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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测试

问题1、你从哪里获取信息？

谷歌百度加搜狗

随时随地搜搜搜

网络



问题2：你为信息所累？你无信息可用？

➢ 专业外信息：

海量爆炸，质量鱼目混杂，

花费时间精力

➢ 专业内信息：

稀散难找，全文获取困难，

花费成本费用

小测试



兴奋

茫然饥渴

——淹没在信息的海洋里

——又得不到最急需的信息

复杂——相互交织——综合

小测试

我们被信息的海洋包围着，
但是，却被知识渴死了!



挑战

甄别

发现

获取

分析

利用

 Too little info?

 Too much Info? 



提出问题

界定/描述
信息需求

选择信息源

制定检索策略

获取信息

筛选 / 评价

建设个人知识库

发布 / 交流

信息意识

获取能力

分析能力

学习能力

交流能力

意识引发创新，能力优化过程

新型科研信息素质

创新能力

引自信息素质教育课件，青秀玲，PPT，2009



新型科研信息素质

 做好科研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信息素质？

• 标准1：有能力界定所需信息的性质和范围

• 标准2：具备有效地获取所需要的信息的能力

• 标准3：评估信息质量和来源，把有用的信息融合

到你 们的知识库和价值体系中

• 标准4：能有效利用信息解决问题，实现特定目标

• 标准5：合理、合法利用信息

参考：《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信息素质标准》（Information 

Literacy Standards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Technology）
–美国大学和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 ，2006年3月推出
–专门针对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大学生和研究生



 1. 文摘数据库

 2. 全文数据库

 3. 数值事实、工具型数据库

 4. 特殊类型资源

 5. 信息利用统筹法

主要内容



了解学科领域资源
www.las.ac.cn

http://www.las.ac.cn/


使用学科领域资源



 1. 文摘数据库

 2. 全文数据库

 3. 数值事实、工具型数据库

 4. 特殊类型资源

 5. 信息利用统筹法

主要内容



1. 文摘数据库

Web of Science平台

 EI Compendex数据库

 CSA剑桥科学文摘数据库

 SciFinder Web数据库



个性化服务个性化服务

设置与检索相关的条件

检索界面

Web of Science平台



Web of Science平台

查看web of science主期刊列表



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
检索水污染的相关文献

1.选择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

2.打开下拉菜单选择检索项topic

（Title ,Abstract, Author, 

Keywords, Keywords Plus®）
3. 输入关键词，
注意逻辑运算符
和通配符的使用

4.选择子库和年代

5.点击检索



6.得到初步检索结果后，精炼检索结果
--学科、文献类型、作者、机构、国 家、
文献类型等选项

精炼检索结果



查找经典、热点、最新的文献和综述文献

7.得到理想的检索结果

10.点击创建引文报
告，生成引文报告

9.通过排序，找到最
新、最早的文献，引
用最高的经典文献

8.通过文献类型精炼检
索查看综述文献，快速
了解该领域的研究概况



11.该主题的发文和被引情况；论文按照被引频次排序，可查
看每篇论文的每年被引用次数和年均被引用次数，了解哪些
是近几年高被引论文，确定热点论文，把握热点研究方向

创建引文报告



强大的分析功能 - 能够处理10万条记录

科技信息与网络资源实用技巧

12.可以选择从作者、会议标题、国家/地区、文献类型、
机构名称、语种、出版年、来源出版物、学科类别等
15个不同角度对检索结果进行分析，以获得课题全貌



通过分析我们能发现什么？

通过分析作者：
发现该领域的高产出研究人
员，确定该领域代表性专家，
查看其发表论文情况

通过分析机构：
发现该领域高产出的大学及研究机构；
有利于发现深造的研究机构；
了解与自己研究方向有关的机构,密切关注在
该研究领域和方向的顶尖机构所发表的论文
并认真研读；
对于本研究领域的国际领袖人物和实验室，
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去研究他们的主页。

通过分析来源出版物：

确定该领域的核心期刊进行订阅和

跟踪，并选择合适的期刊进行投稿

通过分析基金资助机构：

发现该领域的基金资助来源和机构，

概览基金资助的论文产出

通过分析国家/地区：
了解国际研究形势，
寻找交流合作的地区

勾选并查看记录，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
中国在该领域的引领机构、高产出和高影响
力作者
经常发表中国作者的期刊
与中国学者合作的国家和机构
该领域在中国的发展趋势



