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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CNKI中国知网 完整的资源体系建设 www.cnki.net

中国知识资源总库 ※ CNKI工程的核心资源建设项目
※囊括了中国90%以上的知识信息资源，是目前资源类型完   
整、内容全面的国家知识资源保障体系
※完整收录中国期刊、博硕士论文、报纸、会议论文、年鉴、
工具书、百科全书、专利、标准、科技成果及法律法规等各
种资源





数据库检索模块提供文献检索、知识元一框式检索和引文检索三个入口 多检索入口

文献检索既可跨库检索，也可单库检索
学术性科研成果，技术型成果，事实性基础资料，随
着用户对文献引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新首页把引文
检索放在了首页检索框方便用户检索。
知网引文库的意义：
（1）引文库是权威引文检索工具，可以为在校学生
及老师或大学科研管理部门提供完整准确的引文检索
分析工具；
（2）是科研成果申报、查收查引工作的必备工具；
（3）是面向对象的文献统计分析工具。基于对象的
发表文献和被引文献情况，横向或纵向比较分析作者。
为高校科研管理和教师职称的评定提供辅助信息。



文献  期刊  博硕士  会议  报纸  外文文献 学术型科研成果



标准 科技成果 专利 技术型成果



年鉴 百科 词典 统计数据 图片 事实性资料基础



文献检索按照文献类型重新组织中外文资源，实现了中外文文献的合并检索和统一排序。

 中外文混检



 新型出版模式

相比纸质刊物论文提前2-12个月，快速的获取最新的研究动态

在“中国知网”以数字出版方式优先出版学术期刊的单篇论文内容。

按照首发时的编辑状态，通常可分为3种：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定稿。



HTML阅读，不用下载，在网页中直接进行文献的阅读，并
在文章原文（与印刷版内容一致的电子版本）基础上，进行

内容分析、知识标引，以达到富媒体出版的目的。在阅读时，
提供各种便利和各种附加信息。

 HTML阅读



页面左侧是文献结构，有章节导航，也有图表导航；
页面中间是文献主体，与PDF左右分栏不同，HTML阅读页

面不分栏，阅读很方便；
页面右侧是参考文献列表

 HTML阅读



1 2
4 3

研究领域的现状 研究领域目前的趋势、热点

研究领域的历史研究情

况、重要的理论和方法
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学者

文献调研主要内容：



CNKI知识发现平台——快速获取海量的文献资源资源

一框式检索
智能检索



1.1一框式检索--智能提示，方便，快捷

海量数据！
需要花多久才能看完？
真的需要全部看完么？？



1.2利用高级检索进一步细化检索条件

同时输入多个检索词进行查找

不同检索项之间关系：或者，并且，不包含

从发表时间、文献来源、支持基金、
作者、作者单位进行限定



1.3利用学科分类，缩小检索范围



  1.4利用高级检索中的作者发文检索进一步细化检索条件

可同时作者姓名及作者单位，检索相关作者的文
献，也可只输入作者单位，检索该单位发文情况



  1.5利用句子检索定义核心概念

句子检索：针对句子中出现的两个关键词进行查找，检索出现此句

的文章，提高检准率。



  2.利用分组功能快速定位检索范围



  2.1通过分组分析判断该主题学科的研究热点



  2.2通过分组判断该主题的研究趋势



  2.3通过分组判断该主题的研究层次



  2.4通过分组快速定位该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



  2.5通过分组快速定位该研究领域的重要单位



  2.6通过分组快速分析判断基金支持



  3.利用排序功能快速定位高质量高价值文献



  4.文献分析——文献分组、可视化分析



可视化分析，多维度深入主题

为什么文献分析很重要？

    进行文献检索的目的不是罗列所有有关的理论和发现，

而是选择性地分析这些文献，然后从自己的研究问题的角

度对它们进行评判和选择。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各角度、

或综合分析之后，研究者可以比较有力地说明自己的研究

的重要性和意义所在

  5.利用可视化分析详细挖掘内部知识关联



专业检索式表达



  5.利用可视化分析详细挖掘内部知识关联



  6.文献阅读 通过文献脉络判断研究领域的理论演变过程以及最新进展

蓝色字体为超链接，可以点击直接进入
相应的检索页面。

通过知网节了解文献引证关系

利用文献引证关系由点到面！发现更多！



知网节——文献的知识网络，了解研究主题的来龙去脉

反映哪些技术及应用采取了该篇文献
的研究成果，调研不同应用之间的研
究空白点，跟进最新进展

前人的研究脉络 文献传播程度

以重要文章的参考文献、引证文献为线索，收集其它好文章

参考文献反映一篇文章的研习脉络



自主推送
参考文献、
引用文献、
相似文献、
读者推荐
文献。帮
助大家更
好的了解
研究主题，
减少搜索
时间。

  6.2 知识网络 纵向拓展知识脉络

