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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维普资讯服务简介 

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镜像站所能提供的服务： 
 海量文献数据库搜索功能，产品的检索使用功能设计在国内图书情报领域首屈一指。 
 我的数据库个性化收藏服务。 
 网络期刊图书馆浏览功能，同时满足用户搜索和浏览的使用习惯。 
 电子期刊浏览检索服务，可以用文章为单位的，也可以用期刊为使用单位。 
 海量资源动态数据更新服务，提供源源不断的全文数据更新，及时了解最新资讯。 
 开放链接的 OPENURL 增值服务，可以用维普数据库做后台资源，实现可以自有系统的关

联使用，所有的电子期刊，电子资料库，甚至图书馆 OPAC，中西文期刊联合目录等，都

将完整紧密的結合在一起，你再也无需为了一笔资料在各个视窗切换，在不同的查询介面

下一再重复输入您要查找的资料。 

第二章  发展中的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 

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Vipinfo）是国内著名的科技资讯类软件企业，全文数据库提供商，隶

属科学技术部西南信息中心。自 1989 年以来，致力于国内信息产业的发展，对期刊、报纸等文献进

行科学严谨的研究，致力于信息资讯服务的深度开发和推广应用。 
 
——主要产品有《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文摘版、引文版、《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

国科技经济新闻数据库》、行业信息资源系统等。从科技期刊到报纸、从中文期刊到外文期刊、从提

供海量的期刊资源到提供更专业的行业信息资源系统服务，维普人一直在不断的开拓创新！迄今为

止，维普公司收录有中文报纸 400 种、中文期刊 9000 余种、外文期刊 6000 余种、知识文章记录超

过 2500 万篇。拥有固定客户 2000 余家，在教育、科研、生产领域有极其广泛的用户市场，在国内

同行中处领先地位。维普数据库已成为我国图书情报、教育机构、科研院所等系统必不可少的基本

工具和获取资料的重要来源。公司网站http://www.cqvip.com   http://www.vipinfo.com.cn 。维普资

讯网已经成为国内科技资讯的专业门户服务网站。 
 
    公司软件产品陆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公司也历获重庆市电子出版二等奖、重庆市先进电子出版单位等，公司于 2004 年通过ISO9001：2000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建立起了科学分工，协调发展的 4 大中心职能。 
 
维普资讯产品资源中心： 
主要从事维普数据库产品的资源采集、数据分析、应用设计、网络知识服务。 
维普资讯软件技术中心： 
主要从事数据库搜索引擎、文本挖掘、智能关联等行业前沿技术的开发及应用。 
维普资讯营销服务中心： 
主要从事信息行业的资源整合营销，致力于为国内外的客户提供信息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 
维普资讯数字化加工中心： 
主要从事文档资料数字化加工、图像压缩及处理。是国内最大的文献资料数字化加工基地。主要客

户单位有国家科技部、国家林业局、中石油、重庆市档案馆等等。 
 

http://www.cqvip.com/
http://www.vip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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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CSTJ）介绍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提供镜像安装、网上包库和网上免费检索流量计费下载方

式等多种使用方式，供用户单位选择。 

 数据库简介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源于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 1989 年创建的《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

是全国最大的综合性文献数据库，其全文和题录文摘版一一对应，经过 18 年的推广使用和完善，全

面解决了文摘版收录量巨大但索取原文繁琐的问题。全文版的推出受到国内广泛赞誉，同时成为国

内各省市高校文献保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量数据：包含了 1989 年至今的 9000 余种期刊刊载的 1400 余万篇文献，并以每年 300 万篇的

速度递增。 
 覆盖范围：涵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医药卫生、经济、教育和图书情报等

学科的 9000 余种中文期刊数据资源。 
  分类体系：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进行分类，所有文献被分为 8 个专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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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专辑又细分为

35 个专题：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 

哲学、宗教 社会科学 政治、法律 

军事 语言、文字 文学、艺术 历史、地理 

数理科学 化学 天文和地球科学 生物科学 

金属学与金属工艺 机械和仪表工业 经济管理 一般工业技术 

矿业工程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 冶金工业 能源与动力工程 

原子能技术 教育科学 电器和电工技术 电子学和电信技术 

自动化和计算机 化学工业 轻工业和手工业 建筑科学与工程 

图书情报 航空航天 环境和安全科学 水利工程 

交通运输 农业科学 医药卫生   

 
 著录标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产品应用 

广泛应用于高等院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信息研究机构、信息咨询中心、科研院所、公司企

业、医疗机构、中小学图书馆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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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OpenUrl 增值服务范例说明 

（vipinfo everywhere） 

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具有符合 OpenUrl 协议的开放连接功能，用户不光

可以使用到维普数据库自身的强大功能，还可为用户单位的其它数据库、检索平台提供刊级别甚至

篇级别的开放连接，从其它检索平台里的篇名或刊名直接链接到维普数据库的全文数据，做到服务

无处不在，只要用户的 IP 地址在被授权的范围之内就可以直接下载阅读相应的原文文献。 

维普公司是国内首家采用 openurl 技术规范的数据库厂商，致力与为客户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

