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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历西文电子期刊数据库



主要内容

如何查找电子期刊
如何选择电子期刊数据库
 综合型期刊数据库
 专业型期刊数据库（理工类、人文类）
如何检索电子期刊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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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期刊概况

 概念：
以数字（或称电子）形式出版发行的期刊，
electronic journal或e-journal

 类型：
 印刷期刊的电子版，e-version
 原生电子期刊，即完全依靠互联网发行的纯电

子期刊, electronic-only or digital born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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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找电子期刊？



电子期刊导航系统



Science

Science是美国科学促进会支持的综合性科技周
刊，主要报道科学新闻、科研论文、综述、科
研发展趋势，向全世界公布一周内国际性的科
技重大新闻，发表精选出的世界上最有突破性
、对科学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的学术论文。
Science的主要栏目：报告、研究文章、技术评
论、《科学》指南。





Nature

 英国著名杂志Nature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性科技期刊，
自从1869年创刊以来，始终如一地报道和评论全球自然
科学领域里最重要的突破性进展，重大发现。

 Nature出版集团出版的8种研究月刊、7种评论月刊、1
种百科全书、以及最新引进的EMBO Journal 和 EMBO
reports。EMBO Journal是分子生物学的10种顶尖杂志之
一，EMBO reports旨在提供分子生物学各个领域的短讯
、快报和评论。

 Nature的全文在线服务网站，可在每期Nature杂志出版
当天提供其全部内容。CALIS开发并建立了本地的服务
系统，从而使用户不必再访问国际网,除了Nature杂志北
大从1987年开始访问全文，NSTL买了1869-1987的nature
数据供全国的读者使用，其它杂志可访问全文的数据
年限为1997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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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VIER SCIENCE

 荷兰Elsevier公司是世界著名的学术期刊出版商，出版
有2500余种学术期刊（包括原Academic Press出版的期
刊），通过Sciverse ScienceDirect系统提供电子出版物
的在线服务。

 有不少高品质期刊。
 最早的期刊从1995年开始，内容每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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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EY-BLACKWELL电子期刊数据库

 John Wiley 公司成立于1807年，是科学、技术和医学类
刊物的领先出版商

 2007年Wiley与全球最大的学会协会出版社Blackwell 
Publishing合并，Blackwell出版的学术期刊在科学技术、
医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等学科领域享有盛誉。合
并后的Wiley Online Library提供1500多种高品质期刊的
400多万篇文章以及9000多种电子图书和主要参考工具
书的检索

 国内图书馆购买的访问年限一般都是从1997年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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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er Link

 德国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是世界上著名的科技出
版集团, 以出版学术性出版物而著名，通过Springer 
LINK系统提供学术期刊及电子图书的在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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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 & Francis出版的电子期刊

• Taylor & Francis 于1798年在英国伦敦
成立，是世界上历史最长的商业杂志
出版商， Taylor & Francis 现在已发展
成为集团，由Taylor & Francis出版社
、Routledge出版社、Psychology出版
社、CRC出版社和Garland Science出版
社组成

• 全文电子期刊数据库，涉及生命科学
、材料科学、工程技术、计算机科学
、经济管理、法律、人文艺术、社会
科学等领域。





SAGE ONLINE

 SAGE公司于1965年成立于美国，最初以出版社
会科学类学术出版物起家，自1995年以来，也开
始陆续出版科学、技术、医学三大领域的文献

 目前出版600多种高品质期刊，涵盖人文与社会
科学、健康科学、生命和生物医学、材料科学和
工程四大领域57 个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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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ald出版的电子期刊

 Emerald由来自世界著名百所商学院之一的布拉德福
商学院的学者于1967年建立

 主要专业出版商业、管理与经济、工程、图书馆学
与情报学、语言学、社会学等方面的文献，尤以管
理学领域的期刊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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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1）

Cambridge Journals Online(CUP) --剑桥大学出版
社电子期刊

剑桥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514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
久的出版社。

剑桥大学出版社已出版300余种学术期刊，涉及自然
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及医学各个学科，大部分期刊网络
版回溯到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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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UP)--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电子期刊