目标文献1981

Cited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2016

Times Cited

施引文献

R
elated

 R
eco

rd
s

相
关

文
献

该课题如何起源、
修正、变迁、发展

该课题的演变、
最新进展

该课题的渗透、
交叉学科和扩展

越查越旧 越查越新

越查越深

利用Web of Science强大的分析功能，多
角度分析把握课题研究趋势



如何随时掌握一个研究课题的最新进展？

13.选择合适的检索策略,

保存历史、创建提醒

14. 登录，需要
提前注册账号

15.题名、描述、邮箱、
提醒格式、提醒频率
保存后就可以了！

也可以对某个期刊、某篇文献的引文进行跟踪



如何查看期刊的影响因子

全纪录页面查看该期的影响因子，分析该期
刊的影响力，选择合适的期刊或
会议投稿和发表论文



希望获取某篇论文的原文,应该怎么做?

1.可以直接点击此按钮下载全文（需订购）

2.通过点击题名查看全纪录可
以得到更多获取原文的线索



希望获取某篇论文的原文,应该怎么做?

3.除了通过直接全文下载功能之
外，还可以了解本馆和其它图书
馆的对这本期刊的收藏情况

4.在记录中提供了作者的通讯
地址是获取原文的又一途径



EI Compendex数据库

Engineering Village平台简介

Engineering Village是一个多数据库的检索平台，总共包括约12个数据
库，其中Ei Compendex 就是我们常说的EI数据库。

http://www.engineeringvillage2.org/

http://www.engineeringvillage2.org/


EI Compendex数据库

EI Compendex 就是我们常说的EI数据库

EI 是 Engineering Index的简称

EI数据库是由ELSEVIER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公司出版，为工程类文摘数据库。

收录期刊、会议论文、技术报告等的文摘，是工程技术
领域权威检索工具，其中大约22%为会议文献，90%的文献
语种是英文。最早回溯至1884年。

EI公司在1992年开始收录中国期刊。



Quick Search 界面介绍

I

检索区



检索结果的输出和管理

结果显示

精简检索和统计分析

输出格式和管理



CSA剑桥科学文摘数据库



CSA剑桥科学文摘数据库



SciFinder Web数据库

SciFinder Web，即CA（Chemical Abstract）网络版

由美国化学文摘社（Chemical Abstract Service，CAS）出版

✓ ACS的分支机构，创立于1907年； 致力于跟踪、索引并提炼

全球化学相关的科技文献信息；最先创立了纸本《化学文摘》

Chemical Abstracts TM ；

✓ 一千多名员工，精通50多种语言；关注索引上万种期刊和63

家专利机构 ；

SciFinder Web相关内容引自“SciFinder数据库介绍”，沈湘，PPT，2015



一、SciFinder Web数据库背景

SciFinder覆盖内容



SciFinder Web集成了以下7个数据库，检索时能实现这7

个数据库无缝链接的跨库检索。

 （1）CAplus：CAplus是美国《化学文摘》数据库，涵盖了来自全球180多

个国家、50多种不同语言的上万种期刊及63个专利发行机构专利的文献, 覆

盖化学、生物化学、化学工程以及相关科学领域期刊、专利、技术报告、

书、回忆论文、学位论文等文献记录。

 （2）CASREACT：CASREACT是世界上最大的、更新速度最快的反应数

据库，是检索化学反应最权威的来源。

 （3）CAS REGISTRY：CAS REGISTRY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物质数据库，

物质信息包含大量的实验数据、预测数据以及物质标签和谱图。

一、SciFinder Web数据库背景

SciFinder覆盖内容



 （4）MEDLINE：MEDLINE是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制作的世界上最权威