提高国内信息服务行业的规范化水平。 

用户只要在自己检索平台的输出页面上按规则做上相应的联接，就能实现与维普全文数据库的

对接。 

 OpenUrl 的连接规则和参数介绍 

 连接规则协议： 

http://IP/cstj/sear.dll?SearchURL?sid=***&genre=***&issn=****&year=***&volume=***&

issue=***&spage=***&atitle=***&pid=**** 

其中 IP 为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安装所在的服务器 IP 地址或网址。 

 各参数意义： 

分别为 sid（数据库提供商）；genre（数据类型）；issn(国际刊号)；year（年份）；volume(卷)；

issue(期)；spage(开始页)；atitle(题名)；pid(刊名)。 

其中 sid 和 genre 的参数值固定不变，也可以为空； 

 

pid 需要进行 URL Encode 的编码，用 UTF-8 字符集，如： 

编码前： 

pid=微型计算机 

编码后： 

pid=%E5%BE%AE%E5%9E%8B%E8%AE%A1%E7%AE%97%E6%9C%BA 

例子 openurl : 

http://⋯⋯/cstj/sear.dll?SearchURL?sid=VipInfo&genre=article&issn=1002-025X&year=2002

&volume=31&issue=6&spage=62&atitle=在焊接及相关工艺过程中的有害物质&pid=%3CJName%3E%E7

%84%8A%E6%8E%A5%E6%8A%80%E6%9C%AF%3C%2FJName%3E 

工作过程 

目的：用 issn 号或刊名(pid)来定位一种期刊，用 year,volume,issue 来定位一本期刊，用题

名(atitle)来定位一条记录。 

如果 issn 有值，则将不用管 pid 的值(pid 可以为空值)；反之，需要将刊名 pid 的值解码。 

如果 atitle 有值，则定位到一条记录的全文；反之，在具有 issn（或 pid），其它值都为空的

条件下，返回整刊的题录数据。如： 

http://⋯⋯/cstj/sear.dll?SearchURL?sid=&genre=&issn=1002-140X&year=&volume=&issue

=&spage=&atitle=&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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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种参数规则就可以实现维普数据库与其它结构不同数据库间的数据链接定位使用，链接

深度可以到刊也可以到篇。为客户单位提供更多增值服务。 

 

    进一步细化参数就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返回结果，如增加 year 参数值，如“year=2004”就可

以返回该刊 2004 年的所有文献记录；再增加 issue 值，如“issue=12”就可以返回该刊 2004 年第

12 期的文献记录；如果 atitle 有值，如“atitle=自制机箱透明侧板”那么直接返回该篇文献的全文

文献并提示下载，如图： 

 
 

连接具体一篇全文最简单的参数：只要 issn（或 pid）和 atitle 有正确的值就能定位一条记录，

如： 

http://⋯⋯/cstj/sear.dll?SearchURL?sid=&genre=&issn=1002-025X&year=&volume=&issue=&sp

age=&atitle=在焊接及相关工艺过程中的有害物质&pid= 

http://⋯⋯/cstj/sear.dll?SearchURL?sid=&genre=&issn=&year=&volume=&issue=&spage=&atit

le=在焊接及相关工艺过程中的有害物质&pid=%3CJName%3E%E7%84%8A%E6%8E%A5%E6%8A%80%E6%9C%A

F%3C%2FJName%3E 

OPAC 系统连接期刊链接简化接口 

上面介绍了通过标准的 OpenUrl 协议规则也可以实现与 OPAC 系统的对接。为了方面用户使用，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还提供一种更加简洁的专为 OPAC 系统提供对接的接口，接

口规则为： 

http://⋯⋯/cstj/sear.dll?OPAC?ISSN=****&KM=**** 

其中，issn 为国际标准刊号；km 为刊名。 

只有两个参数，方便简单，建议 OPAC 系统使用此接口与维普数据库实现对接。 

原理：以 issn 号来定位一本期刊，当 issn 有正确的值时就可以返回结果，km 的值可以为空；

当 issn 的值为空时需要 km 有正确的值才能返回结果。 

 

以如下地址为例： 

http://⋯⋯/cstj/sear.dll?OPAC?ISSN=1005-2674&KM=当代经济研究 

 

采用如下两种方式都能返回正确的结果，只要用户的 IP 地址在授权范围之内就能查看相应详细

信息和下载全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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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stj/sear.dll?OPAC?ISSN=1005-2674&KM= 

http://⋯⋯/cstj/sear.dll?OPAC?ISSN=&KM=当代经济研究 

连接效果样例如图： 

 
 
连接到维普数据库里的该本电子期刊 

 
使用 Openurl 开放链接，所有的电子期刊，电子资料库，甚至图书馆 OPAC，中西文期刊联合目录

等，都将完整紧密的結合在一起，你再也无需为了一笔资料在各个视窗切换，在不同的查询介面下

一再重复输入您要查找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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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维普数据库（检索平台 V6.0）检索使用 

维普资讯公司推出的《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简称中刊库）是一个功能强大的中文

科技期刊检索系统。数据库收录了 1989 年至今的 9000 余种中文科技期刊，涵盖社会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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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七大专辑。 

概     述 

 系统需求 

 为提高检索及浏览速度和可靠性，建议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6.0+Sp1 以上版本浏览器。浏

览器须能支持 Java 程序的运行及接受 cookies。 

 阅读 VIP 格式的全文，必须安装维普资讯公司推出的维普浏览器，在维普资讯网站上免费提供

下载使用。下载地址： 

http://www.cqvip.com/Downloadcenter/default.asp 

 阅读 PDF 格式的全文，必须安装 Adobe  Reader 阅读软件（免费软件）。国内外各大网站均提供

免费下载，目前最新中文版本为 6.01 版。下面提供其下载地址供您参考： 

http://www.cqvip.com/Downloadcenter/default.asp 

 选择检索方式 

 首页上的检索方式选择 
首页默认的检索区域就是《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检索方式，如下图所示。《中文科技期刊数

据库》提供五种检索方式：快速检索、传统检索、分类检索、高级检索、期刊导航。 

 要使用快速检索，只需要在检索框中直接输入检索条件、点击 按钮即可。 

 需要选择其它检索方式，只需要点击相应的检索钮即可，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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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醒：系统默认的检索年限为 2000-2005 年，如果读者需要在所有数据中进行检索，请选择“全

