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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学术资源库有哪些



一、学术资源库有哪些

方法一http://library.wsyu.edu.cn



一、学术资源库有哪些

方法二   http://www.wsyu.edu.cn/



一、学术资源库有哪些



PART TWO

学术资源库的
类型/特点/使用



常用学术资源库
类型/特点

Ø数据库：读秀学术搜索(中文)、博图(外文)
Ø特   点：学术知识系统、成熟；全面了解某一 
                领域的基础知识 

图 书 类

Ø数据库：中、外文-CNKI、万方、百链                 
Ø特   点：通过大量的思维劳动而提出的学术性见解 
                或结论，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参考文献多、
                全面，有助于对相关文献进行追踪检索。

学位论文类

Ø数据库：中文-CNKI、万方、百链  
                 外文-EBSCO、万方、百链
Ø特    点：周期短，内容新，影响广；了解学           
                 科最新研究动向等

期 刊 类

Ø数据库：中、外文-CNKI、百链                 
Ø特    点：传递及时，内容新颖，专业性和针
                 对性强，能及时反映学科技术中的  
                 新发现、新成果、新成就以及学科
                 发展趋向。

会议论文

二、学术资源库的类型/特点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文电子图书类-读秀学术搜索

知识检索：将340多万种图书全

部打碎，重新组合成一本巨大的百科

全书，深入图书内容的全文检索

    图书检索：一次检索可以获得馆

藏纸书、馆藏电子书、图书文献传

递等所有可以使用的资源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文电子图书类-读秀学术搜索（知识检索）

潮流分析计算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文电子图书类-读秀学术搜索（知识检索）

相关条目
198条

标明文献
出处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文电子图书类-读秀学术搜索（知识检索）

通过“来源”
获得书名、
作者等信息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文电子图书类-读秀学术搜索（图书检索）

机械设计手册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文电子图书类-读秀学术搜索（图书检索）

相关中文图书
1068种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文电子图书类-读秀学术搜索（图书检索）

本馆纸书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文电子图书类-读秀学术搜索（图书检索）

馆藏纸书的获取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文电子图书类-读秀学术搜索（图书检索）

 电子全文阅读

包库全文阅读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文电子图书类-读秀学术搜索（图书检索）

     文献传递

图书馆文献传递



u中文电子图书类-读秀学术搜索（图书检索）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文献传递
填写所需图书
的页码范围和
接收邮箱



u中文电子图书类-读秀学术搜索（图书检索）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文献传递

点击超链接进
行在线阅读



u中文电子图书类-读秀学术搜索（图书检索）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文献传递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国知网（CNKI）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国知网（CNKI）

馆主页CNKI

按子库进行显示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国知网（CNKI）

点击可返回数据库
首页总检索页面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国知网（CNKI）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国知网（CNKI）-基本检索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国知网（CNKI）

下载和在线阅读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国知网（CNKI）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国知网（CNKI）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国知网（CNKI）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国知网（CNKI）



u中国知网（CNKI）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点击篇名

进行在线浏览

（有些文章提供在线全文

网页格式浏览，有些文章

仅提供下载）

提供两种下载方式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国知网（CNKI）-高级检索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国知网（CNKI）

利用中国知网的“知网节”，以一篇检索到

的文献为点，获取更多相关文献

小技巧1—“知网节”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国知网（CNKI）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国知网（CNKI）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国知网（CNKI）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国知网（CNKI）

小技巧2—分组浏览检索结果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国知网（CNKI）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国知网（CNKI）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国知网（CNKI）

小技巧3—排序功能帮助筛选文献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国知网（CNKI）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国知网（CNKI）

小技巧4—参考文献导出功能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国知网（CNKI）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国知网（CNKI）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国知网（CNKI）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万方智搜-学术期刊、论文库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万方智搜-学术期刊、论文库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术期刊-万方智搜

鼠标放在检索框空白处，
即出现关于字段选择的
选择条

机器人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术期刊-万方智搜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术期刊-万方智搜

小技巧1—关于“智能扩展”
Ø方 法：输入检索词，通过网页右侧的“智能扩展”查看 

              检索词的上位术语或下位术语以及规范的英文术语

Ø作 用：提高检索结果的准确度，或扩大或缩小检索范围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术期刊-万方智搜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术期刊-万方智搜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术期刊-万方智搜

小技巧2—关于“字段检索”
Ø字段检索是一种限制检索词在某一字段范围出现的检索方法

Ø作 用：使检索结果更加精准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术期刊-万方智搜

鼠标放在检索框空白处，
即出现关于字段选择的
选择条

Ø 举例：题名包含”机器视觉”；刊登在《制造业自动化》的论文；作者： 肖书浩 

题名:机器视觉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术期刊-万方智搜
Ø 举例：题名包含”机器视觉”；刊登在《制造业自动化》的论文；作者： 肖书浩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术期刊-万方智搜
Ø 举例：题名包含”机器视觉”；刊登在《制造业自动化》的论文；作者： 肖书浩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术期刊-万方智搜
Ø 举例：题名包含”机器视觉”；刊登在《制造业自动化》的论文；作者： 肖书浩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术期刊-万方智搜
Ø 举例：题名包含”机器视觉”；刊登在《制造业自动化》的论文；作者： 肖书浩 