牛津期刊（Oxford Journals）覆盖非常广泛的学术领域，
包含六大学科：医学、生命科学、数学与物理学、社会科
学、法律、人文科学。拥有200余种同行评审期刊，60%左
右的期刊是与学会及国际组织合作出版的。包括世界上享
有很高盛誉的刊物，如Brain、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Public Opinion Quarterly等。

OUP现刊平台提供1996年以后的数据，国家科技文献
中心（NSTL）购买了1849-1995年的回溯数据供全国读者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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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3）/开放获取资源

 HighWire--斯坦福大学High Wire Press电子期刊

斯坦福大学High Wire Press是全球最大的提供免费全文的
学术出版商，于1995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创立。目前已
收录电子期刊千余种。其中超过70万篇文章可免费获得全文；
这些数据仍在不断增加。

High Wire Press主要包括物理、生物、医学和社会学领域
的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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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REVIEWS全文综述期刊数据库

Annual Reviews出版社成立于1932年，专注于出版
综述期刊，回顾本学科最前沿的进展，为科学研究
提供方向性指导；期刊内容涵盖生物学、医学、自
然科学、农学和社会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北大图书馆购买了全部期刊的现刊数据库，可访问
当年数据和过去4年的回溯数据。

北京大学图书馆制作





Frontiers in China系列期刊

由教育部主办、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
型英文学术期刊，旨在集中高校科研优势，凝聚
国内科研力量，建设一个中国品牌的国际化学术
交流平台。





理工类电子期刊数据库



物理专业

 英国皇家物理学会电子期刊(IOP)，如New Journal of 
Physics

 美国物理学会(APS)
 美国物理联合会(AIP)，如Physical Review，Physical Review 

Letters
 美国国家科学院会刊 (PNAS)：生命科学、物理学和社会

科学
 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OSA，美国光学学会全文数据库)
 arXiv.org--美国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电

子预印本文献库



美国物理学会（APS）

 美国物理学会（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简称APS）
出版的物理评论系列期刊：Physical Review（A-E）、
Physical Review Letters、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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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数据最早可以追溯到1893年。
 1999年以前的数据需要从PROLA进入：PROLA 

Archive (http://prola.aps.org/)





化学专业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RSC)
 美国化学学会(ACS）
 Thieme化学与药学电子期刊



美国化学学会(ACS)

 美国化学学会（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简称ACS）
成立于1876年

 ACS出版四十多种期刊，内容涵盖以下领域：生化研
究方法、药物化学、有机化学、普通化学、环境科学
、材料学、植物学、毒物学、食品科学、物理化学、
环境 工程学、工程化学、应用化学、分子生物化学、
分析化学、无机与原子能化学、资料系统计算机科学
、学科应用、科学训练、燃料与能源、药理与制药学
、微生物应 用生物科技、聚合物、农业学。





数学专业

 美国数学学会(AMS)
 Society for Industry and Applied Mathematics(SIAM,工业

和应用数学学会)电子期刊数据库



美国数学学会(AMS)

 美国数学学会（American Mathematics Society，简称
AMS）成立于1888年。

 该学会提供覆盖了自1940年以来世界范围数学文献
的MathSciNet数据库；AMS出版的8种电子期刊；
AMS100年来一直出版先进的数学领域的书籍；1940
年以来的《数学评论》的信息等。





信科专业

 ACM Digital Library--美国计算机协会电子期刊、会议
录

 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和英国电器工程师
学会(IEE)



ACM Digital Library--美国计算机协会电子期刊、
会议录

 美国计算机协会（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简称ACM）建立的ACM Digital Library，成立于
1947年，是全球历史最悠久和最大的计算机教育和科
研机构

 共收录了39种电子期刊15 年的全文、ACM 9年的会议
记录以及超过25万页的全文资料，并在The Guide to 
Computing Literature中提供700种出版物的书目信息。





工学专业

 国际光学工程学会期刊及会议录(SPIE Digital Library)
 Society for Industry and Applied Mathematics(SIAM,工业

