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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大学生能力提出的“四会” 

learn to be  学会做人 

learn to do  学会做事 

learn to be with others 学会与人相处 

learn to how to learn  学会如何学习 

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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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学习文献检索？ 
文献资源日益庞大 

•非科技文献，每10年甚至7－8年翻一番 
•科技文献，尤其是尖端科学的文献增加速度更快，如原子能文献每  
2－3 年就翻一番，且倍增周期逐年缩短 
•据估计目前每年出版的各种类型的科技文献有1000多万篇 

出版速度加快 
    据国外报导，2006年全世界出版 

科技文献2000印张/秒 
4-5种新书/小时 
新增3种刊物/小时 

载体形式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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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检索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何从信息的海洋中获
取我需要的知识? 

我们被信息的海洋包围着, 但是却被知识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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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文献检索的目的(Purpose)是: 

    面对日益增长的文献资源，如何通过一种有效
的方法，以最少的时间与精力来获取自己所要的信
息。 

─ ─这就是文献检索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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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了文献检索有什么好处？ 

对于科技人员： 
  文献检索是科技人员必备的基本技能 
  文献检索是科学研究的先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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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源在科研工作中的时间比重： 

    据美国科学基金会统计，一个科研人员花费在查找和消化科技资料上

的时间需占全部科研时间的51%，计划思考占8%，实验研究占32%，书面总

结占9%。由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科研人员花费在科技出版物上的时间

为全部科研时间的60%。  
----美国科学基金会 

                               NSF(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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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科研人员的时间分配表 

查资料 

51% 

实验研究 

32% 
计划思考 
8% 

写报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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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了文献检索有什么好处？ 

对于一般大众 
  文献检索是知识更新的手段 

通过文献检索获取学术动态 
通过文献检索寻找未知问题的答案 

  文献检索是能力的培养 
提高自学的能力 
文献检索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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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学文献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出版类型复杂多种；  
 数量大、增长快 ； 
 内容分散、交叉、重复；  
 新陈代谢频繁、传播迅速；  
 文献发表时滞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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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学文献的类型 
（一）、按载体形式分类： 
印刷型、缩微型、声像型、机读型。 

（二）、按内容性质分类： 
1、一次文献 ：又称原始文献。 
2、二次文献 ：即检索工具。 
3、三次文献： 是根据二次文献提供的线索，选用大量一次文献的内容，
根据一定的需要和目的进行系统整理、概括论述、分析综合而编写成的文
献。 
4、零次文献：即非出版型文献。 

（三）、按出版形式分类： 
图书、期刊、特种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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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献检索的概念及原理 

（一）、文献检索和医学文献检索 
1、信息检索 
广义：是指将信息按一定方式组织和存储起来，并根据用户的需求找出
所需要的信息的过程。 
狭义：是指从信息存储系统中查找出特定信息的过程。 
                  文献检索：以文献为检索对象 
2、信息检索类型   数据检索：已特定的数据为检索对象 
                  事实检索：以特定的事项为检索对象 
    实际检索中常以文献检索概括 
3、医学文献检索  是以科学的方法，利用专门的工具，从大量的医学科
技文献中，迅速、准确并较完整地查找到所需文献的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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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检索原理 
 

文献检索的全过程包括：文献的存储和检索两个过程。 
1、存储过程：主要是对文献进行标引，形成文献特征的标识，为文献提
供有规可循的检索途径的过程。 
2、检索过程：就是根据用户的需求，确定提问概念（主题检索概念），
然后选用一定的检索语言，将此提问概念转换成检索语言特征标识，按
此到检索系统中去查得文献线索，最后对所查得的文献线索进行逐篇筛
选，阅读相关的电子版全文，或通过有关联合目录，查到收藏原文的单
位，即可有目的地去申请借阅和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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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索语言 

