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资源
类
型

图书
期
刊

学位
论文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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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报
纸

其它 使用方式 资源特色 资源范围

CNKI(中国知网） 全文 √ √ √ √ 镜像+包库文献类型全 理工A、理工B、农业、信息、经济管理
维普资源 全文 √ 包库 学科全 全学科库
万方资源 全文 √ √ 镜像 论文量大 社科、地球、生物、农业、轻工、运输、

超星汇雅图书馆 全文 √ 包库 图书全
100万册在线下载，100万册原文索取，80
馆藏信息

SpringerLink 全文 √ 包库 学科全 全学科库

ScienceDirect 全文 √ 包库 核心期刊群
环境、农业生物学、免疫和微生物学、生
物化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

Annual Reviews 全文 √ 包库 高影响因子综述 全学科库
Proquest 全文 √ 包库 学协会出版物 农业类、生物类（学协会）

Agris、Agricola、FSTA/Cabi文摘 √ √ √ √ 包库 文献量大 农业、食品科学
ASFA & Ocean Abstracts 文摘 √ √ √ √ 包库 专业、地域广 水科学和渔业文摘，海洋文摘
Sci 文摘 √ 包库 全球文献 自然科学、工程技术
DII 文摘 专利 包库 全球文献 全学科
万方外文 全文 √ √ √ 用户 国家科技文献中心 国家理工农医4大专业文献馆藏期刊、论
开放获取期刊指南 全文 √ 免费 在线期刊 4824 种在线期刊目录，可获取全文

中科院系统联合目录集成服务平台
中
文

全文 √ √ 免费 文献传递

搜数统计信息数据库 全文 数值表包库 多行业、多区域 建国以来各类统计年鉴
渔业统计年鉴 全文 数据表院内 农业部 渔业行业统计数据
FAO统计数据 - 图表 免费 世界范围统计数据 国际粮农组织
FISHBASE - - 免费 世界鱼类 国际鱼类中心

平
台

院超星数字图书馆 全文 √ √ 全院 专业性强 院所图书馆馆藏

NoteExpress 工具 - 文献管理工具 类似于SCI ENDNOTE的桌面文献管理工具

JCR 工具 全院 多学科评价工具

EndNote 工具 全院 文献管理工具 网络版

全院文献信息资源说明简表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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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信息资源使用介绍信息资源使用介绍信息资源使用介绍信息资源使用介绍

信息与经济研究中心信息与经济研究中心信息与经济研究中心信息与经济研究中心

曾首英曾首英曾首英曾首英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10101010月月月月30303030日日日日



主要内容：

1. 资源登陆方法
2. 资源类型介绍
3. 学术搜索平台使用介绍
4. 补充数据库介绍
5. 改版后新增功能



一、文献信息资源登录方式一、文献信息资源登录方式一、文献信息资源登录方式一、文献信息资源登录方式

网址：网址：网址：网址：http://www.cafs.ac.cn/scholar/http://www.cafs.ac.cn/scholar/http://www.cafs.ac.cn/scholar/http://www.cafs.ac.cn/scholar/    或者或者或者或者                                                        
http://www.cafs.ac.cn/http://www.cafs.ac.cn/http://www.cafs.ac.cn/http://www.cafs.ac.cn/    进入进入进入进入““““EEEE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



1参与共建单位参与共建单位

2
在线值班在线值班

3
资源列表资源列表 4



检索方式检索方式检索方式检索方式

�

跨跨跨跨
库库库库
检检检检
索索索索



�    单库检索单库检索单库检索单库检索

院信息与经济研究中心院信息与经济研究中心院信息与经济研究中心院信息与经济研究中心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3333月月月月