和应用数学学会)电子期刊数据库
 AIAA-美国航空航天学会



AIAA-美国航空航天学会

 American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AIAA)于
1963年由美国火箭学会和美国宇航科学学会合并而成，
其前身可分别追溯到1930年和1932年。AIAA主要致力于
航空、航天、国防领域的科学和技术进步和发展，是非
赢利的学会。

 北大图书馆购买了AIAA的会议论文和期刊论文。





生命科学

 Cell和“Cell Press”出版的月刊
 美国国家科学院会刊 (PNAS)：生命科学、物理学和

社会科学
 Plos(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美国微生物学会)



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美国微生物学会)

 美国微生物学会是生命科学领域中历史悠久的会员组
织。会员人数从1899年的59名已发展到现今超过
43000名，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会员来自美国以外的
国家和地区。这些会员涵盖了微生物学专业的26个学
科以及微生物学教育学

 主要的期刊有：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Journal of Bacteriology等





心理学专业

 PsycARTICLES（APA美国心理学协会系列数据库，
EBSCO平台）

 Psychology & Behavioral Sciences Collection





地球与空间科学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AGU)--美国地球物理学
联合会 ，通过Wiley Online Library在线访问



人文社科类电子期刊数据库



PROJECT MUSE

 缪斯计划始于1995年，最初专门收录人文社会科
学类的学术性期刊，尤其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期
刊为主，1999年开始提供互联网服务

 收录了近500种期刊，期刊是逐渐增加的，各期刊
可访问全文的年限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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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O（ PERIODICALS ARCHIVE ONLINE ）

 典藏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PAO数据库的9个专集（collections 1-9）共收录600多种全文

期刊。涵盖了艺术、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的重点学科主题。
 超过20%为非英文期刊内容，为读者提供了访问非英语国家

期刊信息资源的机会
 覆盖学科领域包括经济、文学、法律、教育、社会学、心理

及艺术等。
 举例：

Management review 1914 (创刊号)—1995
Philosophy today 1957 (创刊号)--1995
Sight and sound 1932 (创刊号)--1995
Foreign affairs 1922 (创刊号)—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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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TOR

 JSTOR全名为Journal Storage，是一个对过期期刊进
行数字化的非营利性机构，于1995年成立。

全文库，收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期刊1500
余种。内容：以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等
人文社会学科主题为中心，兼有一般科学性主题
共十几个领域的代表性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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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查找本馆没有的期刊

 CALIS外文期刊网
http://ccc.calis.edu.cn/index.php?op=index

 联合目录集成服务系统：全国期刊联合目录
http://union.csdl.ac.cn/index.jsp

 ArticleFirst：期刊索引数据库(OCLC)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外文期刊目次库

http://www.nstl.gov.cn/
 CASHL

http://www.cashl.edu.cn/portal/index.jsp
 馆际互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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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导航
用于查找特定期刊上的文章
同一刊被不同数据库收录时，注意鉴别，除了收录年限

不同，扫描品质和检索系统也不同

电子期刊检索要点
检索功能

浏览——字顺和学科浏览
检索——快速检索、高级检索和二次检索

电子期刊的检索与利用



电子期刊检索要点（续）
检索技术

字检索与词检索
尽量选用词组作为检索词，可大大提高查准率，英文状态

下的双引号
检索字段的选择：

查准率由高到低：题名-关键词-摘要-主题-全部字段-全文
查全率由高到低：全文-全部字段-主题-摘要-关键词-题名

检索词的拟定、试检和调整
各种运算符
限制性检索条件：年代、学科、文种等

电子期刊的检索与利用



电子期刊检索要点（续）
检索结果

浏览
排序
全文下载
结果输出

个性化服务
免费注册
服务定制——保存检索式、推送服务、管理服务

电子期刊的检索与利用



常用期刊数据库‐最新目次报道、订阅

电子期刊检索要点（续）
 即用户在系统中设定自己需要的学科、期刊名称、检

索词、发送周期以及email地址，系统根据用户的需
求，定期自动检索指定期刊，向用户指定的电子邮件
信箱发送相关的最新目次报道。并在发送时介绍一些
最新、最具特色的内容，使读者了解期刊的出版情况
，读者可根据情况决定是否需要阅读期刊，下载全文

 在许多系统里称为“Alerts”
 在My account里面设置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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