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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馆基本情况

 图书馆

◆ 1917年创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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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TL）医学分中心

 医学信息研究所

◆ 1958年成立中国医学科学院情报研究室

◆ 1974年与图书馆合并成立医学情报研究所

◆ 1993年更名为医学信息研究所

 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

◆ 开展卫生政策与管理领域研究、研究生培养、学术交流、杂志传播

◆ 2005年12月批准成立，2006年9月正式揭牌



◆ 朝阳区雅宝路3号 ◆ 东城区东单北大街69号

◆ 西城区（原宣武区）南纬路2号

◆ 海淀区西北旺药植所书库

医学信息研究所/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 图书馆



图书馆旧址



医科院图书馆历史与作用

 图书馆的历史沿革

◆ 图书馆前身是创办于1917年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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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医学信息资源保障与服务中心

◆ 国家医学图书馆（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医学分中心）

◆ 全球卫生图书馆（GHL）中国委员会主任馆

◆ 中国MEDLARS中心

◆ 承担国家医学信息资源建设任务



医科院图书馆馆藏特点

现有馆藏外文医学期刊6900
余种（其中纸质外文医学

期刊近3500余种）、中文医

学期刊1400余种、网络数据

库和光盘数据库92种、研究

生论文10000余册，还藏有

1000余部中医古籍、1000余

种外文医学史专著和2万余册

WHO系列出版物等特色资源，

是我国馆藏资源最为丰富的

医学图书馆。



馆舍布局与开放时间
服 务 部 门 位 置 服 务 内 容 服 务 时 间

信息服务部
七 层 科技查新、查引、信息咨询

周一至周五 8:00—12:00;  
13:00—17:00

南 馆 外文过刊阅览、复印
周一至周五 8:00—12:00;  
13:00—17:00

条件财务处 六 层 借阅证充值及退还
周一至周五 8:00—12:00;  
13:00—17:00

图书馆业务部

六 层 借阅证办理
周一至周五 8:00—12:00;  
13:00—17:00

一 层 临时阅览证办理、读者咨询

周一至周五 9:00—20:00
周六 9:00—17:00 ;     周日
9:00—12:00

电子阅览室 五 层
数据库浏览与检索、电子邮件收
发、文件下载

周一至周五 9:00—20:00
周六 9:00—17:00 ;     周日
9:00—12:00

图书阅览室 四 层 中外文图书借阅、复印 周一至周五 9:00—20:00

外文现刊阅览室 三 层 外文现刊阅览、复印

周一至周五 9:00—20:00
周六 9:00—17:00 ;     周日
9:00—12:00

中文期刊阅览室 二 层 中文期刊、政文现刊阅览、复印周一至周五 9:00—20:00

外文过刊阅览室 负二层 外文过刊典藏、阅览、复印 周一至周五 9:00—17:00



一层：图书馆总服务台
入馆须知

1、读者入馆请出示个人有效证件或借阅证，
在总服务台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入内。

2、爱护书刊资料和公共财物，请勿随意搬动
、挪用馆内设备及桌椅。

3、注意仪表着装，请勿着背心、拖鞋或带钉
鞋、雨衣进入馆内。

4、请勿将易燃易爆物品、大件行李、医院、
实验室工作服及污染物件带入馆内。

5、进入阅览室前，请在服务台出示借阅卡或

阅览卡，并请办理存包手续，将书包、自
备图书、食物、水等物品留在室外。

6、保持室内安静，如需接听拨打电话请到阅

览室外走廊区。各阅览区走廊东边角备有
IC卡电话。

7、图书馆为无烟区，馆内严禁吸烟；请注意

保持馆内公共环境的整洁，将纸屑等废弃
物放到指定区域。

总服务台
1、办理临时阅览证、临时证续费
（临时证卡退卡、续费在六层财务处）
2、读者验卡
3、读者咨询



二层：中文期刊阅览室

• 服务项目：中文期刊、政文
现刊阅览、复印

•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20:00

• 1400余种生物医学中文现刊

• 2006年—2010年的中文过刊

• 排架：刊名的拼音字顺

• 其他时间段的中文过刊联系
信息服务部提取，或访问中
文期刊电子数据库。



三层：外文现刊阅览室
• 提供外文现刊阅览、复印

•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20:00；周六 9:00—
17:00 ;     周日9:00—12:00

• 3500余种生物医学西文、日

文、俄文、港台版现刊（两
年内）

• 排架：刊名的英文字顺，查
阅某学科期刊请查当年《外
文期刊馆藏目录》（在阅览
室服务台查阅）

• 未订阅期刊可查阅“联合目
录”，了解其他馆藏。



四层：图书阅览室

• 服务项目：中外文图书借阅
、复印

•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20:00

• 排架：中国图书分类法



《中图法》

图书分类是图书组
织管理与查找利用
的基础。图书馆采
用《中国图书馆分
类法》（简称《中
图法》）对图书进
行分类、排列、检
索。《中图法》共
分五大部类，22个
基本大类。