通过点击查看该篇文献知网节得到高被引文献的研究脉络



7 文献获取



7.1 参考文献输出





7.2 文献阅读下载

三种格式：HTML在线阅读、CAJ、PDF



页面左侧是文献结构，有章节导航，也有图表导航；
页面中间是文献主体，与PDF左右分栏不同，HTML阅读页

面不分栏，阅读很方便；
页面右侧是参考文献列表

7.2 HTML阅读  



7.2HTML阅读  

全文可直接摘录、右键复制，使用很方便



选词查找工具书
解析很权威

7.2HTML阅读 陌生词汇工具书帮忙



引入知网节，作者，机构，期刊，关键词。
直接点击就可以获得所需内容。

7.2HTML阅读 作者知网节zu



在线阅读时，点击文内
参考文献，可以直接显

示参考文献的题录信息。

7.2HTML阅读  参考文献直接跳转



图表都可以在线下
载，增强出版文献
还可以下载文献相
关的使用过程、图

片、音频。 

7.2 HTML阅读 文献图片高清下载



5种检索方式

一框式检索、高级检索、专业检索、作者发
文检索、句子检索

检索

6种分组方式

学科、发表年度、研究层次、作者、机构、
基金

分组

4种排序方式

主题排序、发表时间、被引、下载排序

CNKI平台使用

四要素总结

在线阅读 /下载
阅读

HTML阅读
PDF下载、CAJ下载





l 访问地址：

      carsi平台：https://fsso.wanfangdata.com.cn （校内、校外均可使用）

（在“高校/机构”输入框输入“福建医科大学”，输入学校统一认证（网上办事大厅）的账号和密码，点击登录）

      1、http://g.wanfangdata.com.cn/（远程版/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2、

http://login.med.wanfangdata.com.cn/Account/LogOnByUrl?sign=ADFabQB8AztWYFcrBzUFOgA7BjNUYlFjUF8Gd1EjATl

TdggpBDBVNAJjAzMBNAE4(远程版/万方医学网）

      3、http://wf.fjmu.edu.cn:8000/（本地版/万方医学网）

l 资源介绍：

   万方数据库是由万方数据公司开发的，涵盖期刊，会议纪要，论文，学术成果，学术会议论文的大型网络数据库。

万方学术期刊集纳了理、工、农、医、人文五大类70多个类目共4529种科技类期刊全文。

l 本馆购买的内容： 

   1、万方全部学术期刊

   2、万方医学网

   3、万方会议论文



搜索框













检索表达式



检索结果
查看方式





检索结果查看











万方智搜支持逻辑运算符、双引号以及特定符号的限定检索。可以使用如下

运算符构建检索表达式。



确定检索词，您可以：

提供一段文本，由系统给您推荐检索词

确定检索策略，您可以：

使用“主题”字段检索：主题字段包含标题，关键词，摘要

使用“题名或关键词”字段检索，即标题或者关键词

检索词进行与、或、非逻辑运算

查看检索历史，检索历史表达式可以拼接

在高级检索中构造检索条件，由系统给您生成表达式 
查看检索结果的高频关键词，提供相关检索词



可以输入作者名称和作者单位等字段来精确查找相关作者的学术成果，系统默认精确匹配，可自行
选择精确还是模糊匹配。同时，可以通过点击输入框前的“+”号来增加检索字段。若某一行为输
入作者或作者单位，则系统默认作者单位为上一行的作者单位。如图，检索得到福建医科大学的同
时包含江一平和魏玉珍两个作者的检索结果。







•万方医学网独家收录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等权威机构主办的220余种中外文医学期刊，拥有1000余种中文生
物医学期刊、4100余种外文医学期刊，930余部医学视频等高品质医学资源。

•该网站已成为中国医疗卫生专业人士查阅医学文献资源的重要网站，也是国内外医药企业进行品牌展示和学术推广
的主要网络媒体新平台。



资源类型 资源种类 资源数量

中文
资源

中文期刊

中文合作期刊 1100余种

中文期刊论文 650余万篇

独家合作期刊 200余种

中华医学会独家系列 126种

中国医师协会系列 21种

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文摘 48余万条

学位论文全文 33余万篇

会议论文
会议论文文摘 40余万条

会议论文全文 38余万篇

外文资源

PubMed 26000余种
（英语、俄语、日语）

题录：2000余万篇
全文传递：1000余万篇NSTL

OA期刊 1700余种 260万篇

特色资源

视频 医学视频 930部，约40000分钟

图书 医学图书 51850种

DOI
DOI注册量 50余万条

DOI链接量 700余万条

万方医学网资源列表

    





临床诊疗知识库/循证医学数据库

专业的临床参考知识库，提供丰富可靠的临床决策支持

临床诊疗库是以疾病、症状、检查、药品、指南和病理报告为基础，通过整合设计，
关联知识点
方便医生和患者查找临床诊疗方法
让医学专业人员能够更加方便快捷的获取权威的医学信息与知识，并可辅助临床诊
断和治疗，使医学专业人员的学习及临床工作更加快捷、准确。