二、资源介绍二、资源介绍二、资源介绍二、资源介绍————全文数据库全文数据库全文数据库全文数据库
名称 语言 订购板块 资源类型 使用方式

中国知网（
CNKI）

中文 基础科学、工程科技Ⅰ、
农业科技、信息科技和经
济与管理科学

学术期刊出版总库、硕博
士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和
报纸全文

镜像+IP控
制

维普资源 全库 全库 IP控制

万方资源 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 全库 IP控制+用
户名

SD 英文 期刊 环境、农业生物学、免疫
和微生物学、生物化学、
遗传和分子生物学

IP控制

SpringerLink 期刊 全学科库 IP控制

Annual 
Reviews

期刊 全学科库 IP控制

ProQuest 期刊 农业库和生物库 IP控制

Wiley Black-
well

期刊 197种农业和生物刊 IP控制



名称 语言 订购板块 资源类型 使用方式

SCI 英文 期刊 自然科学、工程技术 IP控制

DII 专利 全科学 IP控制

Agris/Agricola/C
abi

图书、期刊、学位论
文和会议论文

农业科学 IP控制

FSTA 图书、期刊、学位论
文和会议论文

食品科学 IP控制

ASFA & Ocean 
Abstracts

图书、期刊、学位论
文和会议论文

水科学、渔业和海洋
文摘

IP控制

资源介绍资源介绍资源介绍资源介绍--------文摘数据库文摘数据库文摘数据库文摘数据库

资源介绍资源介绍资源介绍资源介绍--------图书馆平台图书馆平台图书馆平台图书馆平台
名称 语言 订购板块 资源类型 使用方式

院超星数字图书馆 中文 图书、期刊 全院馆藏资源数字化 IP控制

超星汇雅电子图书 图书 全库 IP控制



名称 语言 订购板块 资源类型 使用方式

搜数统计信息数据库 中文 数值表 全库 IP控制

渔业统计年鉴 数据表 水产 IP控制

FAO统计数据库 英文 数值表 农业 免费

资源介绍资源介绍资源介绍资源介绍--------统计数据库统计数据库统计数据库统计数据库

• NoteExpress
• JCR
• EndoNote

资源介绍资源介绍资源介绍资源介绍--------工具工具工具工具



补充资源补充资源补充资源补充资源

名称 语言 订购板块 资源类型 使用方式

开放获取指南 中文 期刊 全学科 注册付费

FAO统计数据库 英文 数值表 农业 OA

中科院系统联合目录集成服务平台 中文 期刊/图书 原文传递

FishBase 英文 网站 渔业 OA

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 中文 期刊 全学科 IP控制

外文学术资源整合服务系统 英文 学位论文 全学科 文献传递



三、学术搜索平台介绍三、学术搜索平台介绍三、学术搜索平台介绍三、学术搜索平台介绍



读秀知识检索读秀知识检索读秀知识检索读秀知识检索





获取查询结果途径获取查询结果途径获取查询结果途径获取查询结果途径    ––––已购置数据库已购置数据库已购置数据库已购置数据库



未购置数据库未购置数据库未购置数据库未购置数据库--------图书馆文献传递图书馆文献传递图书馆文献传递图书馆文献传递



未购置数据库未购置数据库未购置数据库未购置数据库--------文献互助文献互助文献互助文献互助 



高级检索高级检索高级检索高级检索



（（（（4444）为什么要注册）为什么要注册）为什么要注册）为什么要注册

•收藏检索资料；
创建于管理自己的图书馆；
通过短消息、馆吧与其他用户进行交流；
寻求论坛坛友帮助

（（（（5555）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读秀是从数据库中提取字段进行检索，因
此检索结果与单库检索结果会有出入；
读秀后台需要时间，因此最新数据肯定有
滞后现状，一般滞后时间在7—15天。



图书阅读图书阅读图书阅读图书阅读————馆藏书馆藏书馆藏书馆藏书////购置书购置书购置书购置书



图书阅读图书阅读图书阅读图书阅读--------非馆藏书非馆藏书非馆藏书非馆藏书



四、补充数据库介绍四、补充数据库介绍四、补充数据库介绍四、补充数据库介绍--1.--1.--1.--1.开放获取期刊指南开放获取期刊指南开放获取期刊指南开放获取期刊指南



结结结结
果果果果
显显显显
示示示示

查看摘要

2.2.2.2.中科院联合集成目录中科院联合集成目录中科院联合集成目录中科院联合集成目录 



3.3.3.3.外文学术资源整合服务系统外文学术资源整合服务系统外文学术资源整合服务系统外文学术资源整合服务系统FARSFARSFARSFARS

�收录国外期刊、论文、会议、标准、专利、图书等
，属于第三方传递的外文文献一站式服务系统。

�期刊：全球20000余种外文期刊，其中重要外文期
刊8000余种；

�论文：全球2000余所大学的优秀博硕士论文40余万
篇；

�会议：全球重要行业知名会议论文约 80余万篇；
�标准： 2万余本最新国外标准；
�专利：涵盖七国两组织所有专利文献；
�图书：最新专业优秀图书、丛书约20000本。



4.4.4.4.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



5.FishBase--http://fishbase.org.cn/search.php



学术搜索页面改版后新增功能学术搜索页面改版后新增功能学术搜索页面改版后新增功能学术搜索页面改版后新增功能

�通知公告
�科技查新服务
�学科服务
�自提交期刊论文平台
�自提交硕/博士论文平台 



曾首英
Email:  zengshy@cafs.ac.cnEmail:  zengshy@cafs.ac.cnEmail:  zengshy@cafs.ac.cnEmail:  zengshy@cafs.ac.cn
手机：01068670106867010686701068672897289728972897



 

欧阳海鹰 

 

院信息与经济研究中心 

2012.10     北京 



*
 

科羅拉多州的公立高中Arapahoe  

校科技中心的負責人Karl Fisch  

目前教育界的技術發展和趨勢。  

以讓老師瞭解未來趨勢的角度來製作 

面對的是什麼樣的挑戰和改變 

    我们必须教导现在的学生，毕业后投入目
前还不存在的工作... 使用根本还没发明的科
技... 解决我们从未想象过的问题。 



*

 互联网的网页数量2008年超过百亿。  

 Netcraft （全球网站数量以及服务器市场份额情况调查） 

  2012 年5月31日侦测到662,959,946 个网站。  

  2011年12月25日侦测到555,482,744个网站  

 文献资源日益庞大  

非科技文献，每10年甚至7－8年翻一番  

过去50年产生的科技数据相当于过去5000年的总量  

尖端科学的文献增加速度更快:原子能文献每2－3 年就翻一番，
且倍增周期逐年缩短  



*

 出版速度加快  

科技文献2000印张/秒  

 美国一天出版的新书3000种。  

新增3种刊物/小时  

据估计目前每年出版的各种类
型的科技文献1000多万篇。  

 



