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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资源概况

中国医学科学院 / 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以下简称“图书馆”）是我国

藏书丰富、历史悠久的著名医学图书馆，1957 年被国务院指定为“全国第一

医学中心图书馆”，1990 年成为卫生部全国医学文献资源共享网络的国家中

心馆和“WHO 储藏图书馆”，2000 年被指定为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医学分

中心，承担着国家医学图书馆的重要职能。

图书馆围绕中国医学科学院 / 北京协和医学院科研、医疗、教学的需

求和医学资源战略保障需求，开展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工作。2016 年图书馆

有：医学及相关学科高质量数据库 93 个，涵盖了权威医学期刊（如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Lancet、Cell）、经典医学教科书（如 Gray's 

anatomy、Harrison’s internal Medicine）、常用文献管理软件、循证医

学数据库、文献分析和评价数据库（如 F1000、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外文纸本期刊 3590 种，国内收藏印本期刊最全。图书馆各类

型资源数量如图 1。在学科上，图书馆订购资源涵盖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

公卫卫生等医学各学科及化学、心理学等医学交叉学科。

电子期刊

中文
10000+ 种

外文
6600+ 种

纸本期刊

中文
1184 种

外文
3590 种

电子图书

中文
23 万种

外文
10000 种

纸本图书

中文
10.6 万册

外文
9.3 万册

数据库

中文
19 种

外文
74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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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文献的方法和技巧

医学资源很多，怎么选择数据库检索

常见的检索问题可划分为如下几类，针对不同类型的检索问题应选择不同类型的数

据库。比如想了解某个问题的研究现状和最新进展，则应查找对应学科内的文摘型或综

合型数据库，再通过数据库中的链接到全文数据库中下载全文；如想系统学习某一学科

的知识，应选择电子图书（或纸本图书）。

了解某个问题的研究现状

和最新进展

临床实践中需快速查找临

床问题的答案（如疾病的

治疗方案、鉴别诊断等）

了解药物的研发现状、合

成路径、市场现状等信息

了解药物或医疗设

备等的专利信息

筛选高影响力的文献、了

解文献被引用情况、分析

学者、机构的学术影响力

文献管理（去重、分类、

标记）和论文写作

系统学习某一学科的知识

文摘数据库（如 PubMed、Embase、
SinoMed）或综合型数据库（如

ClinicalKey）

循证医学数据库（UpToDate、
Best Practice、Cochrane Library、
Micromedex）

药学事实型数据库（Pharmaprojects、
Cortellis、Thomson Integrity）

专利数据库（Derwent Innovation 
Index、Thomson Innovation）

引文数据库（如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opus、）

分析工具类数据库：F1000、Incites

文献管理软件（Endnote、
NoteExpress）

电子图书数据库（或纸本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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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同一类型数据库，可能会存在多个数据库，他们在收录资源的数量、类型、

时间段、检索方法上会有差异，读者可根据分析检索问题的具体要求，选择符合能满足

要求的数据库进行检索。

检索到文献较少，要查全文献有哪些技巧

如希望查全文献，首先选择数据库全面，应包括检索问题相关的领域内的主要数据

库，如检索药学文献，除 PubMed，还必须检索 Embase 数据库；其次，检索词的选择，

除了使用自己想到的词语（自由词）进行检索，还考虑同义词、近义词、上位概念·下位 

概念的用语、单数 / 复数形式等。将同一概念各个词语表达方式使用 OR 进行逻辑组合

检索，可以避免检索的文献不全面。有的数据库（如 PubMed、Embase）有主题词表（即

将词语的上位 ·下位 ·关联等关系进行整理后的词表），就可以通过主题词检索，将不同

的词语表达统一起来。在使用主题词检索时，选择扩展到下位词，能查到更全的文献。

检索到文献较多，要查准文献有哪些技巧

如希望查准文献，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1）检索时多使用 AND，对检索的

问题进行精确的限定；（2）大部分数据库提供检索结果的分面限定功能，可从发表时

间、文献类型、语种等角度进行限定，缩小检索结果的范围；（3）一些具有主题词检

索功能的数据库（如 PubMed）等，可通过限定副主题词（主题词的某一方面）或限定

MajorMesh（限定主题词为文献的主要内容）来查准文献。

如何及时跟踪某一学科内最新的研究进展

如想定期跟踪某一学科最新研究进展，主要有如下两种方式：

（1）大部分的数据库或电子期刊提供 Alert 功能（自动推送信息功能），可以设置

个人感兴趣的期刊、学科或检索问题以及个人喜欢的推送信息的频率（每周、每月等），

设置好后，数据库会根据设定的频率和内容，定期将最新的文献内容发送到个人邮箱。

在数据库中免费注册一个个人账号，即可使用 Alert 功能。例如希望定期跟踪 PubMed

上发表的关于精准医学（precision medicine）的文献，首先需在 PubMed 中注册一个

MyNCBI 的账号。然后在 PubMed 中输入 precision medicine 进行检索，点击在检索框

的下方的“create alert”，进入 Alert 设置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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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 RSS 跟踪最新文献。很多数据库、网站或期刊都提供 RSS 订阅功能。

使用 RSS 订阅可同时跟踪期刊、数据库、大众网站最新信息。例如你想跟踪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JAMA、丁香园网站发布的最新信息，首先需要选择

一个 RSS 阅读器（如 Inoreader），注册个人账号。然后在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等网站上找到 RSS 订阅的 URL 地址，添加到个人的订阅源后，即可定期获取

订阅的内容的最新信息。

能否输入一个检索词就能查到图书馆
订购的相关图书、期刊、文章

通过图书馆主页（http://www.imicams.ac.cn/） 

的“发现医学知识”（即“协和搜索”）可通过一个

检索框查找来自PubMed、ElsevierScienceDirect、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万方、维普

等数据库的期刊文章以及图书馆订购的纸本、电

子版的期刊和图书。

例如想查找 leukaemia（白血病）相关的文献

资源，在“发现医学知识”（即“协和搜索”）检

索框输入 leukaemia。

创建 alert 跟踪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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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检索结果页面左侧的文献类型可以看到，检索的结果包括了文章、期刊、学位

论文等多种类型。同时选择左上方“在线全文”可将检索结果限定为图书馆订购电子版

的资源，选择“本馆收藏”限定为纸本文献资源。

限定检索结果的
是纸本还是电子

限定检索结果的
文献类型

检索文章、图书
馆期刊和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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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导航

如何查找图书馆有哪些数据库

通过图书馆主页（http://www.imicams.ac.cn/）的“数据库”导航即可浏览图书

馆全部数据库，涵盖了图书馆订购及自建的数据库、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简称

NSTL）开通数据库、网络免费数据库。

在数据库导航中，可字母顺序、按类型、按学科浏览数据库，也可输入数据库名称

查找数据库。

点击数据库名称后的“①”即可浏览数据库的学科范围、访问年限、简介等各项信息，

以此为参考选择需要的数据库。点击“原界面链接”，即可打开数据库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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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检索结果的
是纸本还是电子

数据库简介

点击打开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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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期刊导航

如何查找电子期刊

如果需要了解某一学科图书馆有哪些电子期刊可以使用或想知道某一本期刊图书馆

是否订购电子版，可以通过图书馆主页电子期刊栏目，进入“电子期刊导航”（http://

sfx.imicams.ac.cn/ej/ej.htm）进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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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期刊检索栏输入 lancet 点击“查找”，系统按默认“模糊查询”检索，返

回 5条检索结果。每条记录包括期刊刊名、期刊链接、起止日期、ISSN、学科分类等字段。

如果期刊链接字段如出现“ ”，表示该期刊被多个数据库收录，有多个链接地址。点击 

“ ”，即可显示全部的期刊链接地址。Lancet 期刊可以在 Elsevier ScienceDirect、

Elsevier ClinicalKey、ProQuest Health and Medical Complete New Platform3 个平台

上下载全文，但是每个数据库收录全文的年代不一样。

可获取全文
的时间段

同时被多个
数据库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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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图书馆订购的
纸本及电子期刊

限定查找的
类型为图书

如何查找电子图书

如果需要了解某一学科图书馆有哪些电子书可以使用或想知道某一本图书馆是否订

购电子版，可以点击图书馆主页“发现医学知识”的“查找图书 / 期刊”栏目进行检索。

例如在查找书刊页面检索 anatomy，将检索范围限定在图书，即可找到图书馆订购的与

解剖学相关的纸本和电子图书。进一步在检索结果左侧的选择限定“在线全文”，即可

筛选出解剖学的电子书。

在获取全文时，部分电子图书有 PDF 格式可下载（如 Springer 出版社电子书），

部分仅有 HTML 格式 （如 ClinicalKey 数据库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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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为电子版

点击打开电
子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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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找学位论文

查找中文学位论文，可分别进入 CNKI 学位论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

SinoMed 学位论文数据库。

查找外文学位论文，可检索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数据库。该数据

库中的学位论文可免费浏览前 24 页的内容，同时能从网上通过单篇订购方式获取

学位论文的 PDF 格式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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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找图书馆纸本资源

