学 3种期刊 1997年-

Cell 生物医学 9种期刊 1995年-

EBSCO 综合 9000多种期刊 1886年-

ProQuest 农业和生物 近4000种期刊 1946年-/1960年-

PNAS美国科学院院报 综合 美国科学院院报全刊 1915年-

美国园艺科学协会期刊 园艺 3种期刊 1990年-

剑桥期刊回溯库2011版 综合 207种期刊 1770-1996

牛津期刊 综合 270多种期刊 1996年-

Annual Reviews综述库 综合 75种全文期刊 2012年-

检索平台 Web of science 自然科学 8872种期刊 2011年-

视频 JoVE实验视频期刊库 生物专辑 实验视频期刊 2006年-

文献管理软件 EndNote



文献类型 中文电子资源库 文献类型 中文电子资源库

图书

超星数字图书馆

超星移动图书馆

读 秀

中文在线、CADAL

期刊

中国知网

万 方

维 普

读 秀

视频

超星学术视频

库客数字音乐图书馆

网上报告厅高校版

学位论文

中国知网

万 方

读 秀

英语学习平台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FiF外语学习资源库
考试题库

中科考试学习资源库

专业课学习数据库

就业创业
创业数字图书馆

就业数字图书馆
报纸 人民日报全文库



电子资源使用注意事项

1.校园网IP范围内用户可免费访问、下载我校购买

的数据库资源

2.禁止使用智能下载工具批量下载文献

SDAU-WIFI属于校园网IP



2
高效检索文献

2.1检索已知篇名的文献

2.2检索特定主题相关的文献



2.1检索已知篇名的文献

如何查找全文？



例 ： Ma Dicheng, Zhu Jiamei,
He Leiming, et al. Baseline

Sensitivity and Control Efficacy of

Tetramycin Against Phytophthora

capsici Isolates in China[J]. Plant

Disease, 2018, 102(5): 863-868.



2.1.1利用搜索引擎





2.1.2利用数据库检索平台





图书：系统自动进

行，传递速度很快。

英文期刊文献：一

般需两个工作日。

原文传递



2.2检索特定主题相关的文献



例：检索“家蝇的生测方法”相关的中外文文献



1.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简单了解专业术语

2.利用中文数据库高级检索

3.初步筛选高质量的精准文献阅读，综述文献

4.调整检索词和检索式，再次检索

5.精读文献

完全不了解课题：

①提炼合适的检索词

②构造检索式

③利用数据库的高级搜索，选择合适的检索项

④调整检索策略：扩检或缩检



2.2.1百度百科简单了解专业术语



①提炼合适的检索词

②构造检索式

③利用数据库的高级搜索，选择合适的检索项

④调整检索策略：扩检或缩检

2.2.2利用中文数据库高级检索

找出显性主题概念词 （词的切分）

排除无关和重复概念词 （删除）

找出隐性主题概念词 （替补、增加）

确定核心主题概念词



①提炼合适的检索词

生物测定

家蝇 的 生测 方法

家蝇 生测

蝇

抗药



A BA B A B

逻辑“与”

符号：AND  *

逻辑“或”

符号：OR  +

逻辑“非”

符号：NOT  -

不同概念词 同义词或近义词 不同概念词

玉米 and 白粉病
提高准确性

土豆 or 马铃薯
提高全面性

高校 not 高职
提高准确性

②构造检索式---布尔逻辑运算符

CNKI中三种逻辑运算符的优先级相同，组配的检索式检索顺序从左到右；如要改变组合

的顺序，使用 “()”将条件括起。

不同数据库，其优先次序不同，首先看“帮助”/“使用手册”/Tips/Help



（家蝇 OR 蝇 ）AND (生测 OR 生物测定 OR 抗药）

通常，“OR”优先检索，然后再检索“AND”，优先检索的内容加括号

生物测定

家蝇 的 生测 方法

家蝇 生测

蝇

抗药

②构造检索式---布尔逻辑运算符



③利用数据库高级检索-选择检索项

主题：知网对每篇文章的全文标引主题词，确定的文章主题
篇关摘：在每篇文章的篇名、关键词和摘要中检索



甲 AND 乙

甲 AND  (乙1 OR 乙2)  NOT 丙

同一行的检索框中放同义/近义词，用“+”连接

注意1：每一行的检索框内的检索式先运行，再进行行与行之间的布尔逻辑检索。

注意2：检索框内布尔逻辑需用* +  - ，行之间用AND OR NOT

③利用数据库高级检索-选择检索项



③利用数据库高级检索-选择检索项



③利用数据库高级检索-选择检索项



检索
字段

检索
功能

主题
词

概念
组面

来源
类别

分类号、
文献分类

同义词
扩展

篇名→主题 或、模糊 增加

减少

减少 全部 选择全部

主题→篇名
与、非、
精确

增加 本学科 不选择
核心期
刊等

④调整检索策略：扩检或缩检

结果多
缩检-更精准

结果少
扩检-更全面



高级检索快速检索

2.2.2利用中文数据库高级检索检索-SD



全文检索

作者检索

期刊、图书检索

期卷 页码

作者单位

题名检索

主题检索





Tips:双引号内的标点符号、连字符、停用字等会
被自动忽略，但会包括复数和拼写变体



模糊检索

短语检索



中文检索词：家蝇 生测
蝇 生物测定 抗药

英文检索词

家蝇、蝇：

生测、生物测定：

抗药：

例：家蝇的生测方法

housefly 、musca、fly

bioassay、biological assay

(housefly OR musca OR fly)
AND (bioassay OR “biological assay” OR “drug resistant” OR 
“insecticide resistance” OR resistant)

drug resistant、insecticide resistance、resistant 



⑤英文专业术语

 知网-翻译助手

 搜索引擎的翻译

 对比分析，尝试不同翻译词的检索结果数量和内容，将相关

的使用广泛的检索词用“布尔逻辑-OR”连接

 先看高质量中文期刊文献，在英文篇名、摘要或关键词中先

去简单了解英文专业术语，再多看相关英文文献，从经验中

了解掌握术语

大量阅读、大量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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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我们再次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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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检索词：家蝇 生测
蝇 生物测定 抗药