    检索语言：指在文献的存贮和检索过程中共同使
用的语言。有分类、主题、代码检索语言三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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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类检索语言     
    用分类号来表达各种概念，将文献按学科性质进行分类和系统排列。我
国常用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中科院系统的图书
馆仍沿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科图法》。 

2、主题检索语言 
    是用词语来表达各种概念，将各种要领完全按字顺排列。包括标题词、
单元词、叙词和关键词，统称主题法系统，主要有《汉语主题词表》《中医
药主题词表》、美国《医学主题词表》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MeSH》。 

3、代码检索语言   
    一般只就事物的某一特征，用某种代码系统表加以标引和排列。如美国
《化学文摘》的化学分子式索引，环系索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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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献检索的步骤及检索效果的评价 

 

1、分析研究课题并明确检索要求 
2、根据检索要求确定检索工具 
3、选择检索方法 
    常用法：顺查法、倒查法、抽查法、追溯法分段法、交替使用常用法与追
溯法、浏览法 

4、确定检索途径和检索标识 
（1）、文献外表特征的检索途径 
    ①文献名称途径   ②著者途径 
（2）、文献内容特征的检索途径 
    ①分类途径  ②主题途径  ③其他途径 

 5、通过文献线索来获取原始文献  
 

（一）、文献检索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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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索效果的评价 

1、查全率与查准率是衡量检索效果最重要且最常用的指标。 
  

（1）查全率是指系统在进行某一检索时，检索出的相关文献与系统文献库的相关
文献总量之比率； 
（2）查准率是指系统在进行某一检索时，检索出的相关文献量与检索出的文献总
量之比率。 
查准率(P) = a/(a+b)  *100% 
查全率(R)=  a/(a+c)  *100% 
 
 
 
 
    查全率与查准率之间存在着矛盾的互逆关系。在同一个系统中，查全率提高，
查准率就会降低；而查准率提高，查全率必然减低。 

相关文献 非相关文献 总计 
被检出文件 a(命中) b(误检) a+b 
未检出文件 c(漏检） d(正确拒绝） c+d 

总计 a+c b+d 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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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确运用逻辑组配运算A符：“与”（缩检）“或”（扩检）“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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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康达学院图书馆情况介绍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图书馆建于2000年5月，
与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是江苏省馆
藏文献资源较为丰富的民办本科图书馆之一。于
2013年9月搬迁至连云港康达学院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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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书馆建筑面积：约1.3万多平方米 

    本馆现有纸质资
源241293册。其中中
外文图书231796册、
合订本期刊9497册；
中外文报刊648种。 

    电子图书
316000册；831集基
础医学、管理学、
社会科学等学科的
学术视频资料。 

    收藏有《万方数据库》、
《维普期刊数据库》、《维普考
试题库》、《银符考试题库》、
《中科软股考试库》、《超星数
字图书馆》、以及与南医大图书
馆共建共享的中国数字图书馆、
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及电子图书
库等70多个数据库。 

(二）、馆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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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馆藏布局：图书馆现有图书借阅室2个、书刊阅览室2个， 
共有阅览座位 656座；还有内设200座电脑的电子阅览室1个，同时建
有系部资料室1个。 

（四）、馆藏体系：本馆中、英文专业文献基本涵盖了全院各学科专
业，已形成医学、护理学、药学、卫生事业管理学等多学科兼容、多
载体并存的馆藏体系。 

（五）、特色馆藏：本馆的特色收藏有清.文津阁的《四库全书.医书
集成》影印本；有季羡林主编的荟萃了中华古代文明精华，凝聚了五
千年华夏智慧与文化结晶的大型典籍《传世藏书》；莫言的作品全集；
完整的医学、药学年鉴；全套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以及各类参考工具书；
以及专家、学者捐赠的本人专著和珍藏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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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图书馆资源包括中外文图书、期刊资源，同时也
包括购买的中外文数据库资源和自建资源 

