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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中文期刊数据库介绍01



知网

•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CNKI

• 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学术期刊全

文数据库 。

• 以学术、技术、政策指导、高等科普及教育类

期刊为主，内容覆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

业、哲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

• 收录10903种期刊，共计文章60,680,534篇。

中外文文献

• 收录年限：自1915年至今出版的期刊，部分期

刊回溯至创刊。

• 部分文章取其期刊标注分类号

维普

•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VIP

• 科技查新领域使用最频繁的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国内规模最大的文摘和引文索引数据库

• 学科范围：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

科学、医药卫生、经济管理、教育科学和图书情报

• 期刊总数：14000 余种，核心期刊：1983 种，文

献总量：5700 余万篇

• 中外文文献

• 回溯年限：1989年，部分期刊回溯至1955年

• 采用《中图法》分别对期刊和文章进行人工分类的

数据库，在文献入类时，维普以每篇文献的内容特

征进行入类

万方

•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的全文数字化期刊

• 集纳了多种科技及人文和社会科学期刊的全文

内容。

• 文献总量：1.2多亿篇中外文。

• 中文期刊共8000余种，核心期刊3200种左

右；收录年限：1990年以来

• 外文期刊主要来源于外文文献数据库，收

录了1995年以来世界各国出版的20900种重要

学术期刊。

• 大部分文章按期刊类别入类

01 三大中文期刊数据库是什么



开题找资料 找导师、合作者期刊电子化 发文找期刊
中文学术论文的集合

新颖性

追踪课题的前沿进展

关注同一领域的机构、实验室、课

题组、老师……

方便阅读、携带、使用、查询 标注核心期刊

优势

01 三大中文期刊数据库有什么用



01 三大中文期刊数据库在哪里

• 校园网ip范围内使用，只需要登录校园网

网关，不需要用户名密码

• 使用教育网直通车、搜狗浏览器自动代理

打开的时候经常不能访问

• 不可过量下载

• Cnki网址www.cnki.net，帐号：k10001，

密码：cnkikw，字母均为小写

图书馆数据库.mp4
http://www.cnki.net/


使用对比02



02 三大中文期刊数据库对比1-期刊导航

1-1 cnki-期刊导航
1-1 cnki-期刊页面

相同：
• 基本信息
• 被收录情况
• 按年代全文

特点：
• 专题导航、期刊导航
• 影响因子：
（2017版）复合影响因子：4.507
（2017版）综合影响因子：3.862
• 下载次数、被引频次
• 本刊内检索
• 栏目浏览
• 统计分析

1-1 cnki-期刊导航.mp4
1-1 cnki-期刊页面.mp4


02 三大中文期刊数据库对比1-期刊导航

1-2 vip-期刊导航
1-2 vip-期刊页面

相同：
• 基本信息
• 被收录情况
• 按年代全文

特点：
• 学科导航、期刊导航、地区导航
• 期刊引证报告
• 引文版期刊索引
• 本学科高影响力期刊

1-2 vip-期刊导航.mp4
1-2 vip-期刊页面.mp4


02 三大中文期刊数据库对比1-期刊导航

1-3 万方-期刊页面

相同：
• 基本信息
• 按年代全文

特点：
• 学科导航、期刊导航
• 引用、下载情况
• 刊内检索

1-3 万方-期刊页面.mp4


02 三大中文期刊数据库对比1-期刊导航



02 三大中文期刊数据库对比2-界面设计



02 三大中文期刊数据库对比2-界面设计



02 三大中文期刊数据库对比2-界面设计



02 三大中文期刊数据库对比3-检索方式

知网

维普

万方

方式：基本检索、高级检索、期刊检索、作者检索、机
构检索、主题检索、基金检索

方式：快速检索、标准检索、专业检索、作者发文检索、
科研基金检索、句子检索、来源期刊检索

方式：简单检索、高级检索、专业检索

入口：主题、篇名、关键词、摘要、全文、参考文献、中图分类
号、作者、第一作者、来源期刊、支持基金、作者单位

入口：任意字段、题名或关键词、题名、关键词、文摘、作者、第
一作者、机构、刊名、分类号、参考文献、作者简介、基金资助、
栏目信息

入口：主题、题名或关键词、题名、第一作者、作者单位、作者、
关键词、摘要、DOI、期刊名称/刊名、期刊-期、期刊-基金

2-1 cnki检索方式.mp4
2-2 vip检索方式.mp4
3-2 vip-检索结果.mp4
2-3 万方检索方式.mp4


02 三大中文期刊数据库对比3-检索方式

• 都有简单检索、高级检索、专业检索多种方式（名称

有不同）

• 都给出了专业检索的说明

• 都可以选择只检索核心刊

• 都可以选择某个学科，某个时间定向检索

• 都有检索历史可以回看

• 都有一站式检索，都有结果内检索

• 专业检索的符号不一样

• CNKI有作者检索和句子检索

• 万方可以根据课题内容自动给出检索式

• 维普有查看同义词、查看作者、查看分类表等方式



02 三大中文期刊数据库对比4-检索结果

相同：
• 都显示题名、作者、出处等信息，且都

是超链接
• 都可以在第一层页面，直接下载全文，

或者导出多篇文章

特点：
• 分组浏览
• 排序方式
• 列表和摘要两种方式
• 下载有caj格式和pdf格式
• 计量可视化分析
• 按来源类别、期刊、关键词等精炼结果
• 有“为我推荐”
• 文献页面