的生物医学数据库，包含来自70 多个国家、5600多种期刊的生物医学文献。

 （5）MARPAT：MARPAT是专利物质数据库，覆盖了1988年以来的英语、

日语、法语、德语、2000年以来的俄语以及2008年以来的韩语专利里包含

的关键物质信息。

 （6）CHEMCATS：CHEMCATS是物质的商业来源信息数据库，包括

2600万不同种类物质的供应商的地址、价格等信息。

 （7）CHEMLIST：CHEMLIST是管制信息数据库，包括从1980年到现在

的全球范围内的法规信息, 包括物质的特征、详细目录、来源以及许可信息

等。

一、SciFinder Web数据库背景

SciFinder覆盖内容



二、SciFinder Web检索和分析功能

SciFinder Web登陆界面-https://scifinder.cas.org/

输入用户名
和密码登陆

“IP+ 账号密码”方式登录SciFinder Web



文
献
检
索

物
质
检
索

反
应
检
索

保存检
索结果

信息定制

二、SciFinder Web检索和分析功能

科学管理平台



二、SciFinder Web检索和分析功能

——文献检索



二、SciFinder Web检索和分析功能
——文献检索

文献检索内容分类：

 研究主题

 作者

 机构

 文献标识符

 期刊

 专利

 文献标记



文献检索方法推荐：

 关注某特定领域的文献——主题检索

 关注物质有关的文献——先获得物质，再获得

文献

 关注某科研人员的文献——作者名检索

 关注某研究机构的文献——机构名检索

二、SciFinder Web 检索和分析功能
——文献检索



检索示例：主题检索

二、SciFinder Web 检索和分析功能
——文献检索



快速检索

高级检索

术语之间最好用英文的介词连接，如 of, 

with, beyond, in, on, as 等；
最多输入 5 个术语，2~3个左右最好 。

不勾选，
默认全部

二、SciFinder Web 检索和分析功能
——文献检索



每组代表
一种检索
策略，按
排列顺序
从上到下、
检索范围
逐级扩大。

“ as entered ”指与输入的检索短语完全一致，“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one another”指多个检索词出现在同一检索字段
中，“present anywhere in the reference”指检索词出现在标题、

摘要、索引、重要概念、重要物质等任一文献信息里，
“containing the concept(s)”指做了同义词、近义词扩展。
通常，含有“concept(s)”和“closely associated with one another”
的选项是最佳的选择。——查全查准率的综合衡量

二、SciFinder Web 检索和分析功能
——文献检索



排序方式

关键词高亮显示

信息定制：
Keep Me Posted

可以输入中文

二、SciFinder Web 检索和分析功能
——文献检索



 文献界面
完整的文献界面包括：
1. 题录信息
2. 摘要信息
3. 文献中重要的概念
4. 文献中重要的物质
5. 书目信息
6. 获得文献中的物质，反应，引文等
7. 文献中的引文信息