1、本馆数据库资源： 
（1）万方数据库（2）读秀学术搜索（3）维普期刊数据库（4）中科
VIPExam考试学习资源数据库（5）维普考试题库（6）银符考试题库（7）
超星学术视频（8）超星电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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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 

全文数据库 

学位论文 学术期刊 

中国学术会
议 

中外专利 

中国特种图
书 

中国法律法
规 

文摘数据库 

中外标准 外文文献 

中国科技成
果 

索引数据库 

OA论文 博文 

互动百科 

事实型数据
库 

中国企业机
构 

中国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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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 

知识服务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收录范围 硕士、博士、博士后及同等学历 

合作单位 国内570余家学位授予单位 

收录数量 文献总量近230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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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论文 

收录年限 1998年以来 

期刊种类 近7500种 

核心刊收录 2500余种 

收录条数 2100多万条 

年增加 每年200万条 

更新频率 每周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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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论文 

•1985年以来 收录年限 

•180万篇 论文数 

•  国家级、一级学会、一级协会 来源 

•中西合璧 特色 

• 20万篇 年增加 

•每月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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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 拿到 
管理、

使用 

  知识发现过程 

检索 
浏览 

直接下载 

原文链接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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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框式”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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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聚类 

文献类型聚类 

年份聚类 

来源刊聚类 

知识脉络分
析 

相关学者 

挑选最相关、最新、最
权威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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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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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电子全文 

左侧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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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炼得到电子
全文图书 

精炼得到电子
全文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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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馆藏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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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炼得到馆藏
纸本图书 

精炼得到馆藏
纸本图书 



40 



41 

    维普资讯《中文期刊服务平台7.0》是以中文期刊资源保障为基础，以数据

整理、信息挖掘、情报分析为路径，以数据对象化为核心，面向知识服务与应用

的一体化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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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总量 

12000余种 

其中现刊9321种 

核心
期刊 

1981种 

文献
总量 

4500余万
篇 

回溯
年限 

1989年 
部分回溯至1955年 

更新
周期 

中心网站每日更新 

版权
保护 

严格遵守《著作权
法》，与期刊社签
署收录协议，支付

版权使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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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分类 

医药卫生、农业科学、机械工程、自动化与计算机技术、化学工程、 
经济管理、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 

35个学科大类，457个学科小类 

检索
方式 

文献检索、期刊检索、主题检索、作者检索、机构检索、 
基金检索、学科检索、地区检索 

以及基于这8个维度的综合检索 

著录
标准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检索期刊条目著录规则》、 
 《文献主题标引规则》、《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GB/T 7714-2005) ， 

严格人工质检，著录错误率≤0.0003 

技术
标准 

采用百度、淘宝等大型企业共同采用的Hadoop架构体系 
高可靠性、高扩展性、高效性、高容错性，支持云服务架构 

同时支持 Openurl 国际标准协议，可为客户单位提供异构数据库的开放链接增值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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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输入检索词，通过检索词智能

提示及主题词扩展功能，反复修正

检索策略，从而获得最佳检索结果。 

默认检索 

A：检索词智能提示 

B：主题词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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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A：向导式检索 

B：检索式检索 

高级检索 



46 

    运用逻辑组配

关系，在多个检索

条件限定下进行检

索。 

向导式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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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检索框中直接输入字

段标识和逻辑运算符来发起

检索。 

检索式检索 

检索规则说明： 

AND代表“并且”；OR代表“或者”； 

NOT代表“不包含”。 

注意必须大写，运算符两边需空一格。 

 

检索式范例：  

（K=图书馆学 OR K=情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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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A：分面聚类 

B：多种排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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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聚类面板支持“收录对

象”、 “年份”、“学科类

别”、“主题设定”、 “作

者”、“发文机构”、“被引量”

的多类别层叠筛选，实现在任意

检索条件下对检索结果进行再次

组配，提高资源深度筛选效率。 

分面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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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检索结果的多种