部年”。 

 
 检索界面上的工具栏介绍 

 
 检索方式切换区： 

点击传统检索、高级检索、分类检索、期刊导航，可分别进入对应检索方式的检索界面中。 

 通用工具区： 

 我的数据库：进入“我的数据库”界面； 

 帮助：在线帮助信息查看区，为读者提供可在线浏览的使用说明； 

 退出登录：点击此处退出数据库检索系统并回到首页。 

 检索方式概述 

 快速检索：通过首页正中的输入框，输入简单检索条件，在任意字段进行查询，进入结果显示

页面，可实现题录文摘的查看或下载，及全文下载功能，同时，也可进行检索条件的再限制检索或

重新检索。 

 传统检索：原网站的《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检索模式，经常使用本网站的老用户可以点击此

链接进入检索界面进行检索操作，可进行中刊文章题录文摘浏览、下载及全文下载。 

 高级检索：提供向导式检索和直接输入检索式检索两种方式。运用逻辑组配关系，查找同时满

足几个检索条件的中刊文章。 

 分类检索：根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制定，由维普公司专业标引人员对每条中刊数

据进行分类标引，点击该链接，用户可按学科类别逐级进入，获取检索结果。 

 期刊导航：根据期刊名称字顺或学科类别对维普公司收录的所有期刊进行浏览，或通过刊名或

ISSN 号查找某一特定刊，并可按期查看该刊的收录文章，同时可实现题录文摘或全文的下载功能。 

 引文检索：提供了强大的引文库检索、引文文献关联漫游功能。（6.29 版提供此功能）。 

 检索入口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提供五种检索方式：快速检索、传统检索、高级检索、分类检索、期

刊导航。其中又分别提供：题名、刊名、关键词、作者、第一作者、作者机构、文摘、分类号等检

索入口。 

第一节 快速检索使用帮助 

在首页的检索框中直接输入检索式（或检索词）进行检索的方式即为快速检索。首页的“快速

检索”默认在“题名或关键词”字段进行检索。在检索结果页面上提供更多的条件限制检索功能，

检索结果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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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索入口选择 

提供多检索入口的检索，检索入口包括：题名、关键词、题名或关键词、作者、第一作者、刊

名、作者机构、文摘、分类号、任意字段； 

 检索范围限制 

在检索结果页面可进行期刊范围的选择（全部期刊、重要期刊、核心期刊）； 

可进行出版年限的限制。 

 二次检索功能 

在已经进行了检索操作的基础上，可进行重新检索或二次检索（在结果中检索、在结果中添加、

在结果中去除）； 

几种二次检索方式的说明： 

 在结果中检索：检索结果中必须出现所有的检索词。相当于布尔逻辑的“与”、“and” 、“*” 

 

 在结果中添加：检索结果至少出现任一检索词。相当于布尔逻辑的“或”、“or” 、“+” 

 

 在结果中去除：检索结果中不应该出现包含某一检索词的文章。相当于布尔逻辑的“非”、“not”、

“_” 

例如：如果第一次的检索条件为 A，第二次检索条件为 B，则选择几种二次检索的检索结果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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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表示分别为（灰色部分为命中结果）： 

              

在结果中检索           在结果中添加           在结果中去除 

 相关检索 

针对关键词、刊名、作者、第一作者等字段，提供相关检索的内容浏览，并提供相关检索内容

的快捷检索（超链接）。例如： 

在关键词字段检索“CAD”，出现的相关检索内容有“CAD 技术”“CAD 系统”“辅助设计”“计算

机辅助设计”，用户点击“辅助设计”，则可查看到“关键词=辅助设计”的所有文章。 

 
 
 
 

第二节  传统检索使用帮助 

点击 按钮即进入传统检索界面。传统检索提供以下检索功能： 

 选择检索入口 

提供题名或关键词、题名、关键词、作者、刊名、第一作者、分类号、文摘、机构、任意字段

等十个检索入口。   

 限定检索范围 

数据库提供专辑导航、分类导航、数据年限限制和期刊范围限制。提供检索方式的转换按钮。 
 专辑导航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将所有资源分为八个专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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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每个专辑又可按树形结构展开相应的专题。点某

一专题名称，可查看该专题包含的所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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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导航 

分类导航以《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为依据，每一个学科分类都可以按树形结构展开，

利用导航缩小检索范围，进而提高查准率和查询速度。 

    

    
 出版年限限制 
数据收录年限从 1989 年至今，检索时可进行年限选择限制，（如：选择从 1989 年到 2004 年）     

        

 期刊范围限制  
本数据库的期刊范围包括：全部期刊、重要期刊、核心期刊，用户可以根据检索需要来设定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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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范围以获得更加精准的数据。    

 

 简单检索及复合检索 

简单检索即直接输入检索词，限定检索范围进行检索。 
复合检索分为二次检索和直接输入检索表达式的检索。 
   二次检索 
用户一次检索的检索结果中可能会遇到检索结果不理想的情况，这时就可以考虑采用二次检索。

二次检索是在一次检索的检索结果中运用“与、或、非”进行再限制检索，以得到理想的检索结果。 

例如：需要查找关于“晶体生长”的由作者“刘英才”写的文章，就可以采用二次检索的方式

来实现。如下图示： 

 
一次检索图示 

 

 
二次检索图示 

 

 直接输入检索表达式 
     在清楚检索条件并能熟练组织检索表达式的基础上，可通过直接输入检索式的方式进行检索。

例如：需要查找关于“晶体生长”的由作者“刘英才”写的文章，可直接在任意字段中输入“K=晶
体生长*A=刘英才”来得到检索结果，如图示： 

                   

