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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访问数据库的问题

o 1、校园网（医院图书馆\办公区）

o 2、校园VPN访问（点击校外访问——代理认证，输入账
号及密码)

o 3、CARSI访问(校外访问——Shibboleth认证，输入账
号及密码）

o 4、中南大学邮箱校内注册，校外登录访问。（支持的数
据库有sciencedirect,pubmedplus）



1、有关访问数据库的问题

校园IP
访问

CARSI访问方式

VPN访问方式



http://xylib.csu.edu.cn

1、有关访问数据库的问题



1、有关访问数据库的问题--中华系列期刊

中华医学会期刊数据库(万方医学网可下载）

数据库入口：http://med.wanfangdata.com.cn/

其中以下四种中华医学会期刊现在在免费开放。欢迎使用。

1、中华医学杂志1915年至今

http://zhyxzz.yiigle.com
2、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1931年至今

http://cmj.yiigle.com
3、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1998年至今

http://zhsyhlcbdxzz.yiigle.com
4、中华临床感染病杂志2008年至今

http://zhlcgrbzz.yiigle.com/



1、KARGER出版社期刊 OA出版费用抵消计划

o OA转换计划，即数据库访问费和绑定刊内容费的30%
可作为OA出版费用额度。用图书馆所在学校的作者在
Karger期刊上发表OA文章所产生的文章处理费（APC
费用）可以使用出版费用额度进行抵消。

o 2021年OA出版费用额度为CHF10378.8



2、新增学习类数据库

o 学习类数据库

n clincalkey Student数据库(美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n visible body
n primal picture
n 实验室指南Current Protocols（18种）

n 实验室指南JOVE
n 临床诊断思维训练库VisualDX
n HSTalks-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专辑

n 医学教材-wiley出版社医学教材

n 医学教材-LWW出版社医学教材

n DOODY四星/五星医学著作-ovid/ck,ck s平台



2、新增学习类数据库-Clinialkey Student



2、新增学习类数据库/visiblebody/primalpicture
primalpictures汇集了
超过6500个偏重于特
定独立器官、身体部位
或解剖系统的高精度三

维动态互动式解剖模, 
内容包括 3D 解剖图、
大体图片、核磁共振成
像、动画、视频和音频

等。透过3D眼镜，能
够更加清晰地看到人体

内组织解剖结构,完全
再现人体内的真实情况。

visiblebody模块包括4,600多个精确的医学解剖结构，数百幅人体局部和系统的
缩略图；上百幅MRI影像，以及与3D模型的对比；相关的疾病信息；数百道自测
题；肌肉的动画模型等。



2、新增学习类数据库Current protocols/jove

      为生命科学，医学与药学科研人员开发的
实验室指南。超过24,000+篇实验流程，覆盖19
个学科,包括：生物信息学、细胞生物学、化学
生物学、细胞技术法、实验室基本技巧、免疫
学、分子生物学、神经病学、蛋白质、干细胞
生物学等。为科研人员提供实验支持



新增学习类数据库Current protocols/jove

JoVE是全球范围内唯一能让用
户快速、系统化地 学习顶尖科
学实验室新开发研究方法和技
术的视频资源。



2、新增学习类数据库visualdx/Hstalks

      VisualDx包含25000多张临床医学精美图像和1200多
份诊断案例以帮助和提升疾病诊断和筛查质量，涉及急诊、

内科、儿科、皮肤科、口腔科、家庭用药等诸多学科领域。

Hstalks目前累
积超过 2500部
影片，共 100余
个系列，可以帮
助研究员快速了
解特定领域的最
新发展。



2、新增学习类数据库爱教材平台WILEY/LWW电子教材



2、新增学习类数据库DOODY四星五星专著(OVID/CK平台）



2、新增期刊类数据库

n 期刊类的全文库

n 美国精神病学期刊及图书AAP
n 美国生理学会期刊APS
n 美国癌症研究协会期刊AACR
n 美国儿科学会期刊AAP
n 美国神经外科医师协会AANS
n 美国肾脏病学协会

n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n 美国药理学与实验治疗学协会

n 美国重症护理护士协会

n 美国血液协会BLOOD



o AmericanJournalofPsychiatry\JournalofNeuropsychiatryandClinicalNeurosciences
o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 等14种刊

o Cancer reseach\clincal cancer research2种刊

o Pediatrics1种期刊

o journal of neurosurgery
o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phrology\Clinic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phrology 3种期刊