五层：电子阅览室

• 数据库浏览与检索、
电子邮件收发、文件
下载。可检索所有图
书馆订购的文献数据
库。

•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
五 9:00—20:00；周六
9:00—17:00 ；周日
9:00—12:00



六层：图书馆业务部、财务处

• 借阅证办理、证卡延
期、挂失、补证、退
证等

• 证卡续费在财务处

• 周一至周五 8:00—
12:00;  13:00—17:00

• 办证须知：

– http://www.library.imic
ams.ac.cn/webpages/
guide/zkbl.htm



七层：信息服务部

• 科技查新、查引、信
息咨询、文献服务

• 周一至周五 8:00—
12:00;  13:00—17:00

• 查新、查引申请：

– http://www.library.imic
ams.ac.cn/webpages/s
ervice/cxcy.htm



负二层：过刊阅览室

• 1956年—2009年的外

文过刊典藏、阅览、
复印

•
• 周一至周五 9:00—

17:00



六层：珍本室



七层：电教室



所馆文献资源建设概况



中医古籍及国外医学
史专著2000余部

协和医大博硕
士学位论文

中外文图书
20万余册

外文期刊-3500余种

中文期刊-1400余种

全文数据库
14种

一站式整合
检索平台

事实数据库

14种

文摘数据库
10种

馆藏目录
数据库

文献管理工具1种引文数据库

3种

WHO出版物电子资源

印本资源

资源现状



纸本文献资源
• 学科领域

–医学各个领域及生物学、化学等医学相关领域

• 文献类型和数量

–外文期刊3500余种，国内馆藏最多

–中文期刊1400余种，基本囊括国内出版全部医学期刊

–外文图书12.6万册

–中文图书9.9万册



纸本图书、期刊检索











利用联合目录检索多家图书馆期刊馆藏







电子文献数据库的检索
下面几个问题是关键

• 数据库类型：全文、文摘、引文、事实、文献管理工具……

• 收录内容的文献类型：期刊、图书、学位论文、会议论文

……

• 涉及学科：医学某个领域、医学各个领域、自然科学各个领域

……

• 免费资源 OR 付费订购资源？

• 访问方式：IP地址控制（开通使用的范围）、用户名密码控制

……

• 可使用的年代和内容：图书馆订购的内容



电子资源

• 学科领域

–以医学各个领域及生物学、化学、心理学等医学相关领域为主，

含部分社会科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

• 类型和数量

–全文数据库14种（电子期刊7600余种+电子图书约23万种+学位论

文约136万篇）

–文摘数据库10种

–事实数据库14种

–引文数据库3种

–文献管理工具1种（NoteExpress）



查找印本资源

查找电子资源



全文数据库-期刊
序号 数据库名称 涉及学科

可获取内容
时间范围

开通范围

1 ACS Publications（美国化学
会系列期刊）

化学、药学 1996年- 京内院所、校园网

2 BMJ Journals（英国医学会系
列期刊）

医学、生物学 1997年- 京内院所、校园网

3 Informa Healthcare Journals 医学、生命科学 创刊年- 京内院所、校园网、
京外院所

4 Karger 医学、生物学 1998年- 校园网

5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电子期刊

医学 1997年- 京内院所、校园网

6 Nature+NPG Journals 医学、生物学 1997年- 京内院所、校园网、
京外院所

7 Oxford Journals(英国牛津大
学出版社系列期刊) 医学、生物学、心理学 创刊年- 京内院所、校园网、

京外院所

8 Science direct 医学、生物学 1995年- 京内院所、校园网、
京外院所

9 SpringerLink 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各学科

创刊年- 京内院所、校园网、
京外院所



序号 数据库名称 涉及学科
可获取时

间范围
开通范围

收录内容文献
类型

10 InfoSci-Online Premium 信息学 /
京内院所、校园

网、京外院
所

期刊论文、图
书、会议论
文

11
Thieme ejournals

医学、化学 1999年-
京内院所、校园

网、京外院
所

期刊论文

12 Wiley Online Library 医学、生命科学 1997年-
京内院所、校园

网、京外院
所

期刊论文

13 万方数据医药信息系统
（镜像）

医学 / 图书馆
期刊论文、学

位论文、会
议论文等

14 万方数据网络版
自然科学各个学科

（含医学）
/ 图书馆 同上

15
CNKI系列数据库（医药卫

生、教育、经济管理专
辑，镜像版）

医学 1994年- 图书馆 期刊论文

16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镜像数
据库（镜像）

医药卫生、化学、生
物科学、环境和安
全科学、情报学

1989年－ 图书馆 期刊论文



• 4187种期刊，开通校园网使用，其中

– 医科院京内所院可使用4105种

– 医科院京外所院可使用3759种

• 访问方式：IP地址控制，无并发用户限制（LWW除外）

• 收录内容年代：各个数据库不同，平均在1997年左右

– SpringerLink、OUP从创刊年开始

全文数据库-外文期刊



京外所不能使用

京内所不能使用

全文数据库-外文期刊



38

全文数据库-中文期刊

•镜像版（含中华医学会系
列期刊）

•网络版

•镜像版
•镜像版

•含医学、经济学、社会
科学与教育三部分

•网络版

图书馆可使用



数据库名称 电子期刊数量(种) 馆藏印本数量（种）

Elsevier ScienceDirect 491 490
Springer Kluwer 1628 23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4 44
Taylor & Francis 171 96