二、SciFinder Web 检索和分析功能
——文献检索



文献分析工具

SAVED ANSWER SET

文献管理器

离线阅览

导入Endnote

二、SciFinder Web 检索和分析功能
——文献检索



分析功能

 Analyze

 Refine

 Categorize

二、SciFinder Web 检索和分析功能
——文献检索



 Analyze

二、SciFinder Web 检索和分析功能
——文献检索

12种分
析方法



 Refine

二、SciFinder Web 检索和分析功能
——文献检索

7种限定
方法



 Categorize-系统分类功能：依据学科自动分类

二、SciFinder Web 检索和分析功能
——文献检索



 历史导航条：点击返回至之前的检索内容

二、SciFinder Web 检索和分析功能
——文献检索



二、SciFinder Web检索和分析功能

——物质检索



二、SciFinder Web检索和分析功能
——物质检索

物质检索内容分类：

 化学结构

 马库什结构（专利）

 分子式

 理化性质

 物质名称



 化学结构检索

二、SciFinder Web检索和分析功能
——物质检索



 马库什结构检索：用于检索专利Claim中的Markush结构，

用于初步专利评估。

二、SciFinder Web检索和分析功能
——物质检索

马库什结构检索面板与化学结构检索类似。



 分子式检索

分子式的检索，根据Hill排序规则书写，
C,H写在前面，其他元素按照字母顺序写

二、SciFinder Web检索和分析功能
——物质检索



 分子式检索

 Hill排序：

单一组分物质

•对于不含C的物质，按照字母顺序排序

•对于含C的物质，CH写在前面，其他的按照字母顺序排列

•相邻的两个元素之间必须有区分号，即数字或者空格；若数字为1，则用空格区分

•区分大小写

多组分物质

•每一组分必须遵照单一组分物质的分子式来书写。

•不同组分之间的排序按照各组分的首元素的字母顺序排序，但是含C组分的一定排

在不含C的组分前面。

•若不同组分的首元素相同，则看元素数量多少，数量多的排在前面，若元素数量一

样，则按次元素的顺序排列。

 多组分物质：包含盐，水合物，合金，混合物等 ，用“.”将不同组分点开

二、SciFinder 检索和分析功能
——物质检索



 理化性质检索:通过实验性质、预测性质检索物质

二、SciFinder Web检索和分析功能
——物质检索

实验性质

预测性质

预测数据来源于ACD/Lab软件



 物质名称检索

输入物质的名称、CAS No、俗名或商品名
都能检索，一次最多检索25个物质，一个物
质名称占一行（用Enter键断开） 。

二、SciFinder Web检索和分析功能
——物质检索



物质检索方法推荐：

 有机物，天然产物及衍生物 ---结构式检索 ；

 无机物 ---分子式检索；

 专利中的Markush结构——Markush检索；

 高分子化合物 ---分子式和结构式检索。

二、SciFinder Web检索和分析功能
——物质检索



二、SciFinder Web检索和分析功能

——反应检索



二、SciFinder Web检索和分析功能
——反应检索



 结构面板

二、SciFinder Web检索和分析功能
——反应检索



 聚合反应检索

变化只适用于结
构中指定位置

亚结构检索

二、SciFinder Web检索和分析功能
——反应检索



 检索结果界面

获得1449条反应记录

二、SciFinder Web检索和分析功能
——反应检索



反应检索方法推荐：

 有明确反应中心或核心结构的反应：特定位点

上的反应检索，或亚结构反应检索

 寻找反应中心一样的单步反应：相似反应检索

二、SciFinder Web检索和分析功能
——物质检索



网络在线资源平台：www.igroup.com.cn/cas

当有疑惑时，且周
围有 ，可以
点击~~

QQ群：
SciFinder-China 北方
275247551

http://www.igroup.com.cn/cas


 1. 文摘数据库

 2. 全文数据库

 3. 数值事实、工具型数据库

 4. 特殊类型资源

 5. 信息利用统筹法

主要内容



2. 全文数据库

 IOP 期刊/ 图书

 APS 期刊

 AIP 期刊/会议

 ACS 期刊

 RSC 期刊/图书

 其他（如 OSA、

SPIE、IEEE等）

重要的专业学协会资源

 Elsevier ScienceDirect

期刊/图书

 SpringerLink

 Taylor & Francis

 Wiley-Blacwell期刊/

图书

 Nature

 Annual Reviews等

重要的综合出版社资源

 维普

 CNKI中国知网

 方正电子图书

中文文献数据库

http://journals.aps.org/
http://scitation.aip.org/


IOP ——英国物理学会资源

 英国物理学会（Institute of Physics，

IOP）是国际性的学术协会和专业

机构，其使命是促进物理学的发展

和其在全世界的传播。英国物理学

会出版社是全球领先的专注于物理

学及相关学科的科技出版社，是英

国物理学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http://iopscience.iop.org/

http://iopscience.iop.org/


IOP期刊涉及学协会



IOP期刊介绍

IOP接受中国作者投稿与成功发表的比例

投稿量逐年
上升,但接受
量变化不大

引自IOP数据库商培训课件



IOP在线使用介绍
http://iopscience.iop.org/onlinetour?locale=zh&tab=tour4

http://iopscience.iop.org/onlinetour?locale=zh&tab=tour4


AIP ——美国物理联合会资源

http://scitation.aip.org/

 美国物理联合会（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AIP）是由10个物理科学学协

会组成的联盟，它是世界上物理科学领域

最大的出版者之一，出版的文献量占据了

全球物理学界研究文献四分之一左右。

 AIP出版13种期刊（其中许多期刊在各自

领域有最高的引用次数和享有最高声望，

APL，JAP，JCP等）和两份杂志，包括

它的旗舰出版物Physics Today，以及AIP

会议文集系列。

http://scitation.aip.org/


美国物理联合会中文网站

http://china.aip.org

http://china.aip.org/


作者资源

美国物理联合会中文网站



科研服务

准备去美国深造的同学可以在“科研服务”栏
目“研究生院搜索”中找到绝大多数美国物理
天文学博士、硕士项目的详尽资讯。网上展示
各研究生院系学位要求、招生要求、学费、奖
学金、助学金和住房等基本信息，还包括很多
专业信息，如各院系项目的研究方向、导师信
息和专业、著名校友、科研设备、设施、科研
经费、院系文化等。