排序方式。 

多种排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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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阅读、下载全文、 
文献传递、OA下载。 

四大全文保障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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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拟自测——收录十二大类1552个小类热门考试的历年全真试卷以及权威模拟预测试卷

超过13万套，供同学们进行考前模拟自测。测试结束之后，同学们不仅可以查看每道试题的

正确答案和知识点讲解，还可以看到详细的成绩统计分析，进而发现自己学习的薄弱环节。  

 

外语专辑：CET4、CET6、专业英语四级八级、公共英语（1-5级）、英语三级A/B… 

计算机专辑：国家计算机等级考试（1-4级）、软考、微软认证、思科认证… 

公务员专辑：国家公务员（申论/行测/面试）；地方公务员（申论/行测）… 

工程专辑：注册建造师、注册建筑师、工程造价师、工程监理… 

职业资格专辑：公共营养师、教师资格、报检员、单证员、秘书资格… 

专升本专辑：英语、数学、语文、计算机、政治、临床医学、护理学… 



54 

2、专项练习——同学们可以通过“专项练习”功能对自己比较薄弱的某类题型进行有针对性

的强化练习。选定某种类型考试的某类题型之后，系统将自动在海量题库中进行随机抽题。  

 

3、随机组卷——通过这个功能，同学们可以根据系统默认模板或自定义模板，在特定的题库

中随机抽取试题组合成模拟试卷进行自我测试。模拟试卷中的全部试题均为历年考试真题或

者相关科目教学专家最新编写的模拟试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很高的模拟练习价值。 

 

4、我的题库——用户在“模拟自测” “专项练习”或“随机组卷”功能下进行自测练习时，

可中途退出练习并将试卷保存到“我的题库”中，方便下次登录时重新做答。测试结束后，

用户也可将试卷或做错的试题保存到“我的题库”中，以便以后进行自我总结和强化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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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错题记录——错题记录为VIPExam数据库所独有的功能，同学们在系统中但凡答错的试

题，都将被自动记录到“错题记录”中，便于同学们日后进行分析总结和强化记忆。 

 

6、错题组卷——同学们可以定期将自己答错过的试题重新组成一套试卷，供自己自测练习，

以检验自己的学习效果。  

 

7、学习计划——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通过“学习计划”功能，同学们可以制定自己未来

一段时间内的学习计划，以提高学习效率。  

 

8、在线考试——通过在线考试功能，被授权的学生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参加教师组织的各种

随堂考试、正式考试或作业考试。考试结束后，VIPExam系统将对所有考生的客观题试卷部分

自动判分，并自动计算该次考试的平均分、及格率、参考人数、名次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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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数据库 

馆内访问：通过校图书馆网站—数字资源栏目，找到VIPExam数据库 

远程网址：可在校园网范围内直接访问站点  lib.vipex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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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与注册 

在第一次使用VIPExam时，最好先注册一个属于自己的账号，以便于同学们使用VIPExam中的个

性化学习功能， 如学习计划、我的题库、错题记录、错题组卷、成绩曲线等功能都是存储在

同学们的个人专属账号内的。 

非注册用户点击
此按键也可直接
“进入数据库” 

点击此按键打
开注册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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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与注册 

填写注册信息后，系统提示注册成功，此时会自动返回数据库首页，点击右上角的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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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导航区 

   试卷列表区 

试卷检索区 

      学 
      科 
      专 
      辑 
      导 
      航 
      区 

试卷信息概览区 

可选择试卷类型 

模拟自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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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考试大纲
等信息 

点击此按键 
打开试卷 

成绩排行榜，点击用户名可
以进入该用户个人主页 

模拟自测—试卷信息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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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 试题显示区 答题卡区 

模拟自测——答卷界面 

试卷打开后，同学们可以看到，试卷分为三个功能区域，分别是控制面板、试题显

示区、答题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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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自测——答卷与提交 