• 引文网络、引证图谱
• 关联作者
• 相似文献
• 读者推荐
• 相关基金文献

• 作者页面
• 关系网络

3-1 cnki-检索结果

3-1 cnki-检索结果.mp4


02 三大中文期刊数据库对比4-检索结果

3-2 vip-检索结果

相同：
• 都显示题名、作者、出处等信息，且都是超

链接
• 都可以在第一层页面，直接下载全文，或者

导出多篇文章

特点：
• 在线阅读，直接看到全文
• 直接显示摘要
• 高影响力作者、机构、期刊，高被引论文
• 作者链接

• 并非作者页面，而是该名作者的所有
论文

3-2 vip-检索结果.mp4


02 三大中文期刊数据库对比4-检索结果

3-3 万方-检索结果

相同：
• 都显示题名、作者、出处等信息，且

都是超链接
• 都可以在第一层页面，直接下载全文，

或者导出多篇文章

特点：
• 在线阅读，直接看到全文
• 直接显示摘要
• 相关检索词、相关作者、相关文献
• 作者页面：学者主页

3-3 万方-检索结果.mp4


02 三大中文期刊数据库对比4-检索结果

项目 CNKI 维普 万方

超链接

作者、机构、关键词，刊名，
相关作者，相关机构，相关分
类，参考文献，引证文献，相
似文献，引文网络

作者，机构，刊名，主题词，分类号，相似文献，
参考文献，引证文献，耦合文献、二级参考文献，
二级引证文献、同被引文献

作者，期刊，年卷期，关键词，
相关博文，相关检索词，相关
专家，相关机构，相似文献，
参考文献，引证文献

特殊检索字段 “全文” “作者简介”、“栏目信息” 无

特殊检
索能力

支持全文检索，但字段之间的
逻辑组配检索能力差

支持中英文、繁简体混合检索，支持截词、逻
辑组配检索等

支持对知识对象的直接搜索及对象关联分析
检索功能相对较弱

同义词
检索

提供扩展检索能力，但扩展词
表不是严格的学术词表

提供同义词库，检索者可自由选择同义词；
提供共现主题词扩展提示，可与检索词直接组

配扩展；
不具备智能检索能力

同名作
者检索

不提供
提供人工审核的重名消歧服务，将同名不同人

的作者做系统自动区分和本体描述；提供众包模
式的纠错机制；

不提供

检索结果分析
学科、机构、作者、年份、关
键词、收录情况、基金

期刊收录情况、学科、主题、机构、作者、刊
名、年份、被引范围

学科、核心期刊、年代、语种、
来源数据库、刊名、出版状态、
作者、机构

检索结果排序
时间，相关度，被引频次，下
载频次

相关度、时间、被引次数 相关度，时间，被引量，热度



02 三大中文期刊数据库对比5-导出方式

相同：
• 多种导出方式
• 常用的文献处理软件都支持

CNKI

维普

万方

不同：
• CNKI较多
• CNKI和维普都是在文献列表页面勾选，再统一导出；万

方在文献列表页面选择导出，也可以勾选后统一导出
• 维普自定义导出，确定后直接下载为文本格式



02 三大中文期刊数据库对比6-一站检索

2018年我校在中国知网平台新购买了下列17个数据库：国际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商务印书馆-精品工具书、
国学宝典数据库、中国学术辑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专利全文数据库、中国科技项目创新成果鉴定意见数据库、学术图片知识库、中国高等
教育期刊文献总库、中国基础教育文献资源总库、中国党建期刊文献总库、中国政报公报期刊文献总库、中国精品文艺作品期刊文献库、
中国精品科普期刊文献库、CNKI研学平台、中国图书引证统计分析数据库、中国引文数据库。
原订购的库: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期刊）、博士论文库、硕士论文库、中国会议论文、重要报纸全文库、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 、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本部：帐号：k10001，密码：cnkikw，医学部：账号：k10098 密码：bmu，字母均为小写
下列为新增子库的网址
1、中国学术辑刊全文数据库：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CJD
2、国际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IPFD
3、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http://gongjushu.cnki.net/refbook/default.aspx4、中国精品文艺作品期刊文献库：
http://wenyi.cnki.net/KNetWeb/nonacad/nonacad/index/cjfv
5、学术图片知识库：http://image.cnki.net/
6、中国引文数据库：http://ref.cnki.net/ref
7、CNKI研学平台: http://x.cnki.net/search
8、中国图书引证统计分析数据库 http://www.cbad.cnki.net/ (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9、中国专利全文数据库地址：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SCPD
10、中国科技项目创新成果鉴定意见数据库：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SNAD
11、商务印书馆-精品工具书：http://www.icidian.com.cn/cpnet/ (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12、国学宝典数据库：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GXDB_SECTION
13、中国高等教育期刊文献总库：http://gaojiao.cnki.net/kns55/index.aspx?dbcode=cjfr
14、中国基础教育文献资源总库： http://www.cfed.cnki.net/
15、中国党建期刊文献总库：http://www.dangjian.cnki.net/nonacad/NonAcademic/CJFX/index.aspx
16、中国政报公报期刊文献总库：http://zhengbao.cnki.net/kns55/index.aspx?dbcode=cjfz
17、中国精品科普期刊文献库：http://kepu.cnki.net/KNetWeb/nonacad/nonacad/index/cjft