美国物理联合会中文网站



APS——美国物理学会资源

• The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APS) 美

国物理学会是世界上最具声望的物理学专业

学会之一。APS出版的物理评论系列期刊分

别是各专业领域最受尊重、被引用次数最多

的科技期刊之一。

• APS 出版社新增了2 个免内容费资源：

Physics （ 《物理》）和Physical Review 

Special Topics- Accelerators and Beams 

（ 《物理评论特别专题- 加速器和光

束》） ，汇集了Physical Review 系列期

刊中的一些物理学领域的焦点和重大研究。

http://publish.aps.org/

http://publish.aps.org/


ACS——美国化学学会资源

• 美国化学学会ACS(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协会之一，是

享誉全球的科技出版机构。

• ACS出版40余种期刊，涉及化学的各个领域

及与环境、材料、毒理、农业食品、燃料与

能源、药理与制药学等，是化学领域中被引

用次数最多之化学期刊。

• 提供尚未正式出版的最新文章(Articles 

ASAPsm)获取，可与PubMed、Medline、

GenBank、Protein Data Bank等数据库相链

接；具有增强图形功能，含3D彩色分子结构

图、动画、图表等

http://pubs.acs.org/

http://pubs.acs.org/


RSC——英国皇家化学学会资源

•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简称RSC）成立于1841年，是一

个国际权威的学术机构，是化学信息的一个

主要传播机构和出版商，目前拥有来自全世

界的4万多个个人和团体会员。

• 该学会出版的期刊是化学领域的核心刊物，

大部分被SCI收录，属被引频次较高的期刊。

使用者还可以通过RSC网站获得化学领域相

关资源，如最新的化学研究进展、学术研讨

会信息、化学领域的教育传播等。

http://www.rsc.org/Publishing/

http://www.rsc.org/Publishing/


其他学协会资源

美国光学学会OSA 

http://www.opticsinfobase.org/

国际光学工程学会SPIE 

http://spiedigitallibrary.org/

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 

http://ieeexplore.ieee.org/

http://www.opticsinfobase.org/
http://spiedigitallibrary.org/
http://ieeexplore.ieee.org/


Elsevier ScienceDirect ——综合性数据库

http://www.sciencedirect.com/

• 荷兰爱思唯尔（Elsevier）出

版集团是全球最大的科技与医

学文献出版发行商之一，

ScienceDirect系统是

Elsevier是提供电子出版物全

文的在线服务产品

• 涉及物理学与工程、生命科学、

健康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

学等四大学科领域

• 中科院可访问图书馆订购的

1995年以来1900多种期刊全文

http://www.sciencedirect.com/


SpringerLink数据库——图书/期刊

http://link.springer.com/

• 德国施普林格(Springer-

Verlag)是世界上著名的科技

出版集团，通过SpringerLink

网络平台出版提供1600余种学

术期刊的全文服务涉及的学科

范围包括：数学、医学、物理

与天文、行为科学、生物医学

和生命科学、商业与经济、化

学和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

地球和环境科学、工程科学、

人文、社会科学和法律、统计

学，其中自然科学类学术期刊

近1300余种。

http://link.springer.com/


Taylor & Francis数据库

http://www.tandfonline.com/

• 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团

是目前世界领先国际学术出版

集团之一。每年出版超过1500

种期刊，出版的电子图书近

20,000册Taylor & Francis 

ST 期刊数据库提供超过300种

经专家评审的高质量科学与技

术类期刊，其中超过78%的期

刊被SCI收录该科技期刊数据

库包含5个学科：环境与农业

科学、化学、工程、计算及技

术、物理学和数学

http://www.tandfonline.com/


Wiley-Blacwell数据库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

• John Wiley & Sons 出版公司

于1807 年在美国创建，是有

200 年历史的专业出版机构，

Blackwell 出版公司是全球最

大的学协会出版商，2007年组

建Wiley-Blackwell ，出版

1,455 种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

及涵盖面广泛的书籍，涵盖学

科领域包括科学、技术、医学、

社会科学及人文中科院集团选

择性订购了其中的599种STM

（Scientific、technical、

medical）类电子期刊全文。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browse/publications