图书馆作为国家医学文献的战略收藏中

心拥有丰富的纸本资源。习惯阅读纸本或需

要的资源没有电子版时，可利用图书馆的纸

本资源。

纸本资源通过图书馆馆藏目录检索，输

入期刊或图书名称等字段进行检索，也可以

按照中国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按学科

进行浏览。

查找图书馆纸
本图书和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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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纸本图书时，需注意看图书的状态是否为可借。如是可借状态，可记录图

书的索书号，到图书馆四层图书阅览室借阅。

按照索书号到
书架上找书

确定图书状
态为可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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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纸本期刊时，注意查看期刊的书架号和馆藏地，到对应的位置找刊阅览。

确定期刊所
在馆藏地

按照排架号
找纸本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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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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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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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图书馆是否有 Endnote 等文献管理软件

图书馆订购 Endnote 文献管理软件和 NoteExpress 文献管理软件。订购的文献管

理软件必须到图书馆主页数据库导航页面，点击数据库名称后的“原界面链接”进行下

载。从其他网络下载的不是图书馆订购的版本，存在使用问题。Endnote、NoteExpress

都可以用于中文、外文文献的检索、管理、参考文献编辑，但也有各自的功能特点。

Endnote 文献导入、自动下载全文更方便，也提供 Mac 版本使用；NoteEpress 显示期

刊影响因子、撰写笔记和自定义文章标签标记功能、中文文献的自动下载全文和更新题

录功能较好。

为什么已订购数据库中的某些期刊不能下载全文

您是否可以下载您需要的文献，与图书馆是否购买、或者您使用的电脑是否在数据

销售商允许使用的范围内等因素有关。“已订购数据库中的某些期刊不能下载全文”主

点击“原界面链接”，
下载End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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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上述两个截图发送到
邮箱

zhou.qin@imicams.
ac.cn 或 QQ 群

2. 点击
www.myipaddress.com
测试电脑的 IP 地址，

进行截图。

1. 将数据库不能访问或者
不能下载全文的页面进行

截图

要原因如下：

1. 各个数据库如 Science Direct 中收录的期刊涉及学科比较广泛，既包括理工类、

社会科学类，也包括医学类、生命科学类等。根据学科特点和用户需求，图书馆仅选择

与医学相关、学术水平高、成本 / 效益高的期刊订购。因而，同一数据库中存在部分期

刊订购、能够下载全文，而另外一些期刊未订购、不能下载全文的现象。

2. 由于医科院各所院地理位置分散、网络互相独立及各个出版商销售策略的限制，

各个数据库开通访问的范围不同（各数据库开通范围见附录）。数据库的访问是 IP 地址

控制，非授权 IP 范围内的计算机上网是无法访问下载图书馆订购电子资源的。

3. 数据库可下载全文的时间段多数可获取全文为 1997 年至今，1997 年以前的期刊

内容大部分不能下载全文。各个数据库可获取全文的年代见附录。

需要的资源图书馆没有订购，如何进行推荐

如果您有需求的文献资源而图书馆还未订购，欢迎给馆员推荐。推荐外文图书，可

使用 Ebook Library 平台（https://imicams.eblib.com/），也可以点击图书馆主页的馆

藏目（http://opac.imicams.ac.cn:8090/opac/search.php）并选择“读者荐购”进行推荐。

其他资源推荐，可在图书馆主页“用户推荐”栏目中推荐（http://www.imicams.ac.cn/

page/feedback/questionnaire.html）。

以前能使用的数据库和期刊突然不能使用了，怎么办

数据库不能使用时，请先尝试换一个浏览器是否可以使用。如仍不能用，按如下方

式将数据库不能访问页面及电脑的 IP 地址截图发给图书馆馆员，由馆员帮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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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科院的某一院所，如何知道可以使用哪些数据库

目前图书馆大部分数据库已开通全院。另有少数数据库由于经费及数据库商销售模

式等原因，可以使用的范围为“京内开通”、“校园网开通”或“图书馆开通”。在图

书馆主页数据库导航（（http://search.imicams.ac.cn/））中可以看到每个数据库的开

通使用范围。其中“全院开通”指医科院京内及京外院所 IP 地址范围内可以使用。

图书馆有哪些数据库培训？培训信息在哪里发布

图书馆会根据读者要求以及图书馆资源特色、资源使用情况组织数据库培训。培

训的内容包括 Pubmed、Embase、协和搜索等综合型数据库检索技巧、文献管理软件

的利用、分析评价型数据库 SCIE、Scopus、F1000 等数据库的利用、循证医学数据库

的检索、论文写作与投稿讲座等。培训的通知会通过纸本海报、图书馆主页、微信群、

QQ 群提前发布。培训后的 PPT 会发布在图书馆主页“用户培训”栏目下（http://www.

imicams.ac.cn/page/tszy/zyyfw_jxpx.html）。

数据库开通
使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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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向图书馆馆员寻求帮助

关于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有任何问题，可在图书馆 QQ 群和微信上留言。馆员会尽

快帮助您解决。也可以单独联系图书馆馆员。

数据库不能正常访问或推荐数据库，请联系资源建设部 周琴 电话：010-52328928  

E-Mail: zhou.qin@imicams.ac.cn

文献检索与传递服务相关问题，请联系信息服务部 李越 电话：010-52328961  

E-Mail: li.yue@imicams.ac.cn

科技查新查引，请联系信息服务部 张玢 电话：010-52328950 E-Mail: zhang.

bin@imicam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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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图书馆数据库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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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图书馆数据库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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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图书馆主要数据库列表

综合型数据库，获取文献线索

1. 协和搜索（免费）

简介： 图书馆和 Exlibris 公司开发的整合了海量医学文献的一站式检索平

台。通过协和搜索可查找 pubmed 文献、医科院图书馆订购中外文

资源、网络免费学术资源等。

内容特点： 检索文献量大，文献类型多样，除期刊文献外，还包括图书、学位

论文、预印本等。

可同时检索中文和外文资源。中文资源来自维普和万方数据库。

检索功能特点： 检索结果中如果图书馆订购电子版，将显示“有全文”

用图书馆借阅证用户名密码登录，可对文章添加评论和标签

学科： 综合学科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discovery.imicams.ac.cn/

2. PubMed（免费）

简介： 由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开发的免费的医学文摘数据库，最常用的医

学数据库之一。

内容特点： 收录来自 5600多种期刊的文献。收录文献来源包括 [PubMed-indexed 

for Medline]、[PubMed –as supplied by publisher]、[PubMed-in 

proces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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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功能特点： 1. 提供基于 mesh 词表的主题词检索功能，并可与副主题词组配，

准确地查找文献。

2. 在快速检索框输入检索词，会自动转换为主题词进行检索。

3. 注册个人 myNCBI 账号，可按个人需求设置筛选文献的过滤器。

学科： 医学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pubmed.gov/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myncbishare=camslib 

（图书馆资源和 PubMed 的整合页面。其检索结果比通过 PubMed

通用网址连接会增加一个“CAMS & PUMC Library”过滤器。点击

“CAMS & PUMC Library”过滤器，即可筛选出图书馆订购电子版

的文献。）

3. Embase

简介： 由 Elsevier 公司推出的大型生物医学、药学文摘数据库，是最常用

的生物医学数据库之一，整合了 Embase 和 Medline 的文献，收录

了 70 多个国家 / 地区出版的 8000 多种刊物和 1000 多种会议，覆

盖各种疾病和药物信息，同时也提供 Emtree 主题检索功能。

内容特点： 提供 2700 多种 Medline 未收录期刊，涵盖大量欧洲、亚洲医学刊物

提供 1000 多种会议的摘要。

检索功能特点： 1. 有较成熟的主题词表 EMTREE，可按主题词检索。

2. 提供专门的药物检索，支持药物商品名、研发代码、通用名等字

段检索，可与药物副主题词（17个）和给药途径副主题词（47个）

进行组配检索。

3. 提供疾病检索途径。

4.检索结果的分面限定功能强大，可按疾病、药物、医疗仪器、会议、

药物生产商、药物商品名等进行限定检索。

学科： 药学、生物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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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www.embase.com/ 

4. ClinicalKey

简介： ClinicalKey（下称 CK）是 Elsevier 推出的全医学平台。CK 基于

Elsevier 全部医学内容开发，包括期刊（550 多种）、经典医学电

子书（1100 多种）、视频、图片、药物专论、临床试验、诊疗指南、

循证医学等 12 类的资源（各类资源概况如下）。此外 CK 通过自

身建立的医学分类法系统 EMMeT 提供智能检索功能，检索时自动

提示相关概念、疾病、治疗方法等。 

内容特点： 1. 收录北美临床系列期刊 50 多种。北美临床系列期刊主要内容是

最新最精的针对临床疑难文章的专家评论

2. 收录如《格氏解剖学》《坎贝尔骨科手术学》等圣经级参考书，

《奈特人体解剖图谱》《Robbins 基础病理学》等权威教材

3. 视频 10,000 多个，包括 Procedures Consult 在内的 2500 多个

临床视频

4. 循证医学：1,500 多个 First Consult 医学主题

检索功能特点： 1. 输入检索词会自动提示相关的概念

2. 针对一个检索问题，可同时检索到期刊、图书、视频、循证医学

等多种类型的资源

3. 图书需注册个人账号才可以下载 PDF 文件

4. 使用医科院或医科院院所的机构邮箱注册账号后，可在 IP 范围

以外远程使用数据库

学科： 医学各学科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www.clinicalk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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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SinoMed）

