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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 一般步骤VS快捷方式
• 如何获取中文全文
• 如何获取西文全文
• 全文传递（BALIS）
• 利用联合目录（NSTL）
• 其他：快速指南、如何获取封面及目录页



1.一般步骤VS快捷方式

• 一般步骤：
馆藏文献（纸本、电子）

馆际互借

• 快捷方式（仅限于馆藏电子全文）：
百度+PDF（网页地址必须为三大全文库）
CNKI：http://www.cnki.net/（外网）
万方：http://www.wanfangdata.com.cn/

（外网）

维普：http://www.cqvip.com/（外网）

http://www.cnki.net/
http://www.wanfangdata.com.cn/
http://www.cqvip.com/


馆藏文献
• 馆藏纸本（刊）——“馆藏图书检索”——索
书号——到相应阅览室查找需要的文献

• 馆藏电子（刊）——“查找电子期刊”（馆藏
全文数据库期刊整合后供统一检索的平台）—
—到相应数据库中查找需要的文献



馆藏文献

馆藏纸本（刊）
检索

馆藏电子（刊）
检索



馆藏纸本（刊）



请记住索书号——排架依据



馆藏电子（刊）





2.如何获取中文全文

• 直接用数据库：三大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
维普）

• 馆藏图书检索（馆藏纸本）
• 查找电子期刊（馆藏电子：三大全文数据库收录
期刊整合供统一检索的平台：推荐）

• 文献传递：BALIS（推荐）
• 联合目录——NSTL（侯选补充：协和文献）



CNKI 、万方、维普资源特色

• CNKI：期刊种类最多、更新频率高、可检索期
刊、会议、学位论文及工具书等文献，馆藏全部
期刊论文；会议、学位及工具书（医学专辑）

• 万方：买断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2006年以后的数
字版权，馆藏全部资源（馆藏包括期刊论文；会
议、学位论文等）

• 维普：作为补充资源，仅收录1989年以来的期刊
论文，无其他类型资源





CNKI 、万方、维普检索功能

• 检索功能基本相似
• 高级检索、基本检索、期刊导航等
• 具体见拓展资料



CNKI



万方



维普



快捷方式：来源网页须为三大全文库网址



3.如何获取西文全文：八大途径

• Pubmed中直接链接全文
• 馆藏期刊印刷版：馆藏目录
• 馆藏期刊电子版：查找电子期刊
• 用Google Scholar：直接输入论文题目
• 免费电子期刊OAJ
• 搜索期刊网站
• 从出版商官网获取免费全文
• 直接联系作者



（1）.直接链接到全文



利用Pubmed规范题录

• 当文献的题录信息不规范完整时，需要通过
Pubmed规范一下

• 无论Pubmed中是否能直接获取全文，都可以先
通过Pubmed进行规范

• 进行规范时，输入尽可能多的确定的信息，以便
唯一定位所需文献



（2）.馆藏目录



（3）.查找电子期刊



（4）.Google学术搜索



（5）.免费电子期刊——OAJ

• OAJ——Open Access Journals

• 优点：免费

• 缺点：某些刊物具有时滞性
核心刊物不全



开放获取文献OpenAccess
• OA文献：任何人都可以通过
公共网络免费获取该文献以阅
读、下载、复制、传递、打印
等。

• 不受经济、法律和技术方面的
限制

• 开放获取的文献并不影响其本
身的学术质量。很多开放获取
的文献都出自同行评议（
peer-review）的期刊。

Free Online Full-text Articles



国外著名OA文献平台及数据库
• DOAJ 

• HighWire

• BioMed Central



DOAJ

•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 http://www.doaj.org

•收录7617种期刊的788613篇文献全文

•数据日期：2012.4.10

http://www.doaj.org


| HighWire Press
主要提供生物学、医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方面的期刊文献
http://highwire.stanford.edu/lists/freeart.dtl

• As of 2/29/12, we are assisting in the online 
publication of 2,127,016 free full-text 
articles and 6,910,018 total articles. There are 
36 sites with free trial periods, and 51 
completely free sites. 273 sites have free back 
issues, and 1320 sites have pay per view! 