*

◌目的：应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研究方法
解决产业中的实际问题 

◌不停地追踪科技前沿，了解发展趋势 

◌扩大与同行的交流，共享科技成果 

◌阅读核心期刊--高引用率文献是每一个科研
人员必须的工作基础 

◌传承和发展：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搞科研--创
造新的成果 



 

      我们所处的环境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发生的变化超过

了过去两百年的变化，特别是技术发展的驱动。这种变

化正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学术研究对物理图书馆作为重要

信息源满足研究需要的依赖，而走向复杂的有多种选择

（不同的获取水平、权威性、深度）的网络。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研究性图书馆之一，我们有

责任保护我们记载的过去，有责任为今天的研究

者提供优质的服务，有责任确保我们的后代能够

获取他们的遗产及世界知识，这些遗产及知识已

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数字格式中” 



*为后代提供信息获取 

*这一战略重点的目标是实现数字资源的长
期保存，以此保证知识文化遗产的安全，
方便后世科研人员使用。 

*为愿意从事研究的人员提供信息获取 

*我们期待那些对经济和社会有益的公共数
字资源能够被用户发现、访问、下载、共
享以及重用。不过实现数字化访问矛盾重
重，要实现公共资源访问，必须将公共服
务与商业活动有机结合，共同完成资源的
数字化，这也是我们要承担的重要工作。 

 



*

电子形式出版的资料的比例将越来越大 

 2020年，大约80%的英国出版的期刊将是纯
数字的（digital only）。  

电子图书的使用将增长 。  

网络正在对研究人员的工作方式产生革命性的
变革。  

美国同行认为，到2025年，纸本书刊将会从图
书馆消失 

 



*

*三大资源之一 

*能源、材料、信息 

*竞争 

*信息时代：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权,知识经济崛起 

*发达国家：把占有、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作为一项基
本国策 

*“信息高速公路”:使所有的美国人方便地共享海量的
信息资源--美国经济 持续增长了128个月（克林顿）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世界充满多种危胁，美国发布网
络战略—将网络空间上升至军事高度（2011年-奥巴马） 

 

 



*

 

美空军网络战 

司令部工作场景 

 

 

 

 

 

 

 

 

美国网络部队 

 



*

 Any user 任何用户  

 Anytime在任何时候  

 Anywhere任何地点  

 Any library 任何图书馆  

 Any information resource 任何信息资源  

 



*

文献情报中心 

学习资源中心 

知识管理中心 

 良好的学习环境 

 快速的网络接入 

 丰富的技术设备  



*

*Google公司的名称由来，意在组织网上无边无际
的信息资源，2004年启动数字图书馆计划。 

*百度：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致力于让网民
更便捷地获取信息，找到所求。 “众里寻他千百
度”，象征着百度对中文信息检索技术的执著追
求。 

*网址导航：按网站提供的信息的内容、用途、访
问量、知名度等特征进行分类，提供用户快捷的
访问。 

http://baike.baidu.com/view/2870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7064.htm


*

*信息素养 (Information Literacy) 

*全球信息化需要人们具备的一种基本能
力。即能够确定何时需要信息，并具有检
索、评价和有效使用信息的一种综合能力。  

2009“国家信息素养宣传月” 的议案
（National Information Awareness Month） 

*搜商——人类的第三种能力  

*“搜索商数”，是一种与智商、情商并列的
人类智力因素，是人类通过某种手段获取新
知识的能力，又被称为“搜索智力” 

 



    文献信息的检索能力决定科研效率和科研水平，甚至课题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50.90% 32.10% 

9.30% 
7.70% 

科研人员完成科研活动所用时间 

查阅文献、收集资料 

实验、论证、研究 

写作行文 

计划、思考 

信息检索有助于科学研究 



*
*文摘数据库： 

*全球文献的总汇，回溯时间长，英语标准化 

*无原文，用于项目初始文献筛选（SCI，DII） 

*全文数据库： 

*直接获取原文，详细参考（SD） 

*电子书： 

*中文全，外文稀缺 

*资源协作平台（原文索取，Open Access） 

*全学科，各种文献类型，以上资源的补充（FARS） 

*文献管理工具：EndNote, NoteExpress 

*期刊评价工具：JCR 



*

*了解你的选题新颖性—检索结果 

*是非常新的研究?还是较新?  

*判断要查找的文献—检索入口 

*第一次接触的主题?   

*只要最近发表的文献？ 

*跟踪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 

*选择检索入口—关键 

*确定检索方法—多种多样 

 



*
*实现快速检索 

*一次检索多个数据库 

*解决文献去重的困扰 

*确定需要的文献信息属于 

*第一次接触的检索主题 

*一个比较新的研究内容 

*如果检索到大量期刊文献，判断 

*发表年代、学科分布、数据库分布情况汇报 

*该主题在其它文献类型中的检索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