简介：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SinoMed）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

息研究所 / 图书馆开发的医学文献数据库，是国内最常用的医学数

据库之一，提供了与 PubMed 同样的主题词检索等功能。

内容特点： SinoMed 中包括以下 8 个数据库资源：

1.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收录 1978 以来 1600 余种

中国生物医学期刊，以及汇编、会议论文的文献题录 530 余万篇，

全部题录均进行主题标引和分类标引等规范化加工处理。年增文

献 40 余万篇，每月更新。

2. 北京协和医学院博硕学位论文库：收录 1981 年以来协和医学院

培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可在线浏览全文。每季更新。

3. 中国医学科普文献数据库：收录 2000 年以来国内出版的医学科

普期刊近百种。

4. 西文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WBM）：收录目前世界各国出版的

重要生物医学期刊文献题录 1800 余万篇，其中馆藏期刊 4800

余种，免费期刊 2400 余种。

5. 日文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收录 1995 年以来日本出版的日文重

要生物医学学术期刊 90 余种，部分期刊有少量回溯。每月更新。

6. 俄文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收录 1995 年以来俄国出版的俄文重

要生物医学学术期刊 30 余种，部分期刊有少量回溯。每月更新。

7. 英文会议文摘数据库：收录 2000 年以来世界各主要学协会、出

版机构出版的 60 余种生物医学学术会议文献；

8. 英文文集汇编文摘数据库：收录馆藏生物医学文集、汇编，以及

能够从中析出单篇文献的各种参考工具书等 240 余种（册）。

检索功能特点： 1. 智能检索自动实现检索词、检索词对应主题词及该主题词所含下

位词的同步检索；

2. SinoMed 检索系统的限定内容包括文献语种、临床研究类型、是

协和馆藏、是否免费期刊、是否 SCI 收录期刊、是否 F1000 评

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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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功能特点： 3. SinoMed 在检索结果中，自动实现作者、出处、关键词、主题词、

主题词 / 副主题词、主题相关等知识点的快速链接，可全方位满

足检索过程中的新发现、新需求；

学科： 医学各学科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sinomed.imicams.ac.cn/ 

分析评价数据库

1. F1000- 甄选高质量研究的权威工具

简介： 一个用于甄选生物学与医学领域中最重要的论文及动向的数据库。

其内容是世界范围内同行提名的超过 10,000 名顶尖的基础研究学

者与临床专家对 PubMed 论文进行的分类和评分、研究价值评述。

内容特点： 汇集了生物和医学领域里的世界顶尖级专家进行评审，而且通过他

们的专业经验，遴选出最具专业代表性的重要文章。

检索功能特点： F1000 主要内容模块：

■  All Article Recommendations: 遴选出近期某领域研究中有着重要

价值和意义的文章，并从意义、创新点、方法等方面进行评价

■  Rankings: 对选出的文章进一步分级，按照推荐分数和浏览量进

行排序

■ F1000Faculty: 获得 F1000 中生物、医学某一领域的专家信息及

其做出的评论

■ 隐藏的宝库：F1000 专家会在您所研究的专业以及相邻的领域之

内，从知名度较低的期刊中也筛选评价较高的论文。

注册个人账户，可定制学科专家评论的文章，也可发表自己的文章

评论。

在 PubMed 的 My NCBI 账号，可将 F1000 设置为过滤器，筛选出

被 F1000 筛选的文献。

学科： 医学、生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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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f1000.com/

2.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引文数据库

简介：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简称SCIE)是Thomson Reuters 

科技与医疗集团推出的引文数据库，收录全球自然科学、工程技术、

生物医学等科技领域内 8600 多种期刊及其期刊论文的引用论文和

被引用信息。利用 SCIE 数据库能了解论文和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同时通过论文间的相互引用关系，能发现文章间潜在的科学关系，

分析学科发展的脉络和发展趋势。

内容特点： SCIE 收录期刊是按照一定标准遴选的来自世界各地、自然科学各个

学科高影响力学术期刊。

检索功能特点： 检索结果可按照被引次数进行排序，筛选出高被引文献。并可以从

学科、基金项目、是否开放获取多个方面进行限定。

利用 Analyze Result 可分析某一个专题论文的时间趋势、主要期刊、

作者、研究机构等。

使用 Create Citation Report 可筛选高热点文献（近几年被引频次高

的文献）。

学科： 自然科学各个学科（含医学）

IP 开通范围 东单校园及图书馆

网址 http://www.webofknowledge.com 

3. Scopus 引文数据库

简介： Scopus 是 Elsevier 公司出版的文摘和引文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

自 1847 年以来的超过 3,300 万篇文摘以及自 1996 年以后的所有

文后参考文献信息，收录 20,000 多种学术期刊、500 余种会议录、

超过 360 种的商业出版物以及超过 3 万种的丛书或系列图书，同时

也集成了大量网络信息（包括超过 4 亿个学术网页，来自 5 个专利

组织的 2400 万条专利信息和预印本、机构仓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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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特点： 收录内容全面，学科广泛，涵盖了EiVillage、Web of Science及Medline  

数据库几乎全部的期刊。在论文的地域上，收录了很多欧洲及亚太

地区的文献方面，亚洲文献 10% 左右，其中 27% 是我国的文献。

检索功能特点： 检索结果可按照被引次数进行排序，筛选出高被引文献。可从学科、

文献类型、关键词多个方面进行限定。

利用 Analyze Search Result 的可视化图表可直观的了解某一个专

题论文的时间趋势、主要期刊、作者、研究机构等。

使用 View citation overview 可筛选高热点文献（近几年被引频次高

的文献），其中可去除文章作者的自引文献。

在单篇论文页面，整合了来自Altmetric的数据，可浏览论文被Facebook 

等社交媒体使用等替代计量学的数据。

学科： 自然科学各个学科（含医学）

IP 开通范围 图书馆、京内院所、京外院所

网址 http://www.scopus.com

4. InCites

简介： 基于 Web of Science 引文数据建立的、经过数据清理与机构名称

规范化处理生成的分析评估型数据库，收录了全球 11,000 多种权

威期刊文献数据，时间跨度为30年。除具有SCI的一般评价指标（如

论文数、论文被引数）之外，InCites 包括了学科、机构、世界范围

内的相对评价指标，可实现基于全球基准数据，深入分析机构单篇

论文、作者、学科、科研合作及研究影响力。

检索功能特点： InCites 模块包括 Research Performance Prifiles（机构定制数据）和

Global Comparisons（预置数据）两部分。在Global Comparisons（预

置数据）模块，可基于 8 种学科分类体系进行比较分析，如 Web of 

Science 中 250 多个学科分类、ESI 中 22 个学科分类、OECD 采用

的 Frascati 学科分类、中国国务院学位办学科分类 SCADC。

学科： 自然科学各个学科（含医学）

IP 开通范围 图书馆、京内院所、京外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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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http://www.webofknowledge.com

文献管理软件

1. Endnote 文献管理软件

简介： Endnote 是由 Thomson 公司研制开发的文献管理软件，可以帮助

科研人员管理文献、进行论文的撰写。

检索功能特点： 其主要的功能有：

1. 文献管理

 （1） 可通过网站输出、在线检索、手工添加、格式转换四种方式

在本地建立个人文献数据库，并将全文、图片、表格、文本

笔记等相关资料和文摘题录信息关联起来统一管理；

 （2）  对文献进行查重、排序、分组、分析，还可以对包括全文在内 
的各个文献字段进行检索

 （3） 与 EndNote 网络版可以实现文献数据及全文的互导和同步。 
 （备注：通过 EndNote 网络版建立分享组，可与他人分享有价值

的文献及全文。EndNote 网络版在 http://www.webofknowledge.
com 上注册即可使用）

2. 论文撰写

 （1） 通过 Endnote 嵌入 Word 的插件功能，可以按照期刊要求自 
动生成特定的文中引用格式和文后参考文献格式

 （2） 迅速找到所需图片和表格，将其插入论文相应的位置

 （3） 利用期刊的模版直接进行写作

学科： 综合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www.imicams.ac.cn/webpages/en/mz.htm（安装文件中包括

了 Windows 版和 Mac 版 End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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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oteExpress 文献管理软件 

简介： NoteExpress 是一款由北京爱琴海乐之公司研发的辅助查阅文献、

论文写作的参考文献管理工具软件，其主要功能是帮助用户检索电

子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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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索功能特点： 1. 除外文论文外，也支持中文论文的题录自动更新、全文下载、可

按中文期刊的格式要求生成参考文献。

2. 论文笔记撰写便捷，功能强大，笔记内容可以是图片、表格、公

式等。

3. 可自定义文章的优先级和标签。通过给文章添加内容便签，能按

研究内容给文章进行聚类和分组。

4. 自定义表头，可以显示论文对应期刊的影响因子。

学科： 综合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www.inoteexpress.com/support/cgi-bin/download_sch.