中文类数据库资源

• CNKI中国知网

http://www.cnki.net/

• 维普数据库

http://bjvip.las.ac.cn/

• 方正电子图书数据库

http://159.226.100.31

http://www.cnki.net/
http://bjvip.las.ac.cn/
http://159.226.100.31/


 1. 文摘数据库

 2. 全文数据库

 3. 数值事实、工具型数据库

 4. 特殊类型资源

 5. 信息利用统筹法

主要内容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一、SpringerMaterials数据库介绍
—利用电子丛书准确、快速查找科学数据

SpringerMaterials相关内容引自“数值事实、工具型数据库的检索方法和技巧”，沈湘，PPT，2015



SpringerMaterials是什么

全球上最大的物理和化学科学数据资源

包括全部 Landolt Börnstein（LB）印本资料信息

内容：大型的 全面的重要的 系统的权威的 可信的
使用：方便的 快捷的

1.1  数据库背景



 Landolt-Börnstein （LB）工具书由世界著名的科技出版社 — 德国施普

林格出版社(Springer-Verlag) 出版。

 由Hans Landolt和Richard Börnstein两位教授在1883年共同创建了这套

工具书，迄今已经有120多年历史，是一套连续出版科学技术领域重要的

数值与事实型工具书。

1.1  数据库背景



Landolt-Börnstein 工具书分为8部（group)

Group I –基本粒子、原子核和原子

(Elementary Particles, Nuclei and Atoms ) 

Group II –分子和基团(Molecules and Radicals)  

Group III –聚凝态物质(Condensed Matter )

Group IV –物理化学(Physical Chemistry )

Group V –地球物理(Geophysics)  

Group VI –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

Group VII –生物物理学(Biophysics ) 

Group VIII –先进材料和技术(Advanced Materials

and Technologies)  

•数据来自全球各领域的一千多名专家负
责对8,000多种经同行评审的期刊原文进
行严格苛刻的审阅，评估和筛选，然后将
最有效的信息整齐排列和收录。

•提供原始数据、图表、试验数据、还有
相关论文与评论等文献；

1.1  数据库背景



温度测量 一千多名各领域的专家（作者与编辑）

Landolt Börnstein –审阅过程

• 挑选最准确，最可靠的数据

• 描述最佳实验设置和最佳做
法

• 提供背景资料

1.1  数据库背景



• SpringerMaterials（Landolt Börnstein 新丛书系列）

– 涵盖250,000多种化学物质与材料的物理和化学数据

 粒子、核子和原子

 分子和自由基

 电子结构与传输

 磁学

 半导体

 超导体

 结晶学

 热力学

 多相系统

 先进材料

 先进技术

 天体和地球物理学

2001年，Springer 推出 Landolt-Börnstein 在线服务
2009年底，Springer 隆重推出 SpringerMaterials 数据库

1.1  数据库背景



1.2 Springermaterials检索方法和技巧

 http://materials.springer.com

快速检索

元素检索
结构式检索

http://materials.springer.com/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二、Reaxys数据库

Reaxys相关内容引自“数值事实、工具型数据库的检索方法和技巧”，沈湘，PPT，2015



2.1 Reaxys数据库背景

Reaxys

Beilstein

世界最全的有机化学和事
实数据库;

化学结构相关的化学、物
理等方面性质；化学反应
相关的各种数据；

详细的药理学、环境病毒
学、生态学等信息资源。

Gmelin

当今最全面的无机化学与
金属有机数值和事实库；

详细的理化性质，地质学，
矿物学，冶金学，材料学
等方面的信息资源。

PCD

化学专利数据库；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
专利局，欧洲专利局专利
信息。

数据库组成



2.1  Reaxys数据库背景

Reaxys专门服务于从事有机化学、无机化学、

有机金属化学及相关学科的

用户

 药物化学家

 合成化学家

 过程工程师

 化工工程师

 材料化学家



2.2  Reaxys检索方式及技巧

登录网址：https://www.reaxys.com ，IP登录 ，无

并发用户的限制，5000次。

反应

快速智能检索

化合物 ReaxysTree文献

物理性质 谱图 天然产物 高级检索

检索方法

https://www.reaxys.com/


 “publications about polylactic acid”