http://highwire.stanford.edu/lists/freeart.dtl


免费的形式有三种：Free trial period 、 Free 
site 、Free back issues
▫ Free back issues：可以开放获取过刊的全文，时间从3个月前到两年
前，各刊不一。即期刊出版后滞后若干时间才提供全文的开放获取
。如期刊后显示“all articles/after 12 months/ back to 1 Jan 1998”
，表示从1998年1月以来到12个月前的所有文章都开放获取。 after 
12 months也就是该期刊比正常的出版滞后12个月。

▫ Free trial period：可以在试用期内开放获取全文。因而在检索的时
候会遇到某些文献可以下载全文，过一段时间后又不能下载全文的
情况。如期刊后显示“until/8 Mar 2009 ”表示试用期到2009年3月
8日。

▫ Free site：可以获得该刊的所有全文。 由于具体的某一期刊开放获
取的模式和范围存在变动，而且在进行文章检索的时候通常检索的
是其全部文献，因而检索结果中部分文献全文可开放获取，并不是
全部，即使是这样，其可开放获取的文献也是惊人的多。



http://www.biomedcentral.com/browse/journals/

233种期刊

1，00 0，000 注册用户

数据日期：2012.4.10

http://www.biomedcentral.com/browse/journals/


Free Access to Science
• 收录68个社团和大学出版社的380种出版物的

100万篇文献，其中60万篇提供免费全文

• http://www.dcprinciples.org/signatories.htm

http://www.dcprinciples.org/signatories.htm


| PubMed Central

http://www.pubmedcentral.nih.gov

http://www.pubmedcentral.nih.gov


| Free Medical Journals

http://www.freemedicaljournals.com

除了英文的期刊外，还可以查询到一些小语种期刊，
如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等

可以按学科专题和字顺两种方式浏览免费的全文期
刊目录

3003种期刊 数据日期 2012.4.10

http://www.freemedicaljournals.com


• http://www.jstage.jst.go.jp/browse/

• Released 857 journals (416,037 articles), 
125 proceedings, 10 reports & 
42 JST reports by 2012/04/10 

http://www.jstage.jst.go.jp/browse/


国内OA文献平台
http://www.socolar.com/

http://www.socolar.com/


Socolar平台OA期刊收录标准
• 对于完全OA期刊，一律予以收录。
• 对于延时OA期刊，通常予以收录。
• 对于部分OA期刊，采用一刊一议原则。如果提供
免费服务的文章只局限于时事通讯报道等非学术
论文，这样的期刊不予以收录。如果每期保持为
用户提供数篇（一般在3篇或3篇以上）学术论文
的免费服务，这样的期刊通常予以收录。

• 对于需要注册访问的期刊，如果注册是免费的，
且注册后可以免费访问全部或部分文章的，这样
的期刊通常也予以收录。



(5).免费电子期刊——OAJ



(5).免费电子期刊：校外也能访问？





NSTL：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免费外文期刊）



(6).搜索期刊网站





(7).从出版商官方网站获取免费全文
• 文献：Di MC, Werner GS, Sianos G, et al. 2007.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the recanalisation of Chronic Total Occlusions 
(CTO): consensus document from the EuroCTO Club. 
EuroIntervention. 3(1): 30-43.





(8).直接联系作者



4.全文传递——BALIS



BALIS

• 简介;需要注册
• 服务：馆际互借（图书）+原文传递（全文）
• 图书馆BALIS服务联系方式 83911309  唐老师
• 注册后致电唐老师审批及充值(免费充值)
• 我们需要进的是 读者系统
• 下方有帮助文档：读者系统导航



6.利用联合目录
例如：图书馆主页上“查找数据库”——“联合目录”

在联合目录里查询到所需文献的收藏馆以后，直接通过
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与收藏有该文献图书馆
的馆际互借工作人员联系，通过馆际互借获得全文

NSTL



NSTL：协和图书馆为九个学科图书
馆中的医学成员馆



7.其他：快速指南



7.其他：如何获取封面及目录页

• CNKI期刊导航：封面及目录页浏览 可在线打印
封面及目录 中文三大库均可

• 目录 馆藏纸本：打印、复印、扫描均可

文献传递：BALIS、NST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