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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科研全程的院所资源与服务 www.las.ac.cn 
Scirus http://www.scirus.com/ 是
由Elsevier科学出版社出品的专门用于科技
信息检索的科技搜索引擎。与其它搜索引擎
最 大 的 区 别 在 于 ， 其 既 可 以 搜 索 网 站
（Web），也可以搜索期刊资源，而且专注
于科技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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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科研全程的院所资源与服务 
www.las.ac.cn 

可检索国防科技信息、中科院科技期刊、
专利文献、标准文献、会议文献、学位
论文、科技报告和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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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科研全程的院所资源与服务 
www.las.ac.cn 

可视化跨库检索 

不确定哪里有馆藏或不确定在哪个数据库中检索时使用； 
 
推荐查找图书、文章时使用； 

联合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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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科研全程的院所资源与服务 
www.las.ac.cn 

联合目录 

推荐使用联合目录搜索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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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科研全程的院所资源与服务 
www.las.ac.cn 

IR Grid集成服务系统 

包括理论物理所从1978年
到2011年所有的论文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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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科研全程的院所资源与服务 
www.las.ac.cn 

随易通 

如果是E-Key用户须打钩 

普通用户（随易通账号＋密码）：可以访问中文全     

   文（不包括CNKI）、文摘数据库和外文文摘数据库 

 

 E-Key用户（随易通账号＋密码＋E-key）：可以访 

   问中文全文、文摘数据库、外文文摘数据库以及外  

   文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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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科研全程的院所资源与服务 
www.las.ac.cn 

文献传递和馆际互借 可联系所图老师并提供文献相关信息后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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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科研全程的院所资源与服务 
www.las.ac.cn 

问图书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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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科研全程的院所资源与服务 
www.las.ac.cn 

实时咨询： 
9：00-21：00（周一-周五） 

9：00-12：00/14:00-17:00(周六-周日) 

表单咨询两个工作日
内回复，如果需要即
时回复，可使用实时
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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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围绕科研课题确定检索关键词 
 

WHAT: 确定要检索内容 

平时在阅读中英文综
述类文献时注意积累
所需关键词的不同表
述方式、同近义词、
缩写简称等。 

http://dict.cnki.n
et/ 
CNKI翻译助手是以
CNKI总库所有文献
数据为依据，可以提
供英汉词语、短语以
及句子的翻译检索。
会同时给出所有同义
词。 

最终确定关键词前
征询导师或其他专
家意见，对关键词
进行准确性判读。 

参考中英文 

综述类文章 专家咨询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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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跟随科研进程选定信息源 
 

WHERE 关注重点 文献类型 推荐数据库 

开题阶段 
需要对研究背景、现状和
进展、前沿、热点问题有
概貌性了解 

综述类或评论性文
章、高被引和TOP
文章 

Web of  Science; 
CSCD; EI; CSA; ESI； 

Annual Review；
Google、Scirus； 

小木虫等 

科研进行中 
需要对前人研究成果、科
研数据、仪器设备作详细
了解 

专业数据库、数值
数据、仪器设备 

arXiv; APS; AIP; 方
正；维普；CNKI；  

ProQuest;  

中科院学位论文数据库；
Springer LB; 

Knovel等 

结题、论文产
出阶段 

通过引文分析考察发表成
果的影响力，通过成果对
比检验研究的新颖性和先
进性 

文摘及全文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EI; 

JCR等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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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信息源介绍- ISI Web of Science （WOS）  

 

在科研立项、论文开题阶段，检索
时不仅要选择SCI数据库，最好将

CPCI会议论文库也包含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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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信息源介绍- ISI Web of Science （WOS）  

 

分析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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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信息源介绍- ISI Web of Science （WOS）  

 

 
WOS提供16个分析角度： 
作者                     丛书名称 
会议名称               国家/地区 
文献类型               编者 
基金资助机构         授权号 
团体作者               语种 
机构                     机构扩展                
出版年                  研究方向                
来源出版物            Web of Science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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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信息源介绍- ISI Web of Science （WOS）  