 “preparation of polylactic acid”

2.2  Reaxys检索方式及技巧

快速智能检索



反应检索

化学结构其他
检索条件限定

结构限定

反应数据限定

反应角色限定

2.2  Reaxys检索方式及技巧



化合物检索

2.2  Reaxys检索方式及技巧



文献检索

2.2  Reaxys检索方式及技巧



ReaxysTree检索 按Reaxys数据库的系统分类，进行选择、检索

2.2  Reaxys检索方式及技巧



物理性质检索

宏观数据：熔点，沸点，临界参数，饱和蒸
汽压，折射率，热容，摩尔蒸发焓等。

微观数据：分子偶极矩，电离能，键参数
（键角、键长、键能）等。

2.2  Reaxys检索方式及技巧



谱图检索

2.2  Reaxys检索方式及技巧



天然产物检索

2.2  Reaxys检索方式及技巧



高级检索

选择，Transfer

2.2  Reaxys检索方式及技巧



 1. 文摘数据库

 2. 全文数据库

 3. 数值事实、工具型数据库

 4. 特殊类型资源

 5. 信息利用统筹法

主要内容



Arxiv.org 预印本库

 Arxiv.org是全球最大的预印

本系统，是美国国家科学基

金会和美国能源部资助, 于

1991年8月由美国洛斯阿拉莫

斯国家实验室建立。其建设

目的在于促进科研成果的交

流与共享，帮助科研人员追

踪本学科最新研究进展，避

免研究工作重复。每日更新。

 涉及物理、数学、非线性科

学、计算机、数量生物、统

计学等学科。

http://www.arxiv.org/

http://www.arxiv.org/


德温特世界专利（DII）索引数据库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SM）

什么是专利？

专利是对发明授予的一种专利权利；发明是指提供新的做事

方式或对某一问题提出新的技术解决方案的产品或方法。

 可利用专利文献了解技术发展及应用现状



找专利——中国专利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系统（全文）
http://www.sipo.gov.cn/zljs/   

 中国知识产权网专利平台（中外专利文摘）
www.cnipr.com

 CNKI中国专利数据库（全文）
http://www.cnki.net/

http://www.sipo.gov.cn/zljs/
http://www.cnipr.com/
http://www.cnki.net/


国外专利

 各国专利——欧洲专利局esp@necet网络(免费，全文)

 同族专利——印度国家信息中心同族专利数据库（免费，全文）

 国际专利——PCT专利数据库（免费，全文）

 美国专利——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专利数据库（免费，全文）

 日本专利——日本专利局(JPO)工业产权数字图书馆（免费，全文）

 加拿大专利——加拿大知识产权局网站(免费，全文）

 韩国专利——韩国知识产权信息网(免费，全文）

 印度专利——印度专利、外观设计、商标及地理标志管理总局网站

(免费，全文）

 Google专利搜索—— Google Patent Search

 各国专利——德温特世界专利（DII）索引(购买，部分全文) 

http://worldwide.espacenet.com/?locale=en_EP
http://patinfo.nic.in/
http://www.wipo.int/pctdb/en/
http://www.uspto.gov/patft/index.html
http://www.ipdl.inpit.go.jp/homepg_e.ipdl
http://www.cipo.ic.gc.ca/
http://eng.kipris.or.kr/
http://ipindia.nic.in/ipr/patent/patents.htm
http://www.google.com/patents


专利语言具有特殊性：

 专利申请人为了有效地保护其发明创造，经常刻意

避开常用关键词，在专利文献中往往会用一些繁复晦

涩、意义含混的专用术语（或法律术语），与一般科

技论文中的通用技术用词不同。

准确、完整地检索专利并非易事！

专利检索中存在的难点

三只小猪

→复数个年幼的偶蹄目哺乳动物



推荐：更适合科研人员使用

多国专利一站式检索平台德温特世界专利（DII）索引

收录来自全球40余个专利发行机

构的1,200多万个基本发明；专利

覆盖范围可追溯到1963年，引用

信息可追溯到1973年；

检索全球专利的最权威的数据库

之一；

不仅可以通过它检索专利信息，

而且可以通过它到专利的引用情

况，还可利用 Derwent Chemistry 

Resources 展开化学结构检索。

德温特世界专利（DII）索引数据库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SM）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DIIDW_GeneralSearch_input.do?highlighted_tab=DIIDW&product=DIIDW&last_prod=DIIDW&search_mode=GeneralSearch&SID=U2E@gpF738LIeI1ebLL