cgi?code=ZGYiKeYuan

综合学科电子期刊数据库

1.Nature.com

简介： Nature Publishing Group（NPG）出版医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高

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Nature.com 是其电子期刊和服务平台。

Nature.com 收录 Nature 周刊、Nature 研究系列期刊、Nature 综

述系列期刊以及学协会出版的知名期刊，学科覆盖生命科学、物理

学、化学、应用科学和临床医学。NPG 的品牌期刊是 Nature 周刊，

1869年创刊以来该刊一直是科学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期刊之一。

图书馆订购 Nature 周刊及其他医学相关期刊 70 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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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特点： 1.收录Nature、Nature Medicine、Nature Cell Biology、Nature Reviews  

Clinical Oncology 等高影响因子期刊。

2. 订购期刊学科涵盖了生物技术、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免疫学、

肿瘤学、心血管病、神经科学、药学等学科。

3. 除研究论文外，也提供重要的科技新闻、评论文章、视频和音频。

检索功能特点： 可按学科主题（如分子生物学）浏览各类型论文。

进入单篇文章，可浏览文章被引用、以及被社交媒体评论等 metrics

使用情况。

获取全文起始年 1997 年 -

NSTL 订购并全国开通 Nature 周刊 1869 年 -1986 年回溯数据，医

科院开通使用。

学科： 医学、生物学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www.nature.com/

2. Science

简介： 《Science》是由美国科学促进会出版的学术期刊，创刊于 1880年，

是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综合性科学周刊，2015 年影响因子为

4.661。

内容特点： 1. 具有学术期刊和新闻杂志的双重特点，除发表全球科技研究最显

著突破的研究论文和报告、综述外，还每周向世界各地发布有关

科学技术和科技政策的重要新闻。其中科学新闻报道、综述、分

析、书评等内容也是权威的科普资料，适合一般读者阅读。

2. 每年出版大约 15 期专辑，展示某一专门领域的最新成果，例如

生物技术、寄生虫学、纳米技术、计算机技术等。

获取全文起始年 1997 年 -

学科： 自然科学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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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www.sciencemag.org/magazine

3.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简介： 美国科学院院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是世界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综合

学科连续性出版物之一。

内容特点： PNAS提供具有高水平的前沿研究报告、学术评论、学科回顾及前瞻、

学术论文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学会学术动态的报道和出版。PNAS 收

录的文献涵盖生物、物理和社会科学。

除论文外，也提供学科相关的专题视频、Podcasts 等多媒体信息。

获取全文起始年 1915 年 -

检索功能特点： 与 Altmerics 进行了整合，可浏览文章被转载和讨论等 Altmerics 的

使用情况。

可浏览被阅读最多的文章。

学科： 自然科学综合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www.pnas.org

4.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简介：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创刊

于 1811，是世界上连续出版时间最久的医学期刊，由美国马萨诸

塞州医学会出版。该杂志主要提供生物医学和临床实践方面重要的、

原创性研究成果、临床发现以及观点，注重实用性，有超过一半文

章由非美国地区的人员撰写。该杂志是当前世界上被最广泛阅读、

引用最多的医学期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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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特点： 1. 除论文外，提供一周内容概要的录音、视频、交互临床案例等多

媒体信息以及医生继续教育信息。

2.主要刊登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和临床发现及观点，注重文章实用性，

文章多用于指导临床实践。

检索功能特点： 可以按文献类型（综述、研究论文、临床案例、进展等）进行浏览。

可按多媒体类型（视频、音频、图片）进行浏览。

通过 TRENDS 模块，可分别查看被浏览最多、被引用最多的论文。

获取全文起始年 1990 年 -

学科： 医学各学科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www.nejm.org/

5.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s

简介： 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创建于 1847 年，

是世界三大医学会之一。其出版的 11 种期刊发表医学领域优秀

论文和最新动态，包括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简称 JAMA）和 10 种 JAMA 专科期刊。JAMA 是

国际上公认的四大医刊之一。JAMA 专科期刊涵盖了肿瘤学、皮

肤病学、整形外科、内科学、神经科学、耳鼻喉科、儿科、眼科学。

内容特点： 11 种期刊中 10 种被 SCI 收录。

除研究论文、综述和研究展望外，还提供音频、视频、CME 测

试题等多媒体内容。

可获取全文起始年 1998 年 -

检索功能特点： 文章页面可浏览文章被使用的情况，包括被浏览次数、下载次数、

引用次数以及来自 Almetrics 的被社交媒体评论和使用的次数。

文章页面右侧自动推荐相关的文章专题、Pubmed 文章。

学科： 医学各学科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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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网址 http://jamanetwork.com/

6.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s

简介： 英国医学会（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是世界著名的医学

会之一，出版 30种期刊，包括其会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简

称 BMJ)、Archives of Disease in Childhood《儿童疾病文献》、

Journal of Clinical Pathology《临床病理学杂志》等高影响因子

医学期刊。BMJ 是一份在全世界广受欢迎及阅读的同行评审的

综合医学期刊，是四大医学刊之一。

内容特点： BMJ Journals 收录期刊主要为临床期刊，旨在帮助医学工作者

获取最新临床研究成果，改进临床实践。多数期刊为 SCI 收录。

文章分为研究相关、教育相关两类。研究相关论文划分为快速

概览、研究方法和报告、图片、研究新闻四个栏目。教育相关

论文分为快速概览、临床综述、实践、图片等栏目。

检索功能特点： 用户可发表对文章的评论；浏览 2015 年以后发表文章的同行评

审意见；浏览文章被社交媒体讨论（Altmetrics）的情况；可浏

览文章被下载和使用的情况；推荐相关的文章。

可获取全文起始年 创刊年 -

学科： 医学、生物学

IP 开通范围 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group.bmj.com/products/journals 

7. ScienceDirect

简介： Elsevier（爱思唯尔）出版集团的网络全文数据库，收录由

Elsevier 出版及其与学术机构合作出版的 2500 多种期刊、3 万

多种电子图书。图书馆订购 ScienceDirect 数据库中医学相关各

学科的 959 种期刊。



附
录 

图
书
馆
数
据
库
列
表

Institute of Medical Information/Medical Library, CAMS & PUMC

45

内容特点： 收录内容涵盖医学各个分支学科高影响力的期刊。959 种期刊中

709 被 SCI 收录。

其中高影响力的期刊有 Lancet 系列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Gastroenterology 等。

检索功能特点： 全文的阅读采用的是结构化摘要。

Open Access 论文有标注，检索结果中可筛选 Open Access 论

文。能一次下载多篇文章的全文。HTML 格式全文的左侧显示文

章的结构，文章中的表和图可直接导出至 Excel 表格、PPT。

可浏览 20 多个学科下载量 Top25 期刊文章。

可获取全文起始年 1995 年 -

学科： 医学、生物学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www.sciencedirect.com/

8. Annual Reviews 生物医学期刊专辑 

简介： Annual Reviews 生物医学期刊专辑包括 Annual Review of 

Immunology、Annual Review of Medicine 等 20 多种高影响力

的综述性期刊。

内容特点： Annual Reviews 系列期刊是引证率最高的出版物。

检索功能特点： 提供文章到 pubmed、web of science 的链接

可获取全文起始年 创刊年 -

学科： 医学、生物学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arjournals.annualreviews.org/action/show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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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Journal 

简介：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LWW) 是世界第二大医学出版社、

世界第一大专业医学出版社，共出版 279 种生物医学期刊，其

中一半以上期刊被 SCI 收录。LWW 系列期刊通过 OVID 平台在

线检索，其访问有并发用户人数限制。

内容特点： 内容以临床医学及护理学尤为著名，数据库包括 Circulation、

C i rc u l a t i o n  R e s e a rc h、H y p e r t e n s i o n、J o u r n a l  o f 

Hypertension、Transplantation 等高影响因子期刊。

可获取全文起始年 创刊年 --

检索功能特点： 在 OVID 平台上，可以实现与其他数据库的跨库检索

Limit 检索可以进行以下限定：全文、研究对象为人、研究对象

为动物、英文文献、文摘、最近一个月更新的文献、实证医学文献、

文献发表年限等；

检索结果按照相关性进行星级排序

学科： 医学各学科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ovidsp.ovid.com/autologin.html

10. SpringerLink Journals

简介： SpringerLink 是 Springer（施普林格）出版社推出的全文在线

资源平台。图书馆订购 SpringerLink 平台上 1400 多种期刊，学

科涵盖了医学、生物学、心理学、化学、环境科学、农学、计

算机科学、社会科学、理学、工程学、地球科学。

内容特点： 收 录 Seminars in Immunopathology、Cancer and Metastasis 

Reviews、Intensive Care Medicine、Diabetologia、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等高影响因子的期刊。

可获取全文起始年 创刊年 --



附
录 

图
书
馆
数
据
库
列
表

Institute of Medical Information/Medical Library, CAMS & PUMC

47

学科： 医学、生物学、心理学、化学、环境科学、农学、计算机科学、

社会科学、理学、工程学、地球科学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link.springer.com/