o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JCO Precision Oncolog7种期刊

o Molecular Pharmacology\Drug Metabolism and Disposition4种期刊

o American Journal of Critical Care\Critical Care Nurse\AACN Advanced Critical Care3
种期刊

o blood1种

2、新增期刊类数据库





2、新增学术写作课程-kargerlearn/BMJ research to publication

Karger出版社与Enago（英论阁）合办。学术写作课程将帮助科研人员
习得学术出版的关键知识，以达成成功发表的目标。

按步指引学员洞悉医
学研究的全过程，涵
盖了医学研究设计到
文章发表中的所有问
题。



3、文献调研--摘要数据库

o 学科性的摘要数据库
n Pubmed（医学索引）

n EMBASE（荷兰医学文摘）

n BIOSISPREVIEW（生物学文摘）

n SCIFINDER（化学文摘）

n EI（工程索引）

n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3、文献调研--摘要数据库

o 综合性的摘要数据库
n SCIE（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
n Scopus

n 学术搜索引擎

n 微软学术搜索引擎(各学科论文超过2.5亿篇）
https://academic.microsoft.com/home

n Semantic Scholar（各学科论文超过1.9亿篇)
      https://www.semanticscholar.org/



3、文献调研--摘要数据库

o 统一检索平台

n Summon
n 超星学术

o 全文数据库
n CNKI
n 万方资源库

n 维普



3、文献调研--外文摘要库

n PubMed（IM医学索引）(http://www.pubmed.com)
    PubMed是美国家医学图书馆(NLM)下属的国家生物技术

信息中心(NCBI)开发的、基于WWW的查询系统。可检索自

1950年以来MEDLINE数据库的期刊文献以及其它生命科学期

刊文献。现在有2900万多条文献。



3、文献调研--外文摘要库

o EMBASE（荷兰医学文摘）（生物医药与药物数据库）(www.embase.com)

n 自1947年至今的期刊收录

n 来自逾95个国家的8,500多份期刊，包括MEDLINE标

题

n Embase独有的2,900多份索引期刊

n 全文索引的药物、疾病和医疗器械数据

n 3600万条文献记录

n 有丰富的药物文献信息



3、文献调研--外文摘要库

o EMBASE中检索loratadine(氯雷他定）毒性的文献



3、文献调研--外文摘要库

o EMBASE中检索loratadine(氯雷他定）毒性的循证医学文献

o (1)先通过药物检索找毒性方面的文献

o (2)再限定循证医学文献



3、文献调研--外文摘要库

p Scifinder（化学文摘）(http://scifinder.cas.org)

       SciFinder®由美国化学会（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ACS）旗下的美国化学文摘社（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 CAS）
出品，是一个研发应用平台，提供全球最大、最权威的化学及相关学

科文献、物质和反应信息。  
      SciFinder涵盖了化学及相关领域如化学、生物、医药、工程、农

学、物理等多学科、跨学科科技信息。SciFinder收录的文献类型包括

期刊、专利、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图书、技术报告、评论和网络资

源等。（药物化学数据库）



3、文献调研--外文摘要库

o Biosispreview(生物学文摘）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

n 权威的生命科学信息资源，把握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的突破性

进展和动态

n 收录了来自5,300多种期刊和其他非期刊来源的文献信息，包

括：报告、评论、会议论文集、专利等等。

n 内容覆盖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物技术、植物学、临床医学、

药理学、动物学、农业科学、兽医学等生命科学相关领域。

n 数据每周更新并一直回溯到1926年，每年新增数据量超过65万

条，是检索全球生命科学领域信息最权威的数据库。记录达到

了近2800万条。



3、文献调研--外文摘要库

o SCIE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

       SCIE涵盖170多个学科的8,850多种主流期刊—1900年至今。

       通过独特的被引参考文献检索，您可以用一篇文章、一个专利号、

一篇会议文献或者一本书作为检索词，检索这些文献被引用的情况，

了解引用这些文献的论文所做的研究工作。您可以轻松地回溯某一项

研究文献的起源与历史（Cited References，参考文献）或者追踪其最

新的进展（Citing Articles，施引文献），既可以越查越深，也可以越

查越新。



3、文献调研--外文摘要库

o 外文发现（summon）http://csu.summon.serialssolutions.com



3、文献调研--中文摘要库

o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http://www.sinomed.ac.cn/)

