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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如何找全?③

④

到哪儿找?

如何查找?

有哪些？

①

②



搜索引擎 or 专业数据库？

名称 优点 缺点

搜索引擎
①信息量大

②检索方便

③免费

①检索方式单一②检索结
果杂乱③不能收录全部互
联网资源④缺乏专业人士

③免费 维护⑤自身没有专业信息

专业数据库
①专业、权威②专业领域
内信息完整③更新及时④
专业人士维护⑤信息检索
方式符合专业人士需求

①收费

②信息仅限在专业领域内

出自吕文娟老师的Sinomed课件



常用数据库

参考数据库

Sinomed(原CBM)

CMCC

全文数据库

CNKI

万方

事实数据库

MD Consult

MICROMEDEX

其它…….

Medline

PUBMED

万方

维普

Springer

Elsevier

出自吕文娟老师的Sinomed课件



途径1：直接点

击常用资源栏
目下的各数据
库链接

途径2：点击

“更多”，进入
全部电子资源列
表





一 数据库简介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开发

• 收录年限: 1978至今

• 文献类型: 期刊、汇编、会议论文

(一)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CBM VS Sinomed

• 文献类型: 期刊、汇编、会议论文

• 期刊总数: 1800多

• 学科范围: 基础/临床医学、预防、药学、中医中药

• 更新频率: 每月更新



(二)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

• 解放军医学图书馆研制开发的

• 收录年限：1994年以来

• 期刊种类：1400多

• 文献类型：期刊

• 更新频率：半月更新



(三)中国知网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

• 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发起

•收录年限：1994年至今（部分刊物回溯至创刊）

•文献类型：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年鉴、•文献类型：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年鉴、
报纸、工具书（医药卫生科技专辑全文）；专利、
标准、科技成果等（题录）

•学科范围：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社科等

•更新频率：每日更新



文献类型

学校图书馆购买了其中的一部分:

•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AJD）总库，7900多种期刊，并
发用户170个

• 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医学专辑

•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CPCD）医学专辑•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CPCD）医学专辑

•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CCND）医学专辑

• 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CYBD）医学专辑

• 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CRFD）医学专辑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简 介： 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学术期刊全文

数据库。

资源特色： 核心期刊收录率96%；特色期刊（如农业、
中医药等）收录率100%；独家或唯一授权期刊共 2300 余
种，约占我国学术期刊总量的34%。种，约占我国学术期刊总量的34%。

收录年限： 自1915年至今出版的期刊，部分期刊回溯至
创刊。1994年至今7700余种。

更新频率：每日更新。



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文献来源： 全国 404家培养单位的博士学位论文和 621 
家硕士培养单位的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收录年限： 从1984年至今的博硕士学位论文。

更新频率：每日更新



(四)万方资源

•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万方集团开发

• 收录年限：1998年以来

（最早回溯至1973）

文献类型：

（最早回溯至1973）

• 期刊种类：6千余种（含

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和中

国医师协会系列期刊）

• 更新频率：每周两次



(五)维普资讯网

 重庆维普资讯公司开发

 收录年限：1989年至今

 文献类型：中外文期刊

 期刊种类： 3200种

 学科范围：自然、社科、工程、农业、医药、经济、教育、
图情

 更新频率：每周更新



(六)搜索引擎

• www.scholar.google.com

• http://wenku.baidu.com/

• www.gfsoso.com

• http://cn.bing.com/



(七)  网站

http://emuch.net/

http://www.dxy.cn/

http://emuch.net/

www.soudoc.com

www.docin.com



举 例

• 请检索有关高致病性禽流感的预防与控制方面的中文文献。



1. 明确概念涵义







(高致病性禽流感 or h5n1 or h7n7) and (预防 or 防控or 控制)



(高致病性禽流感 or h5n1 or h7n7) and (预防 or 防控or 控制)









(高致病性禽流感 or h5n1 or h7n7) and (预防 or 防控or 控制)











②

③

①

















(高致病性禽流感/fld=关键词 OR h5n1/fld=关键词 OR h7n7/fld=关键词) AND 
( 预防/fld=关键词 OR 防控/fld=关键词 OR 控制/fld=关键词)







KY=(( 高致病性禽流感 + h5n1 + h7n7) 
*( 预防+防控+控制) )





维普医药数据库高级检索

K=(( 高致病性禽流感 + h5n1 + h7n7) *( 预防+防控+控制 ))







所有文献导入文献
管理软件中,查重



文献去重处理后



练习题

• 请检索有关超级病菌的治疗方面的中文文
献。

























练习

1. 儿童糖尿病及胰岛素抵抗相关疾病

2. 终末期肝病的治疗2. 终末期肝病的治疗

提示:胰岛素抵抗相关疾病（T2DM、肥胖、
SGA）



儿童糖尿病及胰岛素抵抗相关疾病

1. （1型 OR I型） AND 糖尿病 OR 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
OR TIDM OR主题词==“糖尿病, 1型/全部副主题/全部树”
-限定:1994-2012;儿童,学龄前;儿童;青少年;人类

2. 肥胖伴高胰岛素血症 OR 主题词=="肥胖症/全部副主题/
全部树" AND 主题词=="高胰岛素血症/全部副主题/全部
树“树“

3. 小于胎龄儿 OR SGA OR 主题词=="婴儿, 小于胎龄/全部
副主题“

4. II型糖尿病 OR 2型糖尿病 OR主题词=="糖尿病, 2型/全
部副主题/全部树“

5. #1 AND (#2 OR #3 OR #4)



终末期肝病的治疗

• 提示:

• 终末期肝病是指各种原因（包括肝炎病毒、酒精、药物、
免疫、遗传代谢等）导致肝功能极度减退甚至衰竭的一种
病理状态。它是一种高发病率、高死亡率的疾病。目前,
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的唯一有效手段,但由于费用高,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的唯一有效手段,但由于费用高,
肝源少，移植后终身服用免疫抑制剂

• 终末期肝病主要是各种原因引起的肝硬化门脉高压症晚期



终末期肝病的治疗

1. 主题词==“肝硬化/全部副主题/全部树”
OR肝硬化

2. 主题词:高血压, 门静脉/全部树/全部副主
题词

3. 缺省[智能]:晚期

4. 终末期肝病

5. (#1 AND #2) AND #3 OR #4

6. 主题词:治疗/全部树/全部副主题词

7. 缺省[智能]:治疗

8. （＃６ OR ＃７） ＡＮＤ ＃５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