11. Taylor & Francis Journals

简介：
Taylor & Francis 创办于 1798 年，出版 2200 多种学术期刊。图

书馆订购其中 160 多种医学期刊（其中 130 种被 SCI 收录）。

内容特点：
收录Expert Opinion药学系列、Critical Reviews in Biotechnology、 

Annals of Medicine 高影响因期刊

可获取全文起始年 创刊年

学科： 医学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www.tandfonline.com/

1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ournals 

简介：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 (OUP) 是世界著名的出版商之一。在牛津

出版的近 180 种期刊中，被 SCI / SSCI 收录的期刊有 92 种，收

录总数超过出版期刊总数的 50%。图书馆订购其中医学、生命

科学专辑 130 种期刊。

内容特点： 收录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Human Molecular Genetics、 

Brain、Annals of Oncology、Age and Aging 等著名期刊。

可获取全文起始年 创刊年 --

学科： 医学、生物学、心理学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www.oxfordjourna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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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Wiley Online Library 

简介： Wiley Online Library 是 John Wiley & Sons 推出的数据库平台，

收录其出版的 1500 余种学术期刊、9000 多种书籍、上百种参

考书、实验室指南及数据库，涵盖学科领域包括生命科学、医学、

社会科学及人文。本馆订购了其中与生命科学、医学有关的期刊

400 多种。

内容特点： 数据库收录了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D等期刊。

可获取全文起始年 创刊年 --

学科： 医学、生命科学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

14. Karger ejournals

简介： Karger 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完全关注于生物医学领域的出版

社，也是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医学出版社之一。Karger 出版社通

过只发表经过同行审阅后的稿件，以保持高质量的制作和内容。

Karger 每年出版约 70 余种期刊和 150 种连续出版物和非连续

出版物，涵盖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最新发展，内容较专业

和被引用最多。

内容特点： Karger 期刊都在线上优先发行；

图书馆订购Karger出版社Psychotherapy And Psychosomatics、

Journal Of Innate Immunity、Neuroendocrinology 等全部 70 多种

电子期刊。

可获取全文起始年 创刊年 --

学科： 医学、生物学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www.karg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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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ProQuest Health and Medical Complete 

简介： “ProQuest Health and Medical Complete (PHMC) 健康与医学

期刊全文数据库提供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卫生健康方面的专业

期刊。

通过 ProQuest 检索平台使用。

内容特点： 其中 2094 种可获取全文，1007 种有影响因子，其中 160 多种

未被图书馆订购的其他数据库收录。PHMC 收录的核心期刊包

括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Diabetes 、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Mayo Clinic Proceedings 等。

学科： 医学各学科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search.proquest.com

16. Sage 

简介： SAGE 健康科学及护理学期刊数据库收录了 SAGE 出版公司与

全球 69 家协会和学会合作出版的 150 多种高品质的医学学术期

刊（59 种被 SCIE 收录）。

内容特点： SAGE 期刊 100% 为同行评审期刊，其中包括了 Neuroscientist、

Journal of Dental Research、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ology、

Journal of Biological Rhythms、Lupus、Journal of biomolecular 

screening、Reproductive Sciences、Medical Decision Making

等学科领域内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

可获取全文起始年 1999 年 -

学科： 医学各学科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online.sagep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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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CNKI 

简介： 图书馆订购 CNKI 数据库网络版 6 个学科（医药卫生、经济与管

理、信息科技、社会科学、哲学与人文科学等）专辑期刊，约

6800 种。

检索功能特点： 检索结果可按被引次数、下载次数排序。

提供基金、来源数据库、作者、机构等几种方式分组浏览检索

结果

学科：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IP 开通范围 图书馆

网址 http://www.cnki.net

18. 万方数据库 

简介： “万方数据”包括如下内容。图书馆订购万方数据库中全部内容。

1.《学术期刊全文库》集成了理、工、农、医、人文 5 大类 70 多

个类目的 7000 多种科技期刊全文内容；其中收录 1998 年至今

的中国医药科技核心期刊及部分其它期刊，目前期刊总量 1000

余种（含中华医学会 115 种期刊）。

2.《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收录自 1980 年以来我国自然科学领域

博士、博士后及硕士研究生论文；

3.《会议论文全文库》收录了 1985 年至今世界主要学会和协会主

办的会议论文，每年涉及近 3000 个重要的学术会议，总计 97

万余篇，每年增加约 18 万篇；

4.《法律法规全文库》收录 1949年以来的国家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地方规章、以及我国参与的国际公约等；

5.《专利技术全文库》收录了国内外的发明、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

等专利 2400 余万项；

6.《科技成果库》收录了国内的科技成果及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约

50 万项

检索功能特点： 检索结果按学科分类、论文类型、年份和期刊进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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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IP 开通范围 图书馆

网址 http://g.wanfangdata.com.cn/

19. 维普数据库 

简介： 收录期刊 13000 余种（5600 余万篇），其中核心期刊 1980 多种。

图书馆订购其中医药卫生专辑镜像版，包括 1200 多种期刊。

学科：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IP 开通范围 图书馆

网址 http://lib.cqvip.com/

电子图书和教参资源

1. 人民卫生出版社临床知识数据库

简介： 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推出的在线医学专业知识数据库，包括参考书数

据库、病例数据库（4 万多个病例）、药物数据库（17.89 万条临

床用药物信息）、指南数据库、视频数据库（900 多部）、图表数

据库（89.48 万个图表）和讲座数据库。参考书数据库：收录图书

3952 种，收录采取无差别收录原则，新书入库时间不晚于实体书

销售，包括医学专著和高等级教材，如人卫社经典著作：《黄家驷

外科学》、《实用内科学》、8 年制教材和研究生教材等。该数据

库对图书的知识结构进行提取，根据国际医学分类构建出医学知识

的网络系统，每一疾病下的文献资料还根据不同的内容侧重分类为

流行病学、病因学、临床表现、辅助检查、诊断等 20 余个方面。

同时构建了医学专业词库，解决类似同病不同名、同药不同名造成

的检索不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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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功能特点： 提供了多种分类导航，并有智能化、个性化的检索功能，并建立了

疾病、手术与操作、实验室检查、症状体征以及药物之间的丰富关联。

提供 HTML 的阅读方式、支持移动设备阅读。

学科： 医学综合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medbooks.ipmph.com/

2. 科学文库电子图书 

简介： 科学出版社推出的电子书数据库，聚集科学出版社六十年优质内容

资源。目前平台上收录中文电子书共 36000 种，按学科分为科学、

技术、医学、生命科学、人文社科、地球科学与环境 6 个学科包。

其中包括《急危重症病理生理学》、《麻省总医院临床麻醉手册》、

《Haines 神经解剖图谱》、《SARS 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策略》、

《清宫医案集成（上、下册）》、《中医湿病证治学》等高质量医

学图书。图书馆订购科学文库医学、生命科学、社会科学 3 个专题

电子图书（约 16000 种）。

检索功能特点： 点击“离线下载”，可下载整本图书（图书文件必须使用用CAJViewer

阅读器打开）

未订购图书可试读前 30 页内容

学科： 医学综合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reading.sciencepres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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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ccessMedicine

简介： 由麦克劳 - 希尔教育出版集团开发的在线医学资源学习平台，整合

了医学教学所需的各种类型的资源。

包括 110 多本经典医学教科书（如《Harrison’s Principles of Internal 

Medicine》《Hurst’s the Heart》、《Williams Gynecology》）、

权威医学院录制的专业手术视频和动画文件、临床教科书自测题及

USMLE 考试模拟训练、病例分析模块等。

检索功能特点： 提供课程定制功能。教师可以在线创建学习单元、布置学习任务，

并随时追踪学习进展。学生也可以登录系统查看教学进度，进行自

我检测和管理。

学科： 医学综合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accessmedicine.mhmedical.com

 

4. AccessSurgery 

简介： 由麦克劳 - 希尔教育出版集团开发的在线外科学学习平台，整合了

外科学教学所需的各种类型的资源。

包括 30 多本经典医学教科书（如《Schwartz’s Principles of Surgery》 

《Zollinger’s Atlas of Surgical Operations》）、16000多张外科相关图片，

近 200段定期更新的视频动画、3000 道互动测试题、病例分析模块、

药物信息等。

检索功能特点： 提供课程定制功能。教师可以在线创建学习单元、布置学习任务，

并随时追踪学习进展。学生也可以登录系统查看教学进度，进行自

我检测和管理。

学科： 外科学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accesssurgery.mhmed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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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USMLEasy 美国职业医师资格考试数据库 

简介： USMLEasy 数据库提供 USMLE（美国职业医师资格考试）Step 1，

Step 2CK 和 Step3 的所有备考资料。数据库可完全模拟 Step 1 和 

Step 2 CK 的考试，出题模式及时间完全模拟实际考试，提供了

9,000 多道 USMLE 真题，另附 1200 道综合知识点练习题，题目来

自 McGraw-Hill 出版的权威系列考试辅导书籍并涉及美国职业医师

资格考试的所有学科和知识点。

检索功能特点： 第一次登录，需要注册个人账号才能使用考试题。

有着强大的自定义功能，用户使用中可自定义绕开已掌握的知识，

更加专注于其他需要进一步提高的知识点上。

学科： 急诊医学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s://www.usmle-easy.com/institution

