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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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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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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

中国知网

万 方超星移动图书馆

读 秀 维 普
中文在线

CADAL
读 秀

视频

超星学术视频
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

中国知网

库客数字音乐图书馆 万 方

读 秀网上报告厅高校版

英语学习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考试题库
中科考试学习资源库

FiF外语学习资源库 专业课学习数据库

就业创业
创业数字图书馆

报纸 人民日报全文库
就业数字图书馆



文献类型 数据库名称 我校订购的学科范围 我校订购资源
可下载全文

时间范围

图 书

酶学方法 生命科学 酶学方法丛书 全文

Science direct
农业、生物及食品

科学
2014-2019年

6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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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种（拒访量）

全文

Springer 自然科学 15种（拒访量） 全文

EBSCO 生物、农业 2019年，11种 全文

检索平台 Web of science

实验视频期刊 JoVE 生物专辑（Biology） 2006年-

文献管理软件 Endnote



文献类型 数据库名称
我校订购的学科范

围
我校订购资源

可下载全文

时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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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刊年

（最早1974）-

EBSCO 综合 9000多种期刊 1886年-

ProQuest 农业与环境，生物 3796种
1960-，
19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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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 75种全文期刊 2012年-

植保相关期刊库 植保 3种全文期刊 2021年

PNAS美国科学院院报 综合 美国科学院院报全刊 19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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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资源



校内访问





校外访问



3
检索文献

3.1检索已知篇名的文献

3.2检索特定主题相关的文献



3.1检索已知篇名的文献

如何查找全文？





3.1.1利用搜索引擎











3.1.2利用NCBI



3.1.2利用NCBI





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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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直接利用数据库







3.2检索特定主题相关的文献
(中文数据库---中国知网）

检索词

检索式

检索项



例：检索“土壤环境条件对花生固氮作用的影响”
相关的中外文文献



检索与课题相关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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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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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如何确定检索词？



3.2.1如何确定检索词？

固氮菌

根瘤菌

土壤环境 条件 对 花生 固氮作用 的 影响

土壤环境 花生 固氮作用



A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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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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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如何构造检索式？

固氮菌

根瘤菌

土壤环境 条件 对 花生 固氮作用 的 影响

土壤环境 花生 固氮作用

土壤环境 AND 花生 AND (固氮作用 OR 
固氮菌 OR 根瘤菌）



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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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利用数据库高级检索，选择检索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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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如何构造检索式？

固氮菌

根瘤菌

土壤环境 条件 对 花生 固氮作用 的 影响

土壤环境 花生 固氮作用

土壤环境 AND 花生 AND (固氮作用 OR 
固氮菌 OR 根瘤菌）



3.2.3利用数据库高级检索，选择检索项



3.2.4如何调整检索策略？

1.补充检索词的同义词或近义词（土壤环境，还可以有哪些同

义词或近义词？）

2.增加上位词、下位词（豆科植物是花生、大豆的上位词）

3.放宽检索条件，如学科限制、期刊范围限制（全部）、时间

限制

4.选择范围宽泛的检索项，比如不要选择“篇名”检索项，尽

量选择“主题”或“篇关摘”；另外，关键词中不太重要的词，

还可以选择“全文” 检索或删除，例“花生”

5.善于运用检索结果中相关度高的文献后的参考文献及引证文

献（即CNKI中的“知识网络”）

扩检-针对检索结果少



3.2.4如何调整检索策略？

1.选用专指度高的词，删除不重要的同义词、近义词

2.不选择范围宽泛的检索项，比如“全文”

3.选择布尔逻辑“与”表达运算，提高检索准确度

4.增加检索限定，如学科限制、期刊范围限制（核心期刊、

SSCI、CSCD、SCI、EI来源）、时间限制（近五年）

5.观察检索结果，善用逻辑“非”运算

缩检-针对检索结果多



3.2.4如何调整检索策略？---检索词

固氮菌

根瘤菌

土壤环境 条件 对 花生 固氮作用 的 影响

土壤环境 花生 固氮作用

(土壤环境 OR 温度 OR 湿度 OR ph)

AND (花生 OR 大豆 OR 豆科植物) AND 

(固氮作用 OR 固氮菌 OR 根瘤菌）

温度、湿度、ph 大豆、豆科植物



3.2.4如何调整检索策略？



3.2.4如何调整检索策略？---检索项的选择

检索式
检索结果数量

篇名 主题 篇关摘

固氮作用 6683 17018 19133

花生 53255 81214 108205

土壤环境 5366 27499 40410

固氮作用 + 固氮菌 + 根瘤菌 (A) 16744 37942 42156

花生 + 大豆 + 豆科植物 (B) 297205 485993 586366

土壤环境 + 温度 + 湿度 + PH值 (C) 740332 3343797 4936901

A + B 1685 5939 7109

A + B + C 19 221 427



3.3检索特定主题相关的文献
（英文数据库---SD和WOS）



中文关键词： 土壤环境 固氮作用 花生

温度、湿度、ph

英文关键词：

土壤环境：

固氮作用：

花生（大豆、豆科植物）：

Soil、Temperature、Humidity、ph

nitrogen fixation、azotobacter、rhizobia

(soil OR temperature OR humidity OR ph) AND

(“nitrogen fixation” OR azotobacter OR rhizobia) AND 

(peanut OR soybean OR legumes )

peanut、soybean、legumes 

固氮菌、根瘤菌 大豆、豆科植物

土壤环境对花生固氮作用的影响



高级检索

SD数据库

快速检索



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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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盖了几乎所有学科，重点订购自然科学类期刊；