依次是：在线阅读、下
载、导出、收藏、分享
功能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术期刊-万方智搜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术期刊-万方智搜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术期刊-万方智搜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术期刊-万方智搜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术期刊-万方智搜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术期刊-万方智搜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术期刊-万方智搜

小技巧3—关于“高级检索”和“专业检索”

Ø运用布尔逻辑（与或非）和字段的选择搭配，更快捷精准的检索资源

Ø作 用：使检索结果更加精准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术期刊-万方智搜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术期刊-万方智搜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术期刊-万方智搜

 题名或关键词:机器视觉*作者:肖书浩*刊名:造业自动化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术期刊-万方智搜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术期刊-万方智搜

小技巧4—关于筛选检索结果的工具
Ø方法：按学科类型分类；按相关度、出版时间、被引次排序等。

Ø作 用：检索结果较多的情况下，进行二次检索，快速筛选检索结果。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术期刊-万方智搜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术期刊-万方智搜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术期刊-万方智搜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学位论文-万方智搜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外文学术期刊-EBSCO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外文学术期刊-EBSCO

简称(ASP)—学术期刊集成全文数据库  

(简称BSP)—商业资源电子文献全文数据库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外文学术期刊-EBSCO

同行评审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外文学术期刊-EBSCO

举例：查找冲压模
具设计方面的外文

文献资料

Keywords: punching dies AND
design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外文学术期刊-EBSCO

举例：查找冲压模
具设计方面的外文

文献资料

右侧此图标可
引用生成参考

文献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外文学术期刊-EBSCO

举例：查找冲压模
具设计方面的外文

文献资料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外文学术期刊-百链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外文学术期刊-百链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外文学术期刊-百链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利用百链小技巧1
检索词为多个英语单词时，用精确检索符“”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利用百链小技巧2
          两种获取文献原文的方式

图书馆订购的，直接获取 图书馆未订购，传递至邮箱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外文学术期刊-百链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外文学术期刊-百链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外文学术期刊-百链



二、学术资源库的使用

u中外文学术期刊-百链



PART THREE

学术期刊库知网/万方/
百链如何互补



三、学术期刊库万方/知网/百链如何互补

u 本馆学术资源订购内容

中国知网

期刊
博、硕论文
会议论文
报纸

教育期刊

(基础类教育刊)

学术辑刊

(刊号/非连续出
版物)

特色期刊

(文艺/文化/科
普)

单刊

(纸电一体出售)

医学、农业资
源

万方智搜

专利、
标准、
法规
科技成果

赠送：

学术期刊库
博硕论文
会议论文

百链学术搜
索

中外文学术
期刊论文的

补充



三、学术期刊库万方/知网/百链如何互补

u 当中国知网和万方都只能检索到摘要信息时，可通过“百链”进行文献传递获取



三、学术期刊库万方/知网/百链如何互补

u 当中国知网和万方都只能检索到摘要信息时，可通过“百链”进行文献传递获取



三、学术期刊库万方/知网/百链如何互补

u 当中国知网和万方都只能检索到摘要信息时，可通过“百链”进行文献传递获取



三、学术期刊库万方/知网/百链如何互补

u 当中国知网和万方都只能检索到摘要信息时，可通过“百链”进行文献传递获取



三、学术期刊库万方/知网/百链如何互补

u 检索外文文献时，当EBSCO和知网、万方都只能检索到摘要信息时，可通过“百
链”进行文献传递获取
Ø举例：检索篇名“Software Design and System Testing in EDXRF  
                            Uranium Analyzer”期刊论文



三、学术期刊库万方/知网/百链如何互补

u 检索外文文献时，当EBSCO和知网、万方都只能检索到摘要信息时，可通过“百
链”进行文献传递获取
Ø举例：检索篇名“Software Design and System Testing in EDXRF  
                            Uranium Analyzer”期刊论文



三、学术期刊库万方/知网/百链如何互补

u 检索外文文献时，当EBSCO和知网、万方都只能检索到摘要信息时，可通过“百
链”进行文献传递获取
Ø举例：检索篇名“Software Design and System Testing in EDXRF  
                            Uranium Analyzer”期刊论文



三、学术期刊库万方/知网/百链如何互补

u 检索外文文献时，当EBSCO和知网、万方都只能检索到摘要信息时，可通过“百
链”进行文献传递获取
Ø举例：检索篇名“Software Design and System Testing in EDXRF  
                            Uranium Analyzer”期刊论文



PART FOUR

资源总结



四、资源总结

学术资源库

图书类

中文图书(读秀)

馆藏纸本

电子全文

文献传递

外文图书(博图) 在线和下载

期刊类

中文学术期刊
(CNKI)

学术期刊
（在线和下载）

中外文学术期刊
(万方) 在线/下载/收藏/分享

中外文学术期刊
(百链) 在线和文献传递

博硕/会议论文 中国知网或万方 在线/下载/收藏/分享



THANK YOU
FOR

WATCHING

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