 

•可以了解相关领域的主要研究人员情况 分析作者 

•可以了解相关领域研究的国家和地区分布
情况 

分析国家/地区 

•可以了解相关领域研究的机构 分析机构名称 

•可以了解相关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 分析出版年 

•可以了解相关领域的主要期刊 分析来源出版物 

•可以发现相关领域的跨学科应用 分析学科分类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常用信息源介绍- ISI Web of Science （WOS）  

 

创建引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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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信息源介绍- ISI Web of Science （WOS）  

 

以被引频次排序，快速锁
定高质量论文 

结合发文数和引文数，综合分
析该领域的发展趋势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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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信息源介绍- ISI Web of Science （W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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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信息源介绍- ISI Web of Science （WOS）  

 
用Email地址注册一个 Web of Knowledge 的账户，将检索历史保存到 Web 

of Knowledge 后，您就可以根据保存的检索历史创建电子邮件跟踪和 RSS 

Feed，系统会定期将该检索式搜到的最新文章发送到您的邮箱，一般可用

于跟踪某领域的最新文章、某科研人员的最新成果等等。定制的有效期为半

年，到期后可以续订。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常用信息源介绍- ISI Web of Science （WOS）  

 

参考文献、施引文献和相关文献信
息，三位一体挖掘深层次信息 

创建引文跟踪，跟踪该
文章的最新施引文献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常用信息源介绍- ISI Web of Science （WOS）  

 
从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出发，沿着科学发展的道路了解相关
研究领域的全貌。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常用信息源介绍-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

 
http://esi.webofknowledge.com/home.cgi 

可以根据22个学科方向或科
学家、机构、国家和期刊名称
来锁定高被引文章和热点文章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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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信息源介绍- SpringerMaterials 

 SpringerMaterials是基于Landolt-Börnstein丛书的数
据库 

 LB是一套连续出版的数值与事实型大型工具书，由Hans 
Landolt 和 Richard Börnstein两位教授在1883年共同
创建了这套工具书 

  数据来源于全世界千余名物理与工程领域的科学家撰稿
的研究期刊全文。所有数据都经过严格苛刻的挑选 

 Landolt-Börnstein涵盖以下学科： 
– 天文学 

– 生物物理 — 材料技术  

– 工程                               — 物理  

– 地球物理 — 物理化学 

主要包括与上述学科有关的数值数据和函数关系、常用单
位以及基本常数等等 

涵盖的物质对象和类型，包括基本粒子、原子核和原子、
有机化学分子、核酸、蛋白、液晶、金属和合金、岩石、
玻璃、陶瓷、以及氧化物和卤化物等。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 190,000 页 | > 90,000 篇在线文献| > 125,000 份各类图表 

 

 

 
 

 > 250,000 种化学物质  | > 1,200,000 参考文献 

 

 

 
 根据需求增加最新内容，每年出版约19 卷印刷版 

常用信息源介绍- Springer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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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B由8部分组成： 

 基本粒子，原子 和等离子  29卷 

 分子和自由基    63卷 

 凝聚态     124卷 

 物理化学    48卷 

 地球物理    11卷 

 大气物理    7卷 

 生物物理    5卷 

 高级技术和材料   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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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库 

 

常用信息源介绍- SpringerMaterials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Springer Materials – 全球上最大的，经过严格筛选与同行评议

的物理、化学、工程领域物质数值数据库  

 包括全部 Landolt Börnstein印本资料信息 

 内容横跨：粒子、核子、原子；分子与质子；热力学；多相系统；超               

          导；电子传输；磁学；结晶学；高级材料与技术；航天-  

          地球物理学等诸多热门学科 

 提供原始数据、图表、试验数据、还有相关论文与评论等文献，所有

内容均经过专家的严格评估和筛选 

常用信息源介绍- SpringerMaterials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利用Springer Materials准备课题 
或者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 
 