还有部分OA刊，

可下载1995年至今的全文；

 图书：农业、生物及食品科学类 631种（2014至2019年）；

酶学方法丛书（1955年至今）

SD数据库介绍



全文检索

作者检索

期刊、图书检索

期卷 页码

作者单位

篇名检索

篇关摘检索



优先级运算：（）

连字符（减号）
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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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尔逻辑

检索功能



模糊检索

短语检索





检索项 概念组面 检索式 检索结果

主题
花生
大豆

豆科植物

soil AND (“nitrogen fixation” OR 

azotobacter OR rhizobia) AND (peanut 

OR soybean OR legumes)

576

temperature AND (“nitrogen fixation” OR 

azotobacter OR rhizobia) AND (peanut 

OR soybean OR legumes)

77

humidity AND (“nitrogen fixation” OR 

azotobacter OR rhizobia) AND (peanut 

OR soybean OR legumes)

4

ph AND (“nitrogen fixation” OR 

azotobacter OR rhizobia) AND (peanut 

OR soybean OR legumes)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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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S数据平台

 期刊：9000多种

 可检索2011年至今的论文；









干旱胁迫对玉米叶片光合作用的影响



如何检索某位老师发表的文章？



 作者检索：名+姓

Yinghua SU，Ying-hua SU

默认在全部名字中进行检索。如要在独立的一个名字中进行检索，
用“”。

考虑到重名，一般会结合“地址” 进行检索。

SD数据库



SD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SCI期刊影响因子



JCR

SCI期刊影响因子



输入要求非常严格，
多个空格都不可以

SCI期刊影响因子



SCI期刊影响因子



SCI期刊影响因子



IF 5年IF

SCI期刊影响因子



JCR  Q分区

SCI期刊影响因子



4 获取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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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读秀原文传递、万方外文文献传递、维普中文文献传递

2.图书馆免费文献传递服务

3.网络免费资源

4.2无法直接获取全文



5 跟踪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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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学术道德



• 1.《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经教育部2016年第14次部长办公会议审
议通过，自2016年9月1日起施行。

• 2.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
干意见》。

• 3. 2018年11月5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4〕21号）、
《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1号)、《国务

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6〕3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和规
范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财金〔2017〕1798号）等

有关要求，加强科研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科研领域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构筑诚实守信的科技

创新环境，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科技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编办、中央
文明办、中央网信办、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

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
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国资委、海关总署、税务总局、

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中科院、社科院、工程院、银保监会、证监会、自然科学基金会、

民航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铁路总公司联合签署了《关于对科
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 4. 《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已经2020 年6 月18 日科学技术部第10 次部
务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 年9 月1 日起施行。



第四章 认定

• 第二十七条 经调查，确认被举报人在科学研究及相关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

构成学术不端行为：

• （一）剽窃、抄袭、侵占他人学术成果；

• （二）篡改他人研究成果；

• （三）伪造科研数据、资料、文献、注释，或者捏造事实、编造虚假研究成果；

•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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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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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买卖论文、由他人代写或者为他人代写论文；

• （七）其他根据高等学校或者有关学术组织、相关科研管理机构制定的规则，属于学术不端的行
为。

《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



六、严肃查处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

（十九）切实履行调查处理责任。自然科学论文造假监管由科技部负责，哲学社会科学论

文造假监管由中国社科院负责。

（二十）严厉打击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坚持零容忍，保持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

要求行为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严肃责任追究。建立终身追究制度，依法依规对严重违背

科研诚信要求行为实行终身追究，一经发现，随时调查处理。积极开展对严重违背科研诚

信要求行为的刑事规制理论研究，推动立法、司法部门适时出台相应刑事制裁措施。

（二十一）开展联合惩戒。加强科研诚信信息跨部门跨区域共享共用，依法依规对严重违

背科研诚信要求责任人采取联合惩戒措施。推动各级各类科技计划统一处理规则，对相关

处理结果互认。将科研诚信状况与学籍管理、学历学位授予、科研项目立项、专业技术职

务评聘、岗位聘用、评选表彰、院士增选、人才基地评审等挂钩。推动在行政许可、公共

采购、评先创优、金融支持、资质等级评定、纳税信用评价等工作中将科研诚信状况作为

重要参考。

《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



一、联合惩戒对象

• 联合惩戒对象为在科研领域存在严重失信行为，列入科研诚

信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相关责任主体，包括科技计划

（专项、基金等）及项目的承担人员、评估人员、评审专家，

科研服务人员和科学技术奖候选人、获奖人、提名人等自然

人，项目承担单位、项目管理专业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科

学技术奖提名单位、全国学会等法人机构。

《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
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二、联合惩戒措施