6. Thieme 彩色图谱电子书 

简介： 收录解剖学、基础科学、临床医学和影像学方面的 60 多本彩色图

谱电子书。

检索功能特点： 图谱可整本下载，下载需使用专门的软件 iPublishCentral Reader

学科： 医学各科学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ebooks.thieme.com/bookshelf

7. Wiley Books 

简介：

图书馆订购 Wiley 出版社如下 20 种参考工具书及 180 多种电子图

书。访问以下网址：http://olabout.wiley.com/WileyCDA/Section/id-

612283.html 可浏览订购图书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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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功能特点： 图书按章节下载 PDF。

学科： 医学各科学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olabout.wiley.com/WileyCDA/Section/id-612283.html

8.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Books 

简介： 含电子图书约 900 种，涉及基础医学、临床诊断、治疗、护理以及

保健等领域。其检索和获取通过 OVID 平台电子图书数据库。

检索功能特点： 图书按章节浏览 HTML 格式。

学科： 医学各科学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ovidsp.ovid.com/autologin.html

9. SpringerLink Books 

简介： 图书馆订购开通 Springer 电子图书，订购内容为：医学、生命科学

两个专辑中版权年为 2005-2014 年的电子图书，共 7500 多种。

检索功能特点： 图书可整本下载 PDF 格式。

学科： 医学各科学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link.spring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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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pabi 电子图书

简介：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购买的北大方正中文电子图书（约

20 万种）为 NSTL 各成员单位开通网上服务。本馆是 NSTL 成员单

位之一。在图书馆 IP 范围内可以使用 Apabi 数据库中的电子图书。

图书内容涉及科教卫生、法律经济、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生活休闲、

计算机等。

检索功能特点： 下载图书需安装 Apabi 阅读器

可同时借阅下载中文电子图书 5 本，每本电子图书的借阅期为 3 天，

下载的电子图书 3 天后将自动失效，如继续阅读，需重新借阅下载。

学科：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168.160.1.120/Usp/apabi_usp/?cult=CN

综合学科—学位论文

1.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PQDT）

简介： 博硕士论文文摘数据库。收录从 1861 年至今的 274 多万篇博硕士

论文文摘。用户可以访问超过 90％的北美地区每年获得通过的博

硕士论文以及众多国际性的博硕士论文的文摘。该数据库有完全版

和两个分册版本（PQDT A：人文社科版，120+ 万篇论文题录信息，

或 PQDT B：科学及工程版，150+ 万篇论文题录信息）。

检索功能特点： 在网站上可免费预览学位论文前 24 页的内容，同时能从网上通过

单篇订购方式获取学位论文的 PDF 格式全文。

学科：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IP 开通范围 图书馆

网址 http://search.proque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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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NKI 学位论文 

简介： 图书馆订购 CNKI 数据库网络版 6 个学科（医药卫生、经济与管理、

信息科技、社会科学、哲学与人文科学等）专辑博硕士论文，论文

数量约 186 万篇。

检索功能特点： 学位论文可按章节下载，也可整本下载或在线阅读。

检索结果可按被引次数、下载次数排序。

提供基金、来源数据库、作者、机构等几种方式分组浏览检索结果

学科：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IP 开通范围 图书馆

网址 http://www.cnki.net

3. 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 

简介： 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收录学位论文约 243 万篇。图书馆订购万方学

位论文中全部内容。

检索功能特点： 检索结果按学科分类、论文类型、年份和期刊进行筛选。

学科：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IP 开通范围 图书馆

网址 http://g.wanfangdata.com.cn/

4. Sinomed 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位论文数据库 

简介： 收录 1981 年以来协和医科大学培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5600 余篇，学科范围涉及医学、药学各专业领域及其他相关专业，

可在线浏览全文。

检索功能特点： 学位论文可在线浏览，但不能下载全文

在 sinomed 数据库平台上，提供简单检索、高级检索、主题词检索、

分类检索、导师检索 5 种检索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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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医学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www.sinomed.ac.cn/lw/

综合学科—会议论文数据库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简介： 该数据库收录 1990 年以来超过 11 万个重要的国际会议，内容覆盖

256 个学科，分为两个版本：Science & Technology 科学与技术，

即 CPCI-S (原 ISTP) 和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社会科学与

人文，即CPCI-SSH (原ISSHP)。会议文献来源包括专著、期刊、报告、

学会协会或出版商的系列出版物以及预印本等。

检索功能特点： CPCI 数据库通过 Web of Science 访问，可与 Web of Science 上

其他数据库（如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进行整合检索。

通过 CPCI 可查找和分析会议文献被引用次数及与其他文献相互引

用的信息，导出引文分析报告，并可定制追踪会议文献被引用情况

的变化。

学科： 自然科学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 www.webofscie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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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数据库

1. Springer Protocal 

简介： 全球最大的经同行评议的在线实验室指南库，全球引用量最高的在

线实验室指南库之一。该数据库包含超过 18,000 条分子生物学及

生物医学的可在线检索的实验室指南，拥有 165,000 余页的内容，

可供检索、阅览和下载。每周更新。

内容特点： 要面向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以及生物医学等学科，提供详细、

精确的实验操作记录。提供一种标准化的，并可在实验室再现的“配

方”或“方法”，包括操作步骤、实验必需的原材料清单（原材料

包括化学成分、硬体、软体等），以及注释和提醒，提醒实验人员

在实验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如何解决问题。

检索功能特点： SpringerProtocols 提供基于 web2.0 的合作研究功能，允许作者上

传新的 Protocols；已订购客户的在线评论；允许用户针对相近的

Protocols 建立链接；RSS 功能帮助用户及时获取自己感兴趣领域

中最新的 Protocols。 

学科： 实验室指南

IP 开通范围 东单地区东单校园及图书馆

网址 http://link.springer.com/

2. CSHL Protocal

简介： Cold Spring Harbor Protocols（冷泉港实验室指南）汇集了来自美

国冷泉港实验室的主要出版社和教育机构长达 60 多年的实验室技

术，为科学家们创造一个网络平台以共享实用课程及指导手册及关

于最新技术方面的最佳方法。每项实验方案均按步详解，对发现的

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建议进行了清楚的论述。冷泉港实验室手册—如

《分子克隆》、《抗体》、《细胞》已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书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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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特点： 每种方案均加有评注和注解；

添加了实验方案处方和注意事项的链接；

添加了相关实验方案的链接；

一站式解决方案，便可获取实验方案和相关信息，包括处方和注意

事项 。

学科： 实验室指南

IP 开通范围 京内院所、东单校园、京外院所

网址 http://www.cshprotocols.org

3. Primal Picture 解剖学 3D 模型数据库 

简介： Primal Pictures 是一个包含了 6500 个解剖构造、以活人体 \ 尸体的

MRI 数据为基础数据来源的人体解剖 3D 模型数据库。通过 Primal 

Pictures 的 3D 视图可以直观地看到骨骼、肌肉、韧带和筋膜、静

脉和动脉以及神经的层次，并对选定解剖结构进行旋转、分层和标

记操作。此外 Primal Pictures 也包括肌肉骨骼运动的动画，与解剖

结构对应的文字说明（担任解剖学教授的博士编写）、MRI 数据、

病理学幻灯片。

检索功能特点： 3D Real-time模块中，可选中某一解剖部位（血管、神经、肌肉或骨骼）

进行任何角度的旋转和观察，可增加或删除解剖部位周围的组织或

将组织进行透明化处理，以观察解剖结构的位置和层次关系。

对于解剖部位进行标记，并可将标记后的图片导出。

学科： 解剖学、放射学、生理学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www.anatomy.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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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ell Press Journals 

简介： CELL 被认为是生物科学领域最好的期刊之一， 在国际学术界的

影响堪与有着百年历史的美国 Science 杂志和英国 Nature 杂志

媲美。

Cell 系列期刊包括 Cell、Cancer Cell、Immunity 等 14 种生物医

学研究领域高影响因子期刊。

内容特点： 从 1974 年至今 CELL 出版社共发表了 59 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

论文。1994 年至今，它发表的 10 篇论文成为作者获得诺贝尔奖

的主要成果。

检索功能特点： 通过ScienceDirect平台可浏览、检索、下载Cell系列期刊的全文；

Cell 系列电子期刊中的所有期刊 12 个月以前的全文完全免费；

开放获取论文进行了标识，检索结果中可单独浏览开放获取论文

能同时下载多篇 PDF。

每篇文章都提供了比文字摘要更加直观、生动的图形摘要

显示文章被 Scopus 利用的次数、Almetrics 使用的次数

图片提供高清格式，表格可直接导出为 CSV 格式

可获取全文起始年 1995 年

学科： 细胞学、生物学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www.sciencedirect.com/ 