    收录1978年至今1800余种中国生物医学期刊以及汇编、会议

论文的文献题录820余万篇（持续更新中），新增1989年以来中

文参考文献410余万篇（持续更新中），全部题录均进行主题标

引、分类标引，同时对作者机构、发表期刊、所涉基金等进行规

范化加工处理，支持在线引文检索，辅助用户开展引证分析、机

构分析等学术分析。



3、文献调研--中文库

o CNKI（中国知网）（www.cnki.net)
o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http://www.wanfangdata.com.cn/index.html)

o 超星发现(http://ss.zhizhen.com/)

    超星发现以近十亿海量元数据为基础，利用数据仓储、资源整合、

知识挖掘、数据分析、文献计量学模型等相关技术，较好地解决了复

杂异构数据库群的集成整合、完成高效、精准、统一的学术资源搜索，

进而通过分面聚类、引文分析、知识关联分析等实现高价值学术文献

发现、纵横结合的深度知识挖掘、可视化的全方位知识关联。



4、文献分析、了解学科重要文献

具有分析功能的数据库

o Pubmedplus

o SCIE

o Scopus

o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o 超星发现

o CNKI全文库



4、文献分析、了解学科重要文献

o 数据库的分析字段
作者分析，选择高产学者进行科研交流

期刊分析，选择合适期刊进行投稿

时间分析：了解课题研究的热度

被引分析：了解高影响力的文献

学科分析：了解课题交叉的情况

机构分析：了解重要的研究机构



4、文献分析、了解学科重要文献

n Pubmedplus(http://www.pubmedplus.cn)

     Pubmed数据库不具有对文献分析的功能。Pubmedplus系统是基

于PubMed的深度检索和聚类分析。该系统可以按照期刊、机构、部门、

年份、作者、国家、城市、主题词等50多项进行统计和聚类。 
Pubmedplus提供科研辅助分析包括：（1）了解领域内核心期刊，为

选择合适期刊发表论文提供途径；（2）帮助医疗工作者寻找新的方向

和创新点；（3）按学科进行学术评价和创新分析； （4）查找某领域

的核心作者及机构，寻求合作。



4、文献管理、论文写作

o ENDNOTE

o NoteExpress文献管理软件

  目前流行的参考文献管理工具软件，其核心功能是帮助读者在

整个科研流程中高效利用电子资源：检索并管理得到的文献摘要、

全文；在撰写学术论文、学位论文、专著或报告时，可在正文中

的指定位置方便地添加文中注释，然后按照不同的期刊，学位论

文格式要求自动生成参考文献索引。其核心功能如下：1)检索；

2)管理；3)分析；4)发现；5)写作



5、如何选择数据库-认识文献出版类型

o 图书：内容成熟、系统，但出版周期较长。

o 期刊：内容侧重某方面，强调新颖性，出版周期短。

o 会议文献：内容新颖，专业性强，反映某一领域最新研究成果。

o 专利：内容新颖和实用、具有法律效力。出版迅速。

o 学位论文：内容新颖、具有创造性。非公开发行。

o 科技报告：指记录某一科研项目调查、实验、研究的成果或进展
情况的报告。非公开发行。内容专深，多数保密。

o 标准文献：指按规定程序制定，经公认主管机关批准的一整套在
特定范围内必须执行的规格、规则、技术要求等规范性文献。

o 政府出版物：指各国政府及其所属机构公开发表、出版的文件。



5、如何选择数据库-如何选择适当的文献类型

o 了解某专题或学科的背景知识、研究现状

    可选择教材、专著、综述文献、百科全书

p 了解某专题或学科最新进展。

    可选择会议文献、最近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专利等

p 了解技术规范、技术参数。

    标准、产品说明书



5、如何选择数据库--分析检索课题学科属性

o 充分认识数据源的基础上，依检索课题所属学科进行选
择数据库

   例如：生物芯片检测系统的设计
    “生物芯片”覆盖的学科为生物医学类。
       选择CNKI，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PUBMED，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等库

   “芯片的设计”涉及电子工程学科及产品的设计
     选择中外文专利库来进行检索，例如：中国专利、EI等数据库



5、如何选择数据库--分析课题研究方向

o 充分认识数据源的基础上，依研究方向进行选择数据库

例如：网络个人隐私的保护研究

社会学专业：侧重个人隐私泄露带来的社会问题

法 学 专 业：侧重于如何立法保护

计算机专业：侧重于软件、硬件设计保护个人隐私

医 学 专 业：侧重于医学伦理中的隐私保护

......