例如：利用Springer Materials查找材料参数 

   利用专业知识库进行可靠的新材料设计  

 为研究项目找出哪种材料能够提供最可靠的匹
配参数  

 在实际测量完毕以后与已知的材料参数进行对
比、评估与证实试验所获得的数据 

 

 

飞机设计师需要 

寻找制作高强度机翼 

的新型铝合金材料， 

例如： Al-F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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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部门的科研人员利用Springer 
Materials:   
 

 为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寻求解答，例如：为了构建或开发一个新
产品需要 

找到一种具备某种性质的新材料  

 为某个课题或项目尽可能多地提供相关资料 

 为新思想提供灵感 

由于高压蒸气， 

化学反应堆发生 

爆炸 
 

 

1. 阅读基本原理 

2. 查询蒸汽压力表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http://www.springermaterials.com/docs/index.html 

                    无机固体相位数据库 
                       “Linus Pauling File” 
                             莱纳斯· 鲍林文献 

 
  物质物理特性 

      (44,000 份数据表格) 
结构和衍射数据 

      (123,000 份数据表格) 
  相位图 

     (23,000 份数据图表)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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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物理特性数据库 
 

                DDBST多特蒙德数据库子集 
 

    50 种有机液体 + 水 以及他们组
成的1225种二元混合工质的热物理特

性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吸附性数据库 
 

28种吸附质（adsorbates） 
60种吸附剂（adsorbent） 

400中等温线 

可以查找应用在分离、净化、污染控制、
干燥等过程中的吸附信息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聚合物热力学数据库 
The Advanced THermal Analysis 

System （ATHAS） 
 

150种聚合物、20,000实验数据点、
120,000计算数据点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化学品安全数据库 

                               (44,000 篇文献) 
 

  欧盟REACH法规  
    (化学品登记、评估、 授权和限制） 

  GHS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  
     (全球的协调方案) 

  RoHS  《欧盟电子电气产品有害成分限制指令》 
  WEEE  《欧盟废弃电子电气产品指令》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学科导航 

常用信息源介绍- SpringerMaterials 

两种浏览方式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学科导航 

常用信息源介绍- SpringerMaterials 

两种浏览方式 

书架浏览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一般检索 

元素周期表检索 

高级检索 

常用信息源介绍- SpringerMaterials 

三种检索方式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一般检索 

元素周期表检索 

高级检索 

常用信息源介绍- SpringerMaterials 

三种检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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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检索 

元素周期表检索 

高级检索 

常用信息源介绍- SpringerMaterials 

三种检索方式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一般检索 

元素周期表检索 

高级检索 

常用信息源介绍- SpringerMaterials 

三种检索方式 

点击进入
fulltext查
看PDF全

文 

点击进入summary里可以
了 解 这 篇 文 章 的 source, 
cite as, abstract 和
chapter concepts的信息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一般检索 

元素周期表检索 

高级检索 

常用信息源介绍- SpringerMaterials 

三种检索方式 

 

检索： 

 物质/ 元素系统 

 属性 

分子式 

CAS登记号 

.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一般检索 

元素周期表检索 

高级检索 

常用信息源介绍- SpringerMaterials 

三种检索方式 

同时限定检索物质的某 
种性质，缩小检索范围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一般检索 

元素周期表检索 

高级检索 

常用信息源介绍- SpringerMaterials 

三种检索方式 

“Your Query”会自动以 
“与”逻辑合并检索条件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一般检索 

元素周期表检索 

高级检索 

常用信息源介绍- SpringerMaterials 

三种检索方式 

参考书目检索可以输入任意 
关键字，然后选择相关内容。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Knovel—数据类型 

Handbooks手册 

Reference Works参考书 

Databases数据库 

Encyclopedias百科全书 

Monographs专题论文 

Conference Proceedings会议论文 

Perry's Chemical Engineers' 