英文检索词

家蝇、蝇：

生测、生物测定：

抗药：

例：家蝇的生测方法

housefly 、musca、fly

bioassay、biological assay

(housefly OR musca OR fly)
AND (bioassay OR “biological assay” OR “drug resistant” OR 
“insecticide resistance” OR resistant)

drug resistant、insecticide resistance、resistant 



2.2.2利用中文数据库高级检索检索-WOS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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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投稿评估



3
 WOS/SD，左边聚类栏“publication”/“来源出版物名称”项，

JCR了解期刊IF、Q分区

 WOS-JCR + 搜索引擎（评论：小木虫、Letup等），总结期刊

的审稿周期、流程

 平时文献阅读积累中，随时跟踪常看的高质量期刊

 WOS检索了解团队老师发表的所有期刊IF、Q分区

 WOS检索了解国际上相关研究大咖都发表哪些期刊

3 期刊投稿评估





https://apps.clarivate.com/jif/home/?journal=
PLANT%20DIS&year=2019&editions=SCIE&pss
id=H1-
cMq9eh1Kf1PlRx2FMyT7WokFOvUL7mRDk2-
18x2dThKRO8XML8gPrQKQ8eH2vwx3Dx3DNq
xxI4sUb0cGWGSUxxBW1Wrwx3Dx3D-
WwpRYkX4Gz8e7T4uNl5SUQx3Dx3D-
wBEj1mx2B0mykql8H4kstFLwx3Dx3D





https://www.baidu.com/s?ie=utf-
8&f=8&rsv_bp=1&srcqid=48971906518789
77810&tn=50000021_hao_pg&wd=plant%
20disease%20%E6%8A%95%E7%A8%BF&o
q=plant%2520disease%25E6%258A%2595
%25E7%25A8%25BF&rsv_pq=c54c1217001
e487f&rsv_t=f827%2F3ByNpHSATJDaN%2F
x9pk3%2BYJT1c97PjXS%2Fqt3PUZaKEfmnD
PQfNEzuGK6o6v38hrqkHVc&rqlang=cn&rsv
_enter=0&rsv_dl=tb&rsv_sug3=2&rsv_sug1
=1&rsv_sug7=100&rsv_btype=t&inputT=91
0&rsv_sug4=1013



4 文献获取



4.1 可以直接下载全文 知网研学平台
批量下载文献，
每日不超100篇



https://kopernio.com/?utm_source=WOS_home&utm_medium=web&utm_campaign=kopernio_wos_product&ref=wos



1.中文文献：读秀原文传递、万方外文文献传递、维普中文文献传递

2.外文文献：读秀原文传递、万方外文文献传递

3.图书馆免费文献传递服务：QQ、微信公众号

4.网络免费资源

5.给作者写邮件获取

4.2无法直接获取全文



5 跟踪课题研究进展



关注的期刊出版了新的一期

期刊/图书提示
检索提示 同一个检索式有了新的检索结果

SD数据库-个性化功能





SCI数据平台-个性化功能



6 管理文献



知网-研学平台（原E-Study）



Web of science-EndNote



Web of science-EndNote
https://clarivate.com.cn/e-clarivate/wos_2020_spring.htm

https://clarivate.com.cn/e-clarivate/wos_2020_spring.htm


SD-Mendeley



7 学术道德







1. 剽窃、抄袭、侵占他人学术成果；

2. 篡改他人研究成果；

3. 伪造科研数据、资料、文献、注释，或捏造事实、

编造虚假研究成果；

4. 未参加研究或创作而在研究成果、学术论文上署名，

未经他人许可而不当使用他人署名，虚构合作者共

同署名，或者多人共同完成研究而在成果中未注明

他人工作、贡献；

5. 在申报课题、成果、奖励和职务评审评定、申请学

位等过程中提供虚假学术信息；

6. 买卖论文、由他人代写或者为他人代写论文；

7. 其他：一图多用、一稿多投、结论不可靠等



8 其他服务



参考咨询：到馆；电话；QQ (120426819)； Email；微信公众号

研究生文献检索课

书香讲坛：预约培训、专家讲座等

文献传递

查收查引：SCI/JCR 、EI 、CPCI-S 、CSSCI 

学术检索

自助文印、图书自助杀菌

座位预约



有任何问题或需要，请联系我们！



具体课题具体分析

1.两个独立分支内容的产物，研究两个产物的关系和联系

2.研究共性：例如一种农药对某一类鱼的影响，可先初筛农药对鱼的

影响，再具体细化到哪类农药哪类鱼的研究

3.一个研究范围内，先了解范围内的各个点，然后从中找到联系和突

破点细致研究

总 结

扩检和缩减：先中文后英文。首次检索时，可先不添加同义词，直接准

确检索，发现检索结果少时，再尝试一个概念组面的检索，逐一添加同

义词，寻找专业术语的常用表达词，再添加其他检索词，看结果数量和

内容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