中国知网《高校科研成果统计分析与评价数据库》和
《专利检索与分析系统》试用（需要用户名密码）
试用截止日期：2018年5月31日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CJD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IPFD
http://gongjushu.cnki.net/refbook/default.aspx
http://wenyi.cnki.net/KNetWeb/nonacad/nonacad/index/cjfv
http://image.cnki.net/
http://ref.cnki.net/ref
http://x.cnki.net/search
http://www.cbad.cnki.net/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SCPD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SNAD
http://www.icidian.com.cn/cpnet/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GXDB_SECTION
http://gaojiao.cnki.net/kns55/index.aspx?dbcode=cjfr
http://www.cfed.cnki.net/
http://www.dangjian.cnki.net/nonacad/NonAcademic/CJFX/index.aspx
http://zhengbao.cnki.net/kns55/index.aspx?dbcode=cjfz


02 三大中文期刊数据库对比6-一站检索

万方



02 三大中文期刊数据库对比7-其他功能

维普：
• 文献引文追踪
• 高被引析出文献
• 科学指标分析
• 搜索引擎服务



02 三大中文期刊数据库对比7-其他功能

万方：
• 热点分析



检索技巧03



根据自己需求，选择合适的数据库，中文？外文？期刊？学位论文？

1选择数据库

03 检索技巧

数据库的学科设置不同，注意全面选择

2选择学科范围

基本、高级、专家……

3确定检索方式

单词、多词、同义词；AND OR NOT

4确定检索词、构造检索式

首选“主题”；检索范围、匹配方式

5选择检索范围、检索条件

查看记录是否符合要求

6第一次检索

二次检索

7调整检索策略

筛选记录，阅读全文、进行分析；文献管理工具

8输出检索结果

数据库的通报服务（Alert）跟踪研究

9跟踪研究进展



• 同一个关键词、同一个作者、同一期刊等。

• 参考文献和引用该文献的文献都是相关研究。

• 可以得到最新研究或者顶级研究。

• 高被引论文、高下载量论文优先阅读——

大牛著作、热点内容

• 也可以使用平台上所有数据库的统一检索

• 每个数据库都有相关说明（字段、逻辑算符等）

• 布尔运算符：与and，或or，非not（中文是*，

+，-) 。

• 缩小文献范围

• 限定学科、年份、文献类型等

• 改变检索词（选用选用专指度高的检索词；

增加检索词）

• 方便快速地获得一批某一领域最重要

的文献，大大节省调研时间

。

技巧

多使用高级检索或专业检索

二次检索或精炼模式

综述文献或评论文献
优先阅读

关注引文分析网络、
有超链接的地方

按照年代排序或者被
引排序

03 检索技巧

扩大检索项
• 改变检索词（增加检索词的近义词，选用专指度低

的检索词；减少检索词的数量，使用通配符进行截

词检索）；

• 扩大搜索项（如题名搜索改为主题搜索）



同义词

计算机 电脑

全称与简称

酞菁 酞箐

知识积累

记录同现查找相关

检索词：先期确定

的检索词查到的结

果中循环产生更确

切的关键词

知识积累

利用文摘或数据库

的索引确定检索词；

利用主题词表

一些方法

03 检索技巧

下位词

中国 北京

命名差异

北京大学 北大

碳酸氢钠 小苏打

拼写变体

词序变化

法律 律法



03 检索技巧

期刊全文数据库

• 三个库都查一下

• 百度学术

• 馆际互借

• 文献传递服务：复印、传递本馆未收藏的期刊文献、
会议文献、学位论文、报告等。可以通过馆际互借
系统、CASHL系统、e得文献获取平台获取。

• 具体介绍见：图书馆主页-服务-馆际互借下的内容

• 文献资源推荐和订购服务

• 图书馆欢迎您推荐各类文献资源，如图书、期刊、
数据库、电子期刊、多媒体资源等。

• 数据库试用一般提交说明（数据库名、学科、申请
理由）；数据库购买在提交申请的时候需要院系负
责人的签字。

• 登录“图书馆首页-个人账户-推荐购买”直接提交
推荐清单。

• 改版中



图书馆其他服务04



04 图书馆服务



作业

• 根据本学科研究方向，选取关键词，在三大库进行检索

• 找出三大库是否还有其他不同，欢迎反馈 lif@lib.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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