Handbook (7th Edition) 

Publisher: McGraw-Hill 

Machinery's Handbook 

(26th Edition) 

Publisher:  Industrial Press 

常用信息源介绍- Knovel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高质量数
据 

独特搜寻
平台 

互动数据
分析 

Knovel 的三大特点 

常用信息源介绍- Knovel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Knovel交互式工具 Interactive Productivity Tools 

交互式表格 – 可于工作表中

运用查询,筛选,排序以客制化

您所需的数据，并可输出成

HTML、PDF、Excel和ASCII不

同的档案格式 

数字图表 – 可显示、抓取或输

出曲线上任何点的坐标位置 

方程式标绘器 – 运用数据库内

的参数计算及标绘科学的数据 

 曲线绘图器- 可运用数据库

内的数据点于同一个图表中

标绘出至少12条曲线 

单位转换器 – 可将不同测量

单位的值进行转换 

Excel工作表 – 各种数据及方

程式均提供Excel格式让您可以

运算各种参数 

Knovel阅读器 –方便检

视HTML文字文件的工具，

可进行全文检索及查找

的功能，并可打印或输

出特定范围的页面 

常用信息源介绍- Knovel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Knovel 主题领域 

化学 

物理 

地球科学 

生物技术   食品科学 

生物科学   药学 

生物系统工程 化学工程 

电气工程  运输工程  电机工程 

信息工程  航天工程  力学工程 

电子工程 控制工程  环境科学    

光电科学与工程 

土木工程   建筑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能源工程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  资源科学 

工程学 

生命科学
与化学 

材料科学 基础科学 

常用信息源介绍- Knovel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哪些人需要Knovel? 

科学家/研
究员 

工程师 

技术员 

老师 

任何需要快速解决技术问题的人员 

常用信息源介绍- K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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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vel主界面介绍 

 

快速检索区 
 

 

主题浏览区 
 

功能切换区:浏览数据检索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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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单位转换器(UNIT 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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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周期表(PERIOTIC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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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earch (数据、方程式、图表检索) 

常用信息源介绍- Knovel 

1、输入要检索的材料或物质名称 

2、选择要检索的该
物质的某种特性 

3、选择好要查性质后，在此处限制检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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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earch (数据、方程式、图表检索) 

常用信息源介绍- Knovel 

举例： 

查询熔点(melting point)在50-100 oC；沸点

(boiling point)在200-300 oC的条件下， 一类醇

的信息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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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earch (数据、方程式、图表检索) 

常用信息源介绍- K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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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表格——让您如同使用EXCEL软件一般，随心所欲地对表格数据进行 
筛选、排序、隐藏和显示列项、打印以及保存。 

常用信息源介绍- Knovel 

表格名称 

Notes: 对表格每列项目进行解释 

Export: 导出表格为EXCEL或PDF或CVS格式 

Find：可对表格中的信息根据个人所需进行筛选 

Columns:选择要显示的列项 

Show all rows: 可选择显示该表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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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图表——可以将静态图表“活化”，可以输出和打印图表信息，还可以在图
表上直接标注数据点信息，将图表数字化。 

常用信息源介绍- Knovel 

图表名称 

X-axis/Y-axis: 图表X和Y轴的信息 

Graph title:图表名称 

text：图片所在文献的全文 

Graph digitizer: 将图片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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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如何有效编写检索式 

常用信息源介绍 

如何跟随科研进程选定信息源 

如何围绕科研课题确定检索关键词 

服务于科研全程的院所资源与服务 

嵌入科研过程的文献检索方法 



如何有效编写检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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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er 亚 洲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代 表 处
《SpringerMaterials 基于Landolt-Börnstein丛书
的数据库》 
 

 

  



LOGO 

C l i c k  t o  e d i t  c o m p a n y  s l o g a n  .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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