Proquest 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Proquest 学位论文全文数据

库收集有250万篇国外高校

博硕士论文的文摘索引

 目前学位论文总量逾58万

篇，年增2万多篇。

 数据库学科：综合;数学;

物理;化学与化工;天文;地理;

地质;生物;农业

http://pqdt.bjzhongke.com.cn/

http://pqdt.bjzhongke.com.cn/


中国科学院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科学院学位论文数据

库收录了1983年以来中国

科学院授予的博士、硕士

学位论文及博士后出站报

告，涵盖数学、物理、化

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

农林科学、工程技术、环

境科学、管理科学等学科

领域，是全面了解中国科

学院学位论文的重要数据

库。
http://sciencechina.cn/paper

http://sciencechina.cn/paper


全球产品样本数据库

 收录了全球范围内的大型

知名企业及其生产销售的

产品。将逐渐完整采集世

界机械500强、《福布斯》

全球上市公司2000强（只

采集工业类企业）、中国

工业500强、《财富》世界

500强排行榜（只采集工业

类企业）企业及其样本。

 包含完整的产品样本资源，

如企业信息、产品目录、

产品信息、产品图片、产

品技术文档、CAD设计图、

音视频资料等。

http://gpd.las.ac.cn/

http://gpd.las.ac.cn/


 1. 文摘数据库

 2. 全文数据库

 3. 数值事实、工具型数据库

 4. 特殊类型资源

 5. 信息利用统筹法

主要内容



资料整理与筛选

获取原文

浏览文献、评估资料

定义研究课题主题是否明确

无关文献

删除相关文献

资料阅读与评注

分析与综合形成系统资料

撰写研究报告

在个人资
料库中建
立书目
记录

文献检索

制定检索策略

拟定文献调研计划

百科全书
教科书
图书

博硕士论文
会议论文
政府出版物

资料是否足够

是

否
是

建立背景知识

年鉴
期刊
报纸

Internet

从研究主题
入手选题

细化研究主题

否

图书
期刊论文

报刊、杂志
Internet

图书馆馆藏目录
文摘索引库
报刊索引库
搜索引擎

博硕士论文文摘库
会议论文文摘库
政府资源导航

5. 信息利用统筹法

引自《文献检索与利用》，花芳，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撰写开题报告



5. 信息利用统筹法

研究生巧用信息的统筹法

引自“掌握信息，助力科研”，张冬荣，PPT，2014



综述

研究论文

中文

外文

综合性

专业性数据库

文摘

全文

文献检索与阅读的运筹法

阅读笔记

参考：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7cdcb40100kjqa.html，2010

–先内后外

–先近后远

–先综述后单篇

–先文摘后全文

5. 信息利用统筹法



研究生信息利用统筹法

科技信息检索方法

引自“掌握信息，助力科研”，张冬荣，PPT，2014



研究生信息利用统筹法

科技信息检索方法

引自“掌握信息，助力科研”，张冬荣，PPT，2014



研究生信息利用统筹法

评价检索效果

查全率、查准率、漏查率、误差率

被检出相关文献量查全率：R= %              控制在60%-70%
相关文献总量

被检出相关文献量查准率：P= %             控制在40%-50%
被检出文献总量

未检出相关文献量漏检率：M= %
相关文献总量

被检出非相关文献量误检率：N= %
被检出文献总量



• 若要了解某学科、
理论、课题、工艺
过程等最新进展和
动态，则要检索最
近的文献信息

强调“新”
• 若要撰写综述、述
评或专著等，要了
解课题的前因后果、
历史和发展，则要
检索详尽、全面、
系统的文献信息

强调“全”

• 若要解决研究中某
具体问题，找出技
术方案，则要检索
有针对性、能解决
实际问题的文献信
息

强调“准”

确定查新、查准、和查全的指标要求

5. 信息利用统筹法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D6%B8%CF%F2&in=27540&cl=2&lm=-1&pn=7&rn=1&di=41563143363&ln=1&fr=&ic=0&s=0&se=1&sme=0&tab=&width=&height=&face=0&f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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