 辅助检索功能 

 同义词 
勾选页面左上角的“同义词”，选择关键词字段进行检索，可查看到该关键词的同义词。检索中

使用同义词功能可增加检全率。 
例如：勾选同义词功能，在关键词字段输入“CAD”并点击“检索”按钮，可查看到“CAD”

的同义词，勾选“CAD 系统”并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得到“关键词=CAD+CAD 系统”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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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同义词功能图示 
注意事项：同义词功能只适用于三个检索字段：关键词、题名或关键词、题名。 

 
 同名作者 

    勾选页面左上角的同名作者，选择检索入口为作者（或第一作者），输入检索词“张三”，点击

“检索”按钮，即可找到作者名为“张三”的作者单位列表，用户可以查找需要的信息以做进一步

选择。 

 

同名作者功能图示 
 

注意事项：同名作者功能只适用于两个检索字段：作者、第一作者。 

第三节  分类检索使用帮助 

分类检索相当于传统检索的分类导航限制检索，不同之处在于：这里采用的是《中国图书馆分类

法》（第四版）的原版分类体系，分类细化到《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的最小一级分类，能

够满足读者对分类细化的不同要求。 

点击 按钮可直接进入分类检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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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检索页面 

分类检索的操作步骤： 
 学科类别选择 
   直接在左边的分类列表中按照学科类别逐级点开查找。 
   运用左边方框中的搜索框对学科类别进行查找定位。这里采用的是模糊查找，如果检索结

果有多个，则定位在第一个类别上。 
 学科类别选中 

在目标学科前的 中打上“√”，并点 按钮将类别移到右边的方框中，即完成该学科类别

的选中。 
 在所选类别中搜索 
在选中学科类别以后，在页面上放的检索框处选择检索入口、输入检索条件，即可进行在选中

学科范围内的检索操作。 

第四节  高级检索使用帮助 

点击 按钮即可进入高级检索页面。高级检索提供两种方式供读者选择使用：向导

式检索、直接输入检索式检索。 

 向导式检索 

 检索界面 

向导式检索为读者提供分栏式检索词输入方法。可选择逻辑运算、检索项、匹配度外，还可以

进行相应字段扩展信息的限定，最大程度的提高了检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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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检索图一 

 检索规则 

检索执行的优先顺序 

向导式检索的检索操作严格按照(高级检索图一)由上到下的顺序进行，用户在检索是可根据检

索需求进行检索字段的选择。 

以上图(高级检索图一)所示为例进行检索规则的说明。图一中显示的检索条件得到的检索结果

为：（（U=大学生*U=信息素养）+ U=大学生）*U=检索能力，而不是（U=大学生*U=信息素养）+（U=

大学生*U=检索能力）。 

    如果要实现（U=大学生*U=信息素养）+（U=大学生*U=检索能力）的检索，可做如(高级检索图

二)的输入，(高级检索图二)中输入的检索条件用检索式表达为：U=（大学生*信息素养）+U=（大学

生*检索能力） 

 

高级检索图二 

 

   要实现（U=大学生*U=信息素养）+（U=大学生*U=检索能力）的检索，也可用(高级检索图三)中

的输入方式，(高级检索图三)中输入的检索条件用检索式表达为：（U=信息素养+ U=检索能力）*U=

大学生 

 

高级检索图三 

 关于逻辑运算符：见表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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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 

* + - 

并且、与、and 或者 、or 不包含、非、not

表5.4.1  逻辑运算符对照表 

在检索表达式中，以上运算符不能作为检索词进行检索，如果您的检索需求中包含有以上逻辑

运算符，请调整检索表达式，用多字段或多检索词的限制条件来替换掉逻辑运算符号。例如：如果

您要检索C++，可组织检索式(M=程序设计*K=面向对象)*K=C 来得到相关结果。 

 

 关于检索字段的代码：见表5.4.2  

    

代码 字段 代码 字段 

U 任意字段 S 机构 

M 题名或关键词 J 刊名 

K 关键词 F 第一作者 

A 作者 T 题名 

C 分类号 R 文摘 

表 5.4.2  检索字段代码对照表 

             

 扩展功能： 

下图中所有按钮均可以实现相对应的功能。读者只需要在前面的输入框中输入需要查看的信息，

再点击相对应的按钮，即可得到系统给出的提示信息。 

   

查看同义词：比如用户输入“土豆”，点击查看同义词，即可检索出土豆的同义词： 春马铃薯、

马铃薯、洋芋，用户可以全选，以扩大搜索范围。 

 

查看变更情况：比如读者可以输入刊名“移动信息”，点击查看变更情况，系统会显示出该期

刊的创刊名“新能源”和曾用刊名“移动信息．新网络”，使用户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注意：

此处需要输入准确的刊名才能进行察看期刊的变更情况。 

 

查看分类表：读者可以直接点击按钮，会弹出分类表页，操作方法同分类检索。 

 

查看同名作者：比如用户可以输入“张三”，点击查看同名作者，即可以列表形式显示不同单位

同名作者,用户可以选择作者单位来限制同名作者范围。为了保证检索操作的正常进行，系统对

该项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最多勾选数据不超过 5 个。 

 

查看相关机构：比如用户可以输入“中华医学会”，点击查看相关机构，即可显示以中华医学会

为主办（管）机构的所属期刊社列表。为了保证检索操作的正常进行，系统对该项进行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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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最多勾选数据不超过 5 个。 

 

 检索词表： 

读者选择某一字段后，可查看对应字段的检索词表来返回检索词，如关键词对应的是主题词表，

机构对应的是机构信息表，刊名对应的是期刊名列表。此功能正在完善中。 

 