• 维普期刊全文数据库，又称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由重庆

维普资讯有限公司研制开发。收录了1989年以来国内公开

出版的8000余种期刊。 

• 提供镜像站点、网上包库、网上检索卡、手机付费等多种

使用方式

• 网络版数据日更新，光盘镜像数据月更新

• 主网站地址http://www.cqvip.com

  

（一）概况



  

我校购买的维普资源

        我校购买的维普资源包括：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的社会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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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

    （注：本馆未购买的部分，无法获取全文）







（二）检索方法与技巧

• 检索途径

• 一框式检索、高级检索、检索式检索。



以“临床疗效分
析”为关键词搜

索





检索结果分析





高级检索

1、检索框中可支持“并且”(AND/and/*)、“或
者”(OR/or/+)、“非”(NOT/not/-)三种简单逻辑运算；

2、逻辑运算符AND、OR、NOT，前后须空一格；逻辑运
算符优先级为：NOT>AND>OR，且可通过英文半角()进一
步提高优先级；

3、表达式中，检索内容包含AND/and、NOT/not、OR/or、
*、- 等运算符或特殊字符检索时，需加半角引号单独处理。 
如： "multi-display"、“C++”；

4、精确检索请使用检索框后方的“精确”选项。



检索式检索

检索界面   可以在检索框中使用布尔逻辑运算符对多个检索词进行组配检索。执行检索前，还可以选择时间、期
刊来源、学科等检索条件对检索范围进行限定。每次调整检索策略并执行检索后，均会在检索区下方生成一个新
的检索结果列表，方便您对多个检索策略的结果进行比对分析。

检索条件限定  使用检索条件限定，可以进一步缩小检索范围，获得更符合需求的检索结果。您可以根据需要，
选择合适的时间范围、学科范围、期刊范围等限制条件。



检索规则

•  关于逻辑运算符见下表

•  关于字段标识符见下表

书写规则：字段标识符必须为大写字母，每种检索字段前，都须带有字段标识符，相同字段检索词可

共用字段标识符，例：K=CAD + CAM。



（三）检索结果处理











  

检索习题

利用高级检索方式检索最近2010-2015年
发表的胃癌治疗方面的文献，
检索词出现在题名或关键词中

检索词：胃癌、治疗
检索范围限定：检索项 题名或关键词
              时间 2015～2020                          



  

检索习题

在CNKI、维普、万方三大数据库中检索

1.先天性心脏病遗传因素探讨

2.近三年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治疗进展

3.高血压与Apelin-12、脂联素相关性探讨

了解2020年第03期的《中华护理杂志》有哪些内容板块？

当期有哪些文章？







产品特点

检索
下载

统一
集中
管理

个性
化定
制

跨平
台云
同步

知识资源丰富，检索并下载
文献、出版物，提供多维度
筛选分组和高级检索，快速
定位查找内容

定制学科、会议、项目、期
刊、学者、热点、主题等，
即时便捷地获取最新动态

下载的文件跨平台同步，标注信息同步，
个人信息跨平台同步；实现多终端云同步，
一处下载，多端使用

智能
推送

根据用户行为特征，为用户主
动做出个性化的推荐，减轻用
户选择负担，提高知识服务的
正对性

机构账号绑定，漫游权限管
理；已下载文献管理，个人
信息管理；

全球学术快报



     提供导航以及各功能入口，推荐

以及快报内容。 CNKI搜索
全球知识发现

我的图书馆
学科 会议 项目   
期刊  主题 学者 

热点

资料库
文献下载、阅读、

管理

个人管理
安全 设置 账户

资料

出版物专区

全球学术快
报

个性化定制与
推送

 功能介绍-首页导航 



手机号注册 或 普通注册点击登录

立即注册

机构关联 位置自动登录

登录关联



动态跟踪  移动阅读主题推荐



 扫一扫

       扫描借阅机、触摸屏、CAJ云阅读、中心网站知
网节文献中的二维码，实现在手机端打开文献详情页，
或自动下载到手机客户端。

扫一扫

下载至资料库中



会议/项目

快报

首页即时推送

      用户在定制内容后，若学科下的文
献有更新，或期刊内容有更新，会即时
推送到用户首页，方便用户获取最新的
关注动态。
      用户可以我的图书馆中获取已关注
学科的动态，会议、热点、项目和期刊
的全部更新情况，以及历史更新记录。



动态跟踪  移动阅读我的图书馆



目前包括文献、出版物、作者、项目、会议五种类型相关信息的浏览，收藏，

文献下载后通过资料库进行统一集中管理

 资料库

收藏，下载后进入资料库

资料库 



动态跟踪  移动阅读文献阅读

插入/删除书签

在文献中搜索
查看书签与标注 更多标注功能

添加注释
图片搜索
OCR识别
文本标注



动态跟踪  移动阅读

高亮  下划线  删除线 /区  拷贝

文献阅读



朗读功能--有声阅读

支持定时阅读模式，
边听边看，晚上睡
觉时定好时间可以
美美的放心听，不
用担心耗电问题



“创新，始于知识，形成于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