依据相关责任主体失信行为严重程度，对其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惩戒措施：

• （一）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采取的惩戒措施

• 1．限制或取消一定期限申报或承担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的资格。

• 2．依法撤销国家科学技术奖奖励，追回奖金、证书。

• 3．暂停或取消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人资格。

• 4．一定期限内或终身取消国家科学技术奖被提名资格。

• 5．作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监督检查和备案等相关工作的重点监管对象。

• 6．撤销其行为发生年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登记编号，并在服务平台上公告。

• 7．在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立项、评审专家遴选、职称评定、职务晋升、项目管理专业机构选定、科技奖励评审、

间接费用核定、结余资金留用及创新基地与人才遴选、考核评估等工作中，将失信信息作为重要参考依据。

• 8．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增加在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实施中的监督检查频次。

• 9. 撤销学会领导职务，取消会员资格。（实施单位：科技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科

学技术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卫生

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中科院、社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科协）

《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
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二）跨部门联合惩戒措施

• 10. 一定期限内或终身取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提名（推荐）资格、
院士被提名（推荐）资格。（实施单位：中科院、工程院、中国科协）

• 11．按程序及时撤销相关荣誉称号，取消参加评优评先资格。（实施单位：中

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中国科协）

• 12．依法限制招录（聘）为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施单位：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有关部门）

• 13．失信责任主体是个人的，依法限制登记为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失信

责任主体是机构的，该机构法定代表人依法限制登记为事业单位法定代表
人。（实施单位：中央编办）

《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
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四、联合惩戒动态管理

科技部对科研领域失信行为责任主体名单进

行动态管理，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定期更

新科研领域严重失信行为信息，相关部门依据相

关规则和程序实施或解除惩戒措施。解除惩戒措

施后依程序移除科研领域严重失信行为信息，但

相关记录在电子档案中长期保存。

《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
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 第八条科学技术人员的违规行为包括以下情形：

（一）在科学技术活动的申报、评审、实施、验收、监督检查和评估评价等活

动中提供虚假材料，实施“打招呼”“走关系”等请托行为；

（二）故意夸大研究基础、学术价值或科技成果的技术价值、社会经济效益，

隐瞒技术风险，造成负面影响或财政资金损失；

（三）人才计划入选者、重大科研项目负责人在聘期内或项目执行期内擅自变
更工作单位，造成负面影响或财政资金损失；

（四）故意拖延或拒不履行科学技术活动管理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

（五）随意降低目标任务和约定要求，以项目实施周期外或不相关成
果充抵交差；

《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



（六）抄袭、剽窃、侵占、篡改他人科学技术成果，编造科学技术成果，侵
犯他人知识产权等；

（七）虚报、冒领、挪用、套取财政科研资金；

（八）不配合监督检查或评估评价工作，不整改、虚假整改或整改未达到
要求；

（九）违反科技伦理规范；

（十）开展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危害人体健康的科学技术活动；

（十一）违反国家科学技术活动保密相关规定；

（十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相关违规行为。

《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



案 例









8 其他服务



参考咨询：到馆；电话82478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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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学术检索

自助文印、图书自助杀菌

座位预约



1.1纸质资源

书目检索系统

超星移动图书馆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点击定位，可通过3D视图显示该图书具体馆藏位置

彩色图标说明此书附带光盘，点击彩色光盘到
图书馆首页-“随书光盘”下载光盘内容





限借图书30册，借期

60日。到期前可续借

一次，还书期限为自

续借之日起延长一个

借期。

现有纸本馆藏277万

余册。

古籍图书最早可追溯

至明代版《三国志》。

纸本资源概

况
借阅权限及规则

图书通还 委托借书 预约借书

进入图书馆、借阅图书等使用校园卡。



1.1.1书目检索系统

馆藏书目查询

新书通报

读者荐购

我的图书馆







修改后的密码适用于“我的图书馆”登录、

超星移动图书馆登录、微信公众号个人绑定、

RFID自助借还机。



当前借阅、借书历史、续借、到期图书提醒、图书荐购

用户名（证件号/条码号）为学号

“我的图书馆”







有没有一款APP?

借阅查询、续借馆藏纸质资源查询

有声读物、公开课
电子资源检索下载

（图书、期刊、学

位论文）



1.1.2超星移动图书馆

不受校园网IP限制

登录账号为学号

初始密码同“我的图书馆”



学号
注册登录





1.1.3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资源与服务的相关信息

借阅成功、还书成功信息提示

馆藏查询、到期图书提醒

读者荐购

座位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