5. 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Journals

简介： 美国微生物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是全球

历史最悠久且最大的生命科学会员组织之一。该学会的期刊引用

率高且具有很大知名度，其期刊引用量占所有微生物学引用的近

43%。

内容特点： 出版了 Journal of Virology、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等

12 种期刊。其中 11 种被 SCIE 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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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功能特点： 可浏览期刊使用数据、pubmed 和期刊内相似的文章；定制和跟

踪期刊被引用、内容更正的情况。

可获取全文起始年 创刊年 -

学科： 微生物学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www.journals.asm.org/

6. American Physiological Society Journals 

简介： 美国生理学会（American Physiological Society，APS）创建于

1887 年，是一个致力于提升生理学领域教育、科研和推广的非

营利性组织。

内容特点： 美国生理学会出版 14 种专业期刊，其中 13 种被 SCIE 收录，

涵盖生理学领域所有研究主题。包括《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Cell Physi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Gastrointestinal and Liver Physiology》等。

检索功能特点： 提供多种方式的个人定制服务，跟踪文章被引用情况、文章版

本变化情况；右侧显示文章在 web of science、Scopus 等数据

库中被引用次数；自动推荐利用最多、阅读最多的文章。

可获取全文起始年 创刊年 -

学科： 生理学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www.physiolog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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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数据库

1. UpToDate 循证医学数据库 

简介： UpToDate 是用于协助临床医生进行诊疗上的判断、决策的循证

医学数据库，最常用的循证医学数据库之一，收录内容以 Topic 

Reviews（临床问题综述）为单位，目前已收录 20 多个专科领域、

10500 多个临床问题综述。

内容特点： 全部 Topic Reviews 皆由 UpToDate 的主编和超过 6000 位的医

师撰写，是由作者们浏览同行评审的期刊再加上专业经验和意见

而成。文献中附有图片，包括图表、X 光片、照片、影像文件及 

MEDLINE 的引用文献摘要，并提供 Lexi-Comp 的药物信息。

检索功能特点： 输入检索词时，系统会自动提示相关的词语和概念

检索结果可按 Adult、Pediatric、Patient、Graphics4 个方面进行

筛选

部分内容可找到对应的中文内容

学科： 循证医学

IP 开通范围 东单地区东单校园及附属医院

网址 http://www.uptodate.com/ 

2. Cochrane Library 循证医学数据库  

简介： The Cochrane Library 是医学领域最全面、可靠的循证医学数据库

之一。其系统评价数据库是循证医学的黄金标准，采用极其严格的

方法研究卫生保健、预防、治疗和康复的效果。除系统评价以外，

The Cochrane Library 还提供其他系统评价摘要、技术评估、经济

估价、单个临床试验等。

检索功能特点： 除简单检索、高级检索外，也提供 Mesh 主题词检索。

学科： 循证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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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开通范围 东单地区东单校园及附属医院

网址 http://www.thecochranelibrary.com/

3. Best practice 循证医学数据库 

简介： Best Practice 是由英国医学杂志（BMJ）出版集团推出的循证医学

数据库。它整合 BMJ Clinical Evidence 中全部的研究证据，在原

有内容基础上增加了由全球知名学者和临床专家执笔撰写、涉及病

症的诊断，治疗，预防和预后等各个关键环节的内容，例如鉴别诊断，

实验室检查，诊断和治疗的方法和步骤。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的病症、

病例图像和数据表格等资料。Best Practice 收录一千多种临床病症，

三千多项诊断性检测，四千多篇诊断和治疗指南，以及一万多种的

诊断方法。此外还嵌入了国际权威的药物处方指南以及患者教育内

容。Best Practice 可用于医学院校的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和实践，

同时帮助临床医生解答临床诊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内容特点： Best Practice 以疾病或症状为切入点，不仅涵盖基础、预防、诊断、

治疗和随访等各个关键环节的内容，更有多达 4000 部临床治疗指

南和 3000 张参考图片。

检索功能特点：

学科： 循证医学 

IP 开通范围 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bestpractice.bm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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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icromedex 循证药学数据库 

简介： 由美国 Truven Health Analytics, Inc. 制作的、在全球 9000 多个医疗

机构和医药大学广泛使用的事实型医药知识数据库。Micromedex 提

供实时且正确的药物信息、疾病信息、毒物信息、传统医学信息，

以及对患者的卫生教育信息等。

内容特点： 提供的是实时的正确的药物信息疾病信息毒物信息传统医学信息以

及对病人的卫教事实信息它的内容是由医药学专家针对全世界 2 0 

0 余种医药学期刊文献进行分类收集筛选后按照临床应用的需求编

写的综述文献。

Micromedex 提供用户单一入口获取药物、疾病、毒物、实验以及补

充疗法信息，其内容是由医药学专家针对全世界 2000 余种医药学期

刊文献进行分类、收集、筛选后，按照临床应用的需求，编写成基

于循证的综述文献。图书馆购买了 Group A 组：Drug Information 和 

Group B 组：Disease Information。Group A 组 Drug Information：

提供药物剂量换算程序，诊断和治疗的经典法则，药物剂量，药物

动力学，使用药物的注意事项，药物交互作用，药效分析比较、正

在进行临床试验的新药信息、处方用药和非处方用药的商品名和药

品名，以及其药品成份，和化学物理性质等信息，涵盖一千多种美

国地区之药物和化学品的百科全书和安全手册。Group B 组 Disease 

Information.：提供医疗人员一个完整的病史疗程建议，其中包含平

常的卫生保健、病发时的诊疗方式、疾病发展的预测、参考文献等等

医护人员所需要的信息；提供急诊医学信息，使医疗人员能在最短时

间内得到如何诊断和如何治疗的参考资料。

检索功能特点： 输入两种药物的名称可以比较药物的相互作用或进行药物的比较

学科： 循证医学、药学

IP 开通范围： 东单地区东单校园及附属医院

网址： http://www.micromedexsolutions.com/micromedex2/libr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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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 

简介： 美国癌症研究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

创建于 1907 年。一直致力于通过研究、教育和交流来履行在全世

界范围预防和治愈癌症的使命。学会已出版了 7 种同行评鉴性科学

期刊。其中《癌症研究》一刊，每年的点击率将近 10 万，在全球

各学科的 5400 种科技期刊中列第 13 位。

内容特点： AACR Journals 包 含 7 种 刊 物， 分 别 是 Cancer Research 、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Cancer Prevention Research、

Molecular Cancer Research 、Cancer Epidemiology Biomarkers 

& Prevention 、Molecular Cancer Therapeutics ，期刊影响因子

都比较高。其中 6 种被 SCIE 收录。

检索功能特点： 提供多种方式的个人定制服务，跟踪文章被引用情况、文章版

本变化情况；可直接检索 pubmed 和期刊内部相关的文章

可获取全文起始年 创刊年 -

学科： 肿瘤学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www.aacrjournals.org/

药学数据库

1. Pharmaprojects 

简介： Pharmaprojects 涵盖了超过 50000 多种药物信息，包括从药物的

临床前试验到最终的上市过程内容全部覆盖，主要跟踪研发中的新

药开发各阶段、公司活动和治疗进展等信息，提供药品行业优秀的

竞争情报，可帮助评估公司的潜在竞争对手、分析和发现行业内的

机会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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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特点： Pharmaprojects 包含 50000 余种药物的药理与药化信息，它监