6、检索课题的一般步骤

o 分析课题，找准课题的核心概念。

o 了解课题的背景知识，选用规范、科学的专业名词术语，
同时考虑检索词的不同表达等。

o 熟悉数据库的检索语法（如逻辑运算符，截词、位置符
等），了解核心概念的组配关系并构建检索式。

o 阅读文献，依据检索结果，反复调整检索词和检索式。



检索案例--长链非编码 RNA 调节脂代谢,参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发
生发展。

o 分析课题

o 分析课题核心概念：即长链非编码 RNA、非酒精性脂
肪肝病、脂代谢

o 分析检索概念的关系。命中的文献要求对三个核心关键

都必要包括，所以三个核心概念的关系为“和”(AND)的
关系。

o 找出三个核心概念的各自同义词，同义词之间关系用”
或”(OR)连结。



检索案例--长链非编码 RNA 调节脂代谢,参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发
生发展。（长链非编码 RNA 在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中的作用及其分子机制）

o 找出核心概念的同义词
o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OR 非酒精性脂肪肝 OR 非乙醇性脂肪肝病 OR 单

纯性脂肪肝 OR NAFLD
o 长链非编码RNA OR lncRNA
o 脂质 OR 脂类 OR 脂肪 OR  脂代谢 OR 脂类代谢 OR 脂肪生成 OR 脂

解作用 OR 脂化作用

o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OR NAFLD OR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OR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des

o long noncoding RNA OR long non-coding RNA OR lncRNA
o lipid OR lipids fat OR fats OR Lipid Metabolism OR lipogenesis 

OR Lipolysis OR Lipoylation



检索案例--长链非编码 RNA 调节脂代谢,参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发

生发展。(pubmed)

o 写出检索式

o (long noncoding RNA OR long non-coding RNA OR 
lncRNA) AND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OR NAFLD 
OR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OR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des OR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OR Non 
alcoholic Fatty Liver*) AND (fat OR fats OR lipid OR lipids 
OR Lipid Metabolism OR lipogenesis OR Lipolysis OR 
Lipoylation)

o liver*能表达出liver开头的变体形式。如livers等。



检索案例--长链非编码 RNA 调节脂代谢,参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发

生发展。（pubmed)



检索案例--长链非编码 RNA 调节脂代谢,参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发

生发展。(web of science)

o 检索式：(64篇)(所有数据库中检索）
o TS=(long noncoding RNA OR long non-coding RNA OR 

lncRNA) AND TS=(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OR 
NAFLD OR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OR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des OR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OR Non 
alcoholic Fatty Liver*) AND TS=(lipid OR lipids OR Lipid 
Metabolism OR lipogenesis OR Lipolysis OR Lipoylation)



检索案例--长链非编码 RNA 调节脂代谢,参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发

生发展。（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o 检索式（10篇）
o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OR 非酒精性脂肪肝 OR 非乙醇

性脂肪肝病 OR 单纯性脂肪肝 OR NAFLD) AND (长
链非编码RNA OR lncRNA) AND (脂质 OR 脂类 OR 
脂肪 OR  脂代谢 OR 脂类代谢 OR 脂肪生成 OR 脂解
作用 OR 脂化作用)



检索案例--长链非编码 RNA 调节脂代谢,参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发

生发展。（CNKI）(16篇）

SU=('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非酒精性脂肪肝'+'非乙醇性脂肪肝病'+'单纯性
脂肪肝'+'NAFLD') AND SU=('长链非编码RNA'+'lncRNA') AND SU=('脂
质'+'脂类'+'脂肪'+'脂代谢'+'脂类代谢'+'脂肪生成'+'脂解作用'+'脂化作用')



检索结果分析pubmedplus
o 通过年份分析，了解此类课题研究现状



检索结果分析pubmedplus
o 通过期刊分析，了解期刊收文情况



检索结果分析pubmedplus
o 通过作者分析，了解研究人员，便于学术交流



检索结果分析pubmedplus
o 通过关键词的分析，了解研究方向



                

   

图书馆公众号，第一
时间获取数据库、新
书资讯，欢迎关注。

感谢您的时间
感谢您的关注

xysmlib@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