 扩展检索条件： 

用户可以点击“扩展检索条件”，以进一步的减小搜索范围，获得符合检索需求的检索结果。 

 

  在“扩展检索功能”部分，用户可以根据需要以时间条件、专业限制、期刊范围进一步限制检

索范围。 

                    

  读者在选定限制分类，并输入关键词检索后，页面自动跳转到搜索结果页面，后面的检索操作

同一般搜索。 

 直接输入检索式检索 

 检索界面： 

读者可在检索框中直接输入逻辑运算符、字段标识等，点击“扩展检索条件”并对相关检索条

件进行限制后点击“检索”按钮即可。 

 

 

检索式输入有错时检索后会返回“查询表达式语法错误”的提示，看见此提示后请使用浏览器的

【后退】按钮返回检索界面重新输入正确的检索表达式。 

 扩展检索条件：与“向导式检索”中的“扩展检索条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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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索规则： 

 关于逻辑运算符：同表5.4.1 

 关于检索代码：同表5.4.2 

 关于检索优先级：无括号时逻辑与“*”优先，有括号时先括号内后括号外。注意：括号()

不能作为检索词进行检索。 

 

 检索范例： 

范例一：K=维普资讯*A=杨新莉    

此检索式表示查找文献：关键词中含有“维普资讯”并且作者为杨新莉的文献。 

       

范例二：(k=( CAD+CAM)+T=雷达)*R=机械-K=模具    

此检索式表示查找文献：文摘含有“机械”，并且关键词含有“CAD或CAM”、或者题名含有“雷达”，

但关键词不包含“模具”的文献。  

此检索式也可以写为： 

((K=(CAD+CAM)*R=机械)+(T=雷达*R=机械))-K=模具  

或者  

(K=(CAD+CAM)*R=机械)+(T=雷达*R=机械)-K=模具 

 高级检索的检索技巧 

 利用“同名作者”功能进行作者字段的精确检索 

在向导式检索中，提供了“同名作者功能”，由于同名作者功能中限制了勾选的最大数目（5 个），

如果碰巧您需要选择的单位又超过了 5 个，此时您可以考虑采用模糊检索的方式来提高检全率检准

率。 

例如：查询目标为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作者名为王立的文献，通过同名作者查看到相

似的单位有 13 个，这时就可以采用检索式“A=王立*S=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来限制作者以得到精

确的检索结果。检索式的更改方法：可在向导式检索的同名作者添加以后修改，也可采用直接输入

检索式的检索方式。 

 

 利用“查看相关机构”提高检全检准率 

向导式检索中提供了“查看相关机构”的功能用于精确读者需要查询的目标机构，由于相关机

构功能中限制了勾选的最大数目（5个），如果碰巧您需要检索的机构超过 5 个，在实际检索时就需

要考虑采用模糊检索的方式来实现检全检准率。 

例如：要查找“重庆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这一机构，如果以“重庆大学”作为基准查找得到

相关机构 2074 个机构，通过筛选，选择出符合检索结果的共有词还有“建筑”，此时就可调整检索

式为“重庆大学*建筑”，调整后再次查看相关机构，得到 144 个机构，很明显筛选出的机构的准确

度大大的提高了。这样就可以直接在机构字段输入“重庆大学*建筑”进行检索了。 

第五节  布尔表达式的句法说明 

在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时，在任何检索方式下都采用可以直接输入检索式

的方式进行检索。 

直接输入检索式进行检索时，需要注意检索式的组织、表达方式。在这里，我们就概略的介绍

一下与布尔表达式相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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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逻辑运算符：表5.5.1   

   逻辑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 

* + - 

并且、与、and 或者 、or 不包含、非、not

表5.5.1  逻辑运算符对照表 

 

在检索表达式中，以上运算符不能作为检索词进行检索，如果您的检索需求中包含有以上逻辑

运算符，请调整检索表达式，用多字段或多检索词的限制条件来替换掉逻辑运算符号。 

例如： 

如果您要检索C++，可组织检索式(M=程序设计*K=面向对象)*K=C 来得到相关结果。 

 

 逻辑运算符的优先级别： 

无括号时逻辑与“*”优先，有括号时先括号内后括号外。注意：括号()不能作为检索词进行检

索。 

 

 关于检索字段的代码：见表5.5.2  

代码 字段 代码 字段 

U 任意字段 S 机构 

M 题名或关键词 J 刊名 

K 关键词 F 第一作者 

A 作者 T 题名 

C 分类号 R 文摘 

表 5.5.2  检索字段代码对照表 

 检索范例： 

范例一： 

K=维普资讯*A=杨新莉    

此检索式表示查找文献：关键词中含有“维普资讯”并且作者为杨新莉的文献。 

       

范例二： 

(k=( CAD+CAM)+T=雷达)*R=机械-K=模具 

此检索式表示查找文献：文摘含有“机械”，并且关键词含有“CAD 或 CAM”、或者题名含有“雷

达”，但关键词不包含“模具”的文献。  
此检索式也可以写为： 

((K=(CAD+CAM)*R=机械)+(T=雷达*R=机械))-K=模具  

或者  

(K=(CAD+CAM)*R=机械)+(T=雷达*R=机械)-K=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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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期刊导航 

(A to Z list) 

点击 按钮可直接进入期刊导航检索界面。 

 期刊查找 

 按期刊名的第一个字的首字母字顺进行查找 

 

 按学科分类进行查找 
点学科分类名称即可查看到该学科涵盖的所有期刊。按学科分类还可限制“核心期刊”、“核心

期刊和相关期刊”，选择“核心期刊”则只能查看到所选学科类别下涵盖的核心期刊。（下图只显示

了部分学科） 

 