Thieme 37 25

John Wiley 105 98
Blackwell 313 221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274 205
BMJ Journals Collection 23 22

Karger 75 51
ACS 37 8

Nature 57 47

总 计 3275 1542

外文全文数据库收录电子期刊与馆藏印本期刊对比





电子期刊检索











从pubmed或Google链接访问电子期刊

点击WileyInterScience图标
——链接到文献全文





全文数据库-图书
序号 数据库名称 语种 涉及学科 开通范围

1 Apabi电子图书 中文 医学
京内院所、校园网、京外

院所

2 超星数字图书馆 中文 医学 图书馆

3 Apabi年鉴库（镜像） 中文 综合 图书馆

4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电子图书

英文

医学 京内院所、校园网

5
Thieme E-Book Library 

(Thieme彩色图谱电子
图书)

英文

医学
京内院所、校园网、京外

院所

6 Wiley在线参考工具书
英文

医学
京内院所、校园网、京外

院所











文摘数据库

序号 数据库名称 收录内容文献类型 涉及学科
可获取内容时间

范围
开通范围

1 Global Health 期刊论文
公共卫生、
预防医学

1973年— 京内院所、
校园网

2 CINAHL 期刊论文、学位论文 护理学 1937年-
京内院所、
校园网、京
外院所

3 AMED（辅助医学与
替代医学数据库）

期刊论文 替代医学 1985年- 图书馆

4

Library/Information 
Sciences & 

Technology Abstracts 
with Full Text

期刊论文、图书、会议论文、
研究报告

图书馆学、
信息学

/
京内院所、
校园网、京
外院所

5 PsycINFO 期刊论文 心理学 1872年- 图书馆



文摘数据库

序号 数据库名称 收录内容文献类型 涉及学科
可获取内容时间

范围
开通范围

6 IPA（镜像） 期刊论文 药学 1970年- 图书馆

7 Embase 期刊论文
药学、生物

医学
1974年—

京内院所、
校园网、京
外院所

8 MEDLINE 期刊论文 医学 1947年— 京内院所、
校园网

9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
务系统（Sinomed） 期刊论文 医学 / 图书馆

10 BIOSIS Previews 期刊论文、会议论文、报告、
图书、专利

医学、生物
学、农业

1990年— 京内院所、
校园网



事实数据库

序号 数据库名称 语种 涉及学科
可获取内容时

间范围
开通范围

1 Cochrane Library 英文 循证医学 1997年- 校园网

2 MICROMEDEX 英文 循证医学、药学 / 校园网

3 Clinical e-guide 英文 循证医学 / 京内院所、校园
网

4 Best Practice 英文 循证医学 / 京内院所、校园
网

5 Pier(ACP医师信息和教
育资源) 英文 循证医学 / 京内院所、校园

网、京外院所



事实数据库

序号 数据库名称 语种 涉及学科
可获取内容
时间范围

开通范围

7 pharmaprojects 英文 药学 / 京内院所、校园网

8 Pharmaceutical 
Substances 英文 药学 / 京内院所、校园网、

京外院所

9
Cold Spring Harbor 

Protocols（冷泉港实验室
指南）

英文 实验室指南 / 京内院所、校园网、
京外院所

10 Springer Protocals 英文 实验室指南 / 校园网



事实数据库

序号 数据库名称 语种 涉及学科
可获取内容
时间范围

开通范围

11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英文

化学、电子电器、
工程技术

1994年- 图书馆

12

Dictionar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tabase（信息科学和

技术词典数据库）

英文 信息学 / 京内院所、校园
网、京外院所

13 Infobank 中文 经济学 / 图书馆

14 Soshoo 中文 经济学、社会科学 1949年- 图书馆



其他数据库

序号 数据库名称 数据库类型
收录内容文

献类型
涉及学科

可获取内
容时间范

围
开通范围

1 中国科学引文数
据库CSCD 引文数据库 期刊论文

自然科学各个
学科（含医学）

1989年- 图书馆

2 中国生物医学期
刊引文数据库

引文数据库 期刊论文 医学 1995年- 图书馆

3 NoteExpress 文献管理工具 其他 综合 / 京内院所、校园网、
京外院所



• 协和博硕士论文数据库

• 医学信息整合检索平台

•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Sinomed）

• Nature系列电子期刊（齐全）、Informa
Healthcare Journals、Pharmaprojects（国内唯
一订购）

特色资源



文献题录和原文的管理：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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