控着国际上处于开发过程中的每一个重要新药，跟踪着国际上处

于研究发展活跃阶段的新药物靶点，提供给用户产品开发的全面

资料 Pharmaprojects 数据库包括超过 26000 个开发中的药物，

并且每月都有 1000 多个药物的更新信息。除了药物信息之外，

Pharmaprojects 还提供了世界上 1100 余家主要制药企业和 197 个

治疗领域药品的相关文件，通过组合查询，可以轻松获得所需的开

发信息。

检索功能特点： IP 范围内注册个人账号才能使用

1. 药名检索；

2. 通过国家组（Country Grouping），适应证组进行检索；

3.通过（Activity Data）项下的代码（显示代码的具体描述和同义词）

检索某一类药的情况； 

4. 通过公司及药品市场状况（Company/Status Data）检索某公司

的情况或者某一特定的市场被批准的所有药物；

5. 通过 Activity Data 中的 Therapy Grouping 可以选定某一特定的

治疗类别，检索到在这一特定范围内的处于研制活跃阶段的药物； 

6. 通过化学名（Chemical Name）或化学名同类物（Chemical 

Name Includes）进行检索； 

7. 通过 Major Events 对处于两个日期之间的重要事件进行检索；

8. 通过 Alert Service 可以检索到每月更新的内容，得到更新内容的

详细资料，还可与公司、治疗类别以及适应证进行组合检索，得

到所需信息。

学科： 药学

IP 开通范围 图书馆、东单校园、附属药学研究所

网址 http://cams-pipeline.citeline.com 



附
录 

图
书
馆
数
据
库
列
表

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文献资源使用指南 

68

2. Pharmaceutical Substances 

简介： Pharmaceutical Substances 数据库由国际性科学和医学出版社

Thieme 开发，包括 2400 多种药物活性成分（API）的合成方法及

相关专利和应用信息，每半年更新补充一次。关注于药物合成、专

利文献和应用实践的专业数据库，提供市场时事信息。

内容特点： 内容覆盖每种美国 FDA 认证的药物活性成分（API）， 提供药物的

化学结构式、分子量；中间体（intermediates）的工业合成路线、 

CAS 登记号、CAS 索引号；国际非专利药名（INN）、同义词、化

学名、商品名、供应商； ATC 代码、CAS 编号、化合物目录数据

库号（ENINECS）； 毒理学信息、剂型、相关专利信息及参考文

献信息等。

检索功能特点： 不仅提供以药品名称浏览查找和文本检索功能，还支持结构式检索，

用户可使用相应画图工具绘制药物的化学结构进行检索。

学科： 药学

IP 开通范围 京内院所、东单校园、京外院所

网址 http://pharmaceutical-substances.thieme.com/prod/ 

3. Thomson Integrity 

简介： Thomson Reuters Integrity 是由 Thomson 公司推出的用于新药研

发的专业数据库，主要用于新药研发早期筛选和发现生物活性物质。

收录 32 万种药物（包括化药与生物药）、药物靶标以及发病通路

图、药物 / 疾病相关的基因组学信息、药物 / 疾病 / 临床试验 / 诊断

相关的生物标志物、临床试验方案 / 结果的研究信息等，并收录了

14 万多篇与之相关的专利家族。

内容特点： Thomson Reuter Integrity 数据库整合了 12 个知识领域的综合性药

物研发项目，包括药物、靶标与通路、基因组、生物标记物、有机合成、

实验药理、药代动力学与代谢、临床研究、疾病综述、公司与机

构、文献和专利，覆盖的疾病包括肿瘤、心血管、神经系统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精神疾病、感染性疾病、泌尿系统

疾病、艾滋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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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功能特点： Thomson Reuters Integrity 提供如下 3 种检索方式，分别为高级检

索、快速检索和结构式检索；

每日更新，用户可以快速获得最新的经过提炼的相关科技信息，并

保持随时追踪 ; 

信息呈现多种形式，如新闻、动画、演示文稿、网络广播等 ; 信息

高度整合，在药物研发方面可获得高质量的结果，帮助用户更快、

更好地做出决策 ;

用户界面友好，方便检索、浏览、打印和导出。

学科： 药学

开通范围 图书馆（用户名密码控制）

网址 http://www.thomsonreutersintegrity.com/

4. Cortellis 

简介： Cortellis 是一款药物研发的综合情报平台，可直观地获取药物研发、

交易、专利及行业新闻等药物研发数据资源。它提供的资源可以覆

盖药物从研发、申请专利、上市到非专利药研发等整个生命周期。

其突出特点是提供全球领先的医药竞争情报解决方案，可帮助快速

了解医药公司、治疗领域、同靶点药物上市及在研情况，分析药物

的市场潜力。

内容特点： Cortellis 提供八种类型的报告：药物报告、公司报告、专利报告、

文献报告、新闻报告、会议报告、交易报告和临床试验报告。药物

报告使研发人员对药物的研发过程好人现状有全面的了解，也可以

对研究进展进行紧密的跟踪，还可以对某个领域的所有药物进行比

较和分析；专利报告包括了全球 95 个机构发布的医药相关专利信

息；新闻报告、会议报告和期刊报告是从相关信息中甄选出重要的

治疗学、生物技术和药物化学信息，帮助科研人员对相关领域最新

动态进行跟踪，了解全球的研究进展；公司报告提供全球大中小制

药企业的综合信息，令研究人员了解各个公司的战略动态；临场试

验报告从各个渠道收集资源，了解临床试验的设计实施方案以及临

床试验的结果；交易报告提供制药企业之间的交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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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药学

开通范围 图书馆，用户名密码控制

网址 https://cortellis.thomsonreuterslifesciences.com/

5. American Chemical Assiciation Journals 

简介： 美国化学学会（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ACS）成立于 1876

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学会，其会员数超过 16.3 万。ACS 期

刊有 37 种，涵盖了：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应用化学，材料学，

分子生物化学，环境科学，药物化学，农业学，材料学，食品科

学等 24 个主要的领域。被 ISI 的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JCR) 评

为：化学领域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化学期刊。

收录了《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Chemical Reviews》等化学领域高

质量期刊。

检索功能： 1. ACS 的 Article References 可直接链接到 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s(CAS) 的资料记录，也可与 PubMed、Medline、

GenBank、Protein Data Bank 等数据库相链接； 

2. 具有增强图形功能，含 3D 彩色分子结构图、动画、图表等；

可获取全文年代 1996 年

学科： 化学、药学

IP 开通范围： 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pubs.a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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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merican Society for Pharmacology and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Journals(ISPG 数据库 )

简介： American Society for Pharmacology and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 Journals 包括 4 种期刊

(1)《药物代谢与处置》Drug Metabolism and Disposition（影 2014

年响因子：3.252）

(2)《药理学与实验疗法杂志》The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and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影 2014 年响因子：3.972）

(3)《分子药理学》Molecular Pharmacology（2014年影响因子：4.128）

(4)《药理学评论》Pharmacology Reviews

学科： 医学、生命科学

IP 开通范围 京外院所、京内院所、东单校园

网址 http://aspetjournals.org

专利分析数据库

1.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简介：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简称 DII，德温特世界专利创新索引 )

整合了“世界专利索引 (WPI)”和“专利引文索引 (PCI)”内容，收

录全球 40 多个专利机构的 1000 多万项基本发明，3000 万个专利且

每周更新，为研究人员提供世界范围内的化学、电子与电气以及工

程技术领域内综合全面的专利信息。该数据库在 Web of Knowledge

平台。

内容特点： 收录来自世界 40 多个专利机构的 1 千多万个基本发明专利，3 千多

万个专利，数据可回溯至 1963 年；

每周更新；

每周增加来自 40 多个专利机构的 2 万 5 千多个专利；

分为 Chemical Section, Electrical & Electronic Section, Engineering 

Section 三部分，为研究人员提供世界范围内的化学、电子电气以及

工程技术领域内综合全面的发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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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化学、电子电器、工程技术 

IP 开通范围 东单地区东单校园及图书馆

网址 http://www.webofknowledge.com

2. Thomson Data Analyzer 

简介： Thomson Data Analyzer是一个具有强大分析功能的文本挖掘软件，

可以对文本数据进行多角度的数据挖掘和可视化的全景分析。TDA

能够帮助用户从大量的专利文献或科技文献中发现竞争情报和技术

情报，为洞察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发现行业出现的新兴技术、寻

找合作伙伴，确定研究战略和发展方向提供有价值的依据。

检索功能特点： TDA 在数据的导入，数据的清理，数据的分析，和分析结果的报道

方面都具有独特的功能。

1. 数据管理：包括数据特性和数据统计信息、字段的更名以及增加

删除等、将当前的数据集拆分、文件的合并、记录的去重与合并；

2. 数据清理：TDA 软件内部设有多个叙词表，为您提供快速的自动

数据清理 的功能，只需点击一个按钮，数据整理工作即可自动

完成。 ? 用户还可建立自己的叙词表，对著者 / 发明人、科研机

构 /专利 申请人 /专利授权人、国际专利分类号、等字段加以清理；

3. 数据分析：有效的分析可将无序的数据转化为高附加值的情报

4. 分析报告 

Technology Report（分别以技术 / 机构 / 发明人为参照点考量新 出

现的 / 消失的 / 量最大的 / 独特的技术分布报告）； 

Top Assignees (DWPI only，前 25 位专利权属人 Derwent 分类 / 

发明人分析报告；

Trend Analysis (DWPI only，从技术、市场、专利权人的角度，分

析 Derwent 分类 /Derwent 手工代码 /IPC 号对应年份出现的新旧 比

例，显示技术发展趋势）。

学科： 综合

IP 开通范围 图书馆

网址 https://www.thevantagepoint.com/tda-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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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omson innovation 

简介： Thomson Innovation 是汤姆森科技集团推出的的知识产权研究和分

析工具，其专利引证树、专利地图和文本聚类等可视化功能帮助研

究人员从纷繁的信息中挖掘出有价值的科技情报，如技术总体分布、

主要技术领域、竞争态势、重要的技术发展趋势等。

内容特点： 收录范围：Thomson Innovation 除收录 DWPI 数据以外，还收录来

自全球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8,000 万篇专利信息，包含题录信息、

PDF 全文，法律状态信息等专利信息深加工的数据和原始数据，另

外还有 INPADOC 法律状态和美国 Re-assignment 数据库，全面解

决专利信息获取难题。

检索功能特点： TI 提供多达近百种检索字段，包括美国政府资助情况、诉讼信息等

字段，可方便用户从多角度进行检索和竞争情报分析，满足不同的

检索需求。除了 TI 预制的丰富的检索字段外，用户还可以根据自己

的需要，对专利进行自定义标引生成检索字段，利用标引结果进行

检索和分析，使得专利信息的利用更加能嵌入到用户的工作流程。 

学科： 综合

IP 开通范围 图书馆

网址 https://www.thomsoninnovation.com/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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