 
 按刊名进行搜索查找 

期刊搜索提供刊名和 ISSN 号的检索入口，ISSN 号检索必须是精确检索；刊名字段的检索是模

糊检索；期刊搜索提供二次检索功能。 

 

 期刊列表 

期刊列表页面上提供的期刊信息有：刊名、ISSN 号、CN 号、核心期刊标记（有★标记的为核

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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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期刊列表中如果包含有核心期刊和相关期刊，点击 即可将列表中的核心期刊全部

筛选出来，此时 变成黄色。 

 

 期刊档案信息查看 

在期刊列表上点击期刊名称，即进入期刊封面页。 
在期刊封面页上可浏览到期刊的基本信息，包括期刊简介、期刊主办信息、编辑部联系方式、

订刊信息、国外数据库收录情况、期刊获奖情况、国家图书馆馆藏、上海图书馆馆藏等信息。 

 
    在封面页上，还提供当前期刊文献的任意字段检索，提供收录年限、选定年限的期的选择。 

 期刊年卷期浏览、期刊内文章检索 

在期刊封面页上选择某一期或直接进行检索，即进入单个期刊的整刊浏览页面。同时提供年卷期

浏览方式和期内检索两种使用方式。 
 跨年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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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出版年限     

   

 限制检索入口  
提供的检索入口包括：题名或关键词、题名、关键词、作者、机构、第一作者、分类号、文摘、

任意字段。 
 
 某年内按期检索 
 选择出版年限、选择期数 

                  
 限制检索入口  

提供的检索入口包括：题名或关键词、题名、关键词、作者、机构、第一作者、分类号、文摘、

任意字段。 
 

 二次检索 
在一次检索的基础上，为了达到理想的检索结果，可进行二次检索（重新检索、在结果中检索、

在结果中添加、在结果中去除、在整个数据库中检索）。 
点击“在整个数据库中检索”，则检索范围有当前期刊扩大到了整个数据库。 

 
相关检索 

针对关键词、刊名、作者、第一作者等字段，提供相关检索的内容浏览；提供相关检索内容的

快捷检索。 

例如：在关键词字段检索“CAD”，出现的相关检索内容有“CAD 技术”“CAD 系统”“辅助设计”

“计算机辅助设计”，用户点击“辅助设计”，则可查看到“关键词=辅助设计”的所有文章。 

第七节 检索结果显示及文章下载 

 检索结果概要显示 

在检索结果窗口里，可以查阅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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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索结果页面上默认显示方式为“概要显示”，概要显示的内容包括：文章的标题、文章前两位

作者、文章出处（期刊名、出版年、卷、期、页码）； 
 可通过显示方式处选择“文摘显示”或“全记录显示”； 
 每次检索操作完成，页面上都会显示检索结果的条数； 
 检索结果默认为每页显示 10 条；也可在显示方式处根据个人需求改成 20 条、50 条； 
 对于检索结果中的文章，可逐页翻阅，也可用跳转功能跳转至您希望阅读的页号； 

 点 可将勾选中的文章保存到“我的数据库”的电子书架中； 

 点 可将当前检索操作的表达式保存在“我的数据库”的检索历史中； 

 提供对应检索条件的“相关检索”内容浏览。 

 单篇文章详细显示 

点击概览页面上的文章标题，可查看到该篇文章的细览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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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文章题录的全字段内容显示； 

 
 在当前检索结果中的翻篇功能、提供返回检索概览页面的功能； 

 
 提供全文下载的功能、题录文摘下载、参考关系目次下载、被引关系目次下载、打印功能； 

 
 提供同主题文献的聚类查看功能、提供文章参考文献和被引情况的查看功能、提供耦合文献的

查看功能； 
 
 提供作者、机构、刊名、关键词、分类号等字段的快捷检索功能，例如：点击页面上作者字段

的“韩波”，则实现的是对检索式“作者=韩波”的检索查找功能。 

 单篇文章下载 

 在检索结果页面上，点击与文章对应的全文下载图标 即可下载 PDF 格式的全文； 

 在文章题录细览页面上点全文下载图标 ，实现的也是下载 PDF 格式的全文。 

 多篇文章下载 

 在检索结果的概览页面上勾选文章，点击全文下载按钮 ，即出现文章下载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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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下载题录文摘（概要显示、文摘显示、全记录显示、自定义输出），点击下载按钮即下载，

下载完成后点“继续检索”回到检索页面继续检索操作；“自定义输出”功能是根据读者需求自己选

择需要输出的项，选定后，下载的数据就只保留有所选项。 
 
  选择下载全文，则出现全文下载列表，在列表中点全文下载图标可下载全文；点加入电子书架

可将文章保存到“我的数据库”的电子书架中。 

     

 文章打印 

勾选文章以后点“打印”按钮，进入打印管理页面：     

  
选择打印的文章内容（概要显示、文摘显示、全记录显示）并确认打印，文章内容按.txt 的格

式显示在页面上，根据页面提示打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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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引文检索使用帮助 

（镜像站 6.30 以上版提供此功能） 

 概述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引文链接版）镜像站 6.30 以上版本新增加了参考文献检索入口，

可以用参考文献的任意字段搜索检索出所需要的中刊文献记录，丰富了用户的检索使用方式。同时

提供了以引文为线索的文献关联漫游功能，可以实现文献间求根溯源的参考、被引、耦合等关联漫

游。 
 
该引文检索提供了 4 大特色功能： 
 

 引文数据提供范围涉及各个学科 3000 余种期刊，引文范围覆盖面最广。 
 
 在全文库专业检索的基础上，提供了从参考文献检索入口查源文献的使用方向。涵盖了期刊、

图书、论文、专利、标准等各种类型的参考文献类型。通过对引用的参考文献检索，将全文文

献与引用的参考文献链接起来，直接实现基于参考文献的源文献查找。 
 
 参考文献很多也是《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源文献，改变了参考文献只是文字记录，还需要再

次检索的认识，用户可以直接获取参考文献原文等信息。 
 
 为文章提供了相关文献的漫游使用功能，用户可以查看参考文献、引证文献、耦合文献、主题

相关等关联文章，清晰的主线漫游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检索时间，方便用户求证分析，提高获

取知识的效率。知识线索的导航可以极大的提供用户获取知识的效率，解决单纯依赖检索获取

方式的不足。 

 参考文献检索 

通过对引用的参考文献检索，将全文文献与引用的参考文献链接起来，直接实现基于参考文献

的源文献查找，实现参考文献与源文献的关联，实现文献所述知识点的追根溯源，理清知识发展脉

络。 
 
 检索入口 

 
在《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检索界面上提供“Y=参考文献”的检索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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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条件检索源文献过程示例： 

 
第一步：选择参考文献检索入口输入相应检索词进行检索；例如：输入“参考文献=袁志强” 

 

 
第二步：系统给出满足检索条件的参考文献对应的源文献； 
 

 

 
第三步：点击检索结果的任意一篇源文献查看细阅，进而可以看到参考文献的详细目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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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其中用蓝色高亮显示的参考文献可以通过点击链接至参考文献的详细题录和全文。 

 

 
 参考文献是独立的检索入口 

 
中刊检索字段组（M=题名或关键词、K=关键词、J=刊名、A=作者、S=机构、T=题名、R=文摘、

C=分类号、U=任意字段） 
参考文献检索字段组（Y=参考文献） 

目前 6.30 版本不支持“Y=参考文献”检索入口与中刊检索入口的组合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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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两字段组目前被定义为两个不能相互组合的检索字段组，对两个字段组之间的“与”、“或”、

“非”操作我们称之为跨组检索。目前 6.30 系统暂不支持跨组检索，当用户切换两个组别的检索时，

除“重新搜索”外，其余的逻辑组配功能无效；不跨组的检索组配系统是支持的。 
示例： 
中刊检索字段组内组配检索式： K=网络教学*T=教学改革+A=李立 
参考文献检索字段组内的组配检索式：Y=张晓林*Y=数字资源 

 基于参考、引用、耦合关系的文献关联漫游功能 

在查看中刊文章详细的目次信息时，题录信息页面上有“相关文献”的聚类功能，提供了该文

章的参考文献、引证文献、耦合文献、主题相关文献 4 个方向的文献关联。知识线索的导航可以极

大的提供用户获取知识的效率，解决单纯依赖检索获取方式的不足。 

 
 

 查看参考文献使用方向 
 
点击查看该篇文章文后列出的参考文献记录，对既是参考文献又是源文献的文章，可以简单的

点击就关联到这个文章本身，不需要重新检索，读者可以通过不断查看参考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无

限漫游，实现对知识追根溯源头，此方向的使用特点是是文献越查越老；  



             
http://www.cqvip.com 

http://www.vipinfo.com.cn                        CSTJ 用户手册 

30 

 
对每篇文章的“参考关系目次下载”可获得源文献的详细题录文摘信息和它的参考文献的信息，

方便用户的使用； 

 
 

 查看被引文献使用方向 
 
点击查看该篇文章被其他文章引用的情况；对被引文献又可以通过细阅方式查看它的被引情况，

通过不断查看引证文献的引证文献进行无限漫游，实现对知识后续利用情况的追踪，此方向的使用

特点是文献越查越新； 
对每篇文章的“被引关系下载”可获得源文献的详细题录文摘信息和引用它的文献的简要信息，

方便用户的使用； 

 
 

 查看耦合相关文献使用方向 
 
“耦合相关文献”是指只要与本文献共同引用了一篇或多篇参考文献的源文献集合，称为该篇

文献的耦合相关文献；为用户提供一个发散形式的内容聚类，方便用户追踪某一知识的相关研究范

围。 
“耦合度”是指指定的耦合文献与本篇文献共同引用的参考文献篇数。其中的数字链接点击后

可以看到他们共同引用的参考文献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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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耦合度的数字链接，查看共同引用的参考文献目次 
 

 
 

 主题相关文献 
 
“主题相关文献”是指与本文献同属一个中图分类知识节点的所有文献，为用户提供辅助备选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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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的数据库个性化服务 

我的数据库是 2004 年维普公司推出的针对用户的个性化服务。我的数据库提供关键词定制、期

刊定制、分类定制、保存检索式、保存文章（电子书架）等功能。 

 个人账户管理 

要使用“我的数据库”，需要申请一个属于您自己的个人标识码和验证码。使用时点击首页的“我

的数据库”或通用工具栏上的“我的数据库”，都会出现如下页面： 

 

 若您已经注册过“我的数据库”的标识名，请直接在对应的框中填写标识名和验证码，并点“登

录”按钮即可成功登录“我的数据库”。 
 
   注意事项：只有在成功登录“我的数据库”之后，检索结果（文章）和检索表达式才能保存保存
到“我的数据库”中。为了使用方便，在使用中刊库时请先登录“我的数据库”再进行检索操作。 

 若您还没有申请个人标识名，请点击 开始注册，在注册页面上填写相应的内容提交即

可。 
 
注意事项：请务必记住“查询验证码内容”和“查询验证码答案”，以便在密码丢失后能找回密

码！ 

 

 如果您的密码丢失，请点击 来找回验证码。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输入标识名后点“下一步” 

 

第二步：填写查询验证码后“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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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系统给出验证码信息的反馈，点“继续”按钮即回到“我的数据库”登录页面。 

 

 您可以通过点击 来修改验证码，在修改密码页面填写上相关信息提交即可。 

 

 我的主页 

“我的主页”提供存放期刊定制、关键词定制、分类定制等成功定制的信息。 

 

 点击分类定制中的分类名称，相当于在数据库中进行按分类的检索。例如，点“生物科学（Q）”，

会得到“分类号=Q”的检索结果。 
 点击期刊定制中的期刊名称，相当于在数据库中进行刊名检索。例如，点“江苏中医药”，则得

到“刊名=江苏中医药”的检索结果。 
 点击关键词定制中的关键词，相当于在关键词字段对该词进行检索。例如，点“维普资讯”，得

到“关键词=维普资讯”的检索结果。 

 我的电子书架 

在检索结果页面上勾选文章后，点击“加入电子书架”即可将文章保存到电子书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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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可将“我的电子书架”中的文章输出（下载、打印）。 
 电子书架里最多能保存 50 篇文章。 

 我的检索历史 

在进行一次检索操作后，可将检索结果页面上显示的“检索式”保存到“我的检索历史”中。 

 
 在“我的检索历史”页面上，可利用已经保存的检索式进行重新检索。 
 “我的检索历史”里最多能保存 20 条检索表达式。 

 分类定制 

提供《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的原版分类体系，读者可根据自身要求定制学科类别，方

便快捷检索。 

 
与分类检索的操作相似，分类定制的操作步骤如下： 
 学科类别选择 
 直接在左边的分类列表中按照学科类别逐级点开查找 
   运用左边方框中的搜索框对学科类别进行查找定位。这里采用的是模糊查找，如果检索结

果有多个，则定位在第一个类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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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类别选中 
在目标学科前的 中打上“√”，并点 按钮将类别移到右边的方框中，即完成该学科类别

的选中。 
 确认定制 

将需要定制的学科都选择添加到右边的方框后，点击 按钮即定制成功。 

 期刊定制 

读者根据自身要求定制常用期刊，便于快捷检索查找。 

 
 期刊名称由用户自己填写。注意：请读者注意验证期刊名称的正确性！ 
 已经定制好的期刊在下次定制时仍然在上图的方框中，如果要删除某一期刊，直接在方框中删

除期刊名称后提交即可。 
 每个读者最多只能定制 8 本期刊。 

 关键词定制 

对于经常使用的关键词，可采用关键词定制的方式保存该关键词并用于下一次的快捷检索。关

键词定制与期刊定制的使用方法相似： 

 

关键词由用户自己填写。注意：请读者注意验证关键词书写的正确性！ 
已经定制好的关键词在下次定制时仍然在上图的方框中，如果要删除某一关键词，直接在方框中删

除关键词后提交即可。 
每个读者最多只能定制 8 个关键词。 

 关闭我的数据库 

用户要退出我的数据库时，为了保证个人账户的安全性，请点击“退出我的数据库”来退出本

次登录！ 
 
 
 
 
 



             
http://www.cqvip.com 

http://www.vipinfo.com.cn                        CSTJ 用户手册 

36 

 

第七章 维普资讯中心网站简介 

(更多资讯欢迎访问 http://www.cqvip.com) 

中国信息类门户网站，知识服务核心网络媒体 
经典之作，个性之选 

 发展历程 

   维普资讯网的前身是科学技术部西南情报中心的情报分析网站www.swic.ac.cn，经过维普资讯有

限公司 4 年的商业化运作，已发展成为集中外文献、企业咨询、动态新闻服务、行业信息资源等多

种服务为一体的国内最大的科技文献知识资源门户网站。网站依托《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为主要

知识资源系统，以国际领先的海量数据检索技术为核心，通过高素质的编辑骨干逐步将维普资讯网

打造为国内新一代的知识服务媒体群，成为本土信息类网站第一品牌和全球中文信息类网站知名品

牌。鼎力提倡“ 经典之作，个性之选”的理念，在网站体系和感性认识上有了质的突破，在质量的提

高和引入与国际接轨的人性化服务上有了新的飞跃。 

 特点 

 先进水平的海量信息搜索引擎技术，维普资讯拥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搜索引擎技术和数据库管

理系统。支持分类学科导航检索、书刊导航检索、专业逻辑检索、知识元关联、网络推送服

务等全方位的服务功能。  

 专业的文献情报服务经验，有十余年的文献情报服务经验，适用于从专业到大众的知识网络

服务专业的图书情报技术积累，经历了国内数据库的曲折发展历程，率先实现了一系列数据

库国际标准化、规范化的改造，是标准的积极倡导者与参与者。 

 专业信息门户网站服务，囊括天下智慧，助推中国科技创新，为用户提供期刊、图书、报纸、

文献加工、竞争情报等多种形式的知识信息服务。同时为用户提供独具特色的国际流行个性

化服务。  

  电子商务的知识传播，使用支付方式多样化，实现个性化的按需使用，服务定制， 维普资

讯网为用户提供了便捷的缴费方式。使用流量计费的用户，可通过多种途径缴费，目前已经

开通了网上在线支付预付款(备用金)、阅读卡充值、邮局汇款、银行转账、手机银行(需先开

通手机银行业务)、网上在线单篇文献支付等方式。 

 

http://www.swic.ac.cn/


 
 
 
 
 
 
 
 
 
 
 
 
 
 
 
 
 
 
 
 
 
 
 
 
 
 
 
 
 

 

 

维普资讯营销服务中心 
总        机： 023 - 67765316、67766352 

销售服务热线： 023 - 89072231、89072232 

技术服务热线： 023 - 67766436、67765342 

电 子 邮  箱： fwzx@cqvip.com（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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