同学们点击“开始答题”按键后，即可进入答卷页面。 

控制面板区：结束可点击交卷、评分、成绩分析，系统将自动对此次答卷进行分析。 

答题卡区：浅蓝色为已答题目、红色为疑问题目、白色为未答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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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进入专
项练习 

日常学习——专项练习 

对于自己平日比较薄弱的题型，同学们可以利用专项练习这一功能，进行有计划、

有针对性的强化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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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学习——专项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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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学习——随机组卷 

同学们可以针对某一门考试科目，进行随机组卷，系统在现有题库中自动随机抽取

试题，组成一套试卷，供同学们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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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题库——错题记录 

      同学们在使用数据库答题过程中，只要点击交卷，系统在给出试卷答案后，

还会自动将答错的试题记录到用户账号。 

点击进入 

查看或删除某
道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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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题库——错题记录 

同学们可随时查看过往做错过的试题，以及该题的正确答案、用户误答。 



68 

2、与大校图书馆共建共享数据库资源 
 

（1）、中文数据库 
    中文数据库32个，其中电子图书13个，电子期刊10个，文摘索引数据
库1个，其它数据库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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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图书13个 

1 超星中文电子图书 

2 超星中文电子图书（本地镜像） 

3 方正Apabi工具书（本地镜像） 

4 方正Apabi电子书 

5 书生之家电子图书（本地镜像） 

6 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7 中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8 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 

9 中国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10 中国学术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11 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12 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本地镜像） 

13 书香中国数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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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期刊10个 

14 万方数字化期刊 

15 万方数字化期刊（本地镜像） 

16 中国期刊网A专辑（CNKI平台） 

17 中国期刊网E专辑（CNKI平台） 

18 中国期刊网F专辑（CNKI平台） 

19 中国期刊网G专辑（CNKI平台） 

20 中国期刊网H专辑（CNKI平台） 

21 中国期刊网J专辑（CNKI平台） 

22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   

23 博看期刊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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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索引数据库1个 

24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 

其它数据库8个 

25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26 NoteExpress文献检索与管理软件 

27 读秀中文学术搜索 

28 Metel多媒体教学资源数据库 

29 银符考试模拟库 

30 库克古典音频数据库 

31 库克有声读物数据库 

32 高教网考研互动精品课程 

2013年增加了2个中文数据库（蓝色）,加强了教学型数据库的购置 

2014年增加了4个中文数据库（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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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图书5个 

1 SpringerLink--施普林格电子书 

2 SpringerLink--施普林格电子参考书 

3 Karger电子书 

4 ProQuest欧美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5 Credo工具书大全（免费） 

电子期刊27个 

6 Academic Search Premier---学术期刊集成全文数据库+Business Source Premier 

---商业资源电子文献数据库 

7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美国化学学会电子期刊 

8 CELL PRESS电子期刊 

9 Elsevier ScienceDirect 

10 Wiley---Blackwell电子期刊 

11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LWW）医学电子期刊 

12 SpringerLink--施普林格电子期刊 

13 Nature Publishing Group电子期刊（CALIS镜像） 

14 Nature Publishing Group电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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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学术性期刊 

16 Science Online 

17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18 PNAS---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19 Annual Reviews电子期刊 

20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1 Karger Journals 

22 SPC合集 

23 AACR-美国癌症研究学会电子期刊 

24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电子期刊  

25 APS-美国生理学会电子期刊 

26 JCO-临床肿瘤杂志 

27 ISPG电子期刊数据库 

28 Emerald回溯期刊数据库（免费） 

29 剑桥回溯期刊（免费） 

30 CJO（剑桥电子期刊医学包 67种） 

31 Informa电子期刊 

32 美国医学会系列电子期刊（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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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索引数据库2个 

33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网络版Web of Science 

34 SCIE回溯（1999-） 

其它数据库4个 
35 Cochrane Library循证医学数据库 

36 Micromedex数据库 

37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学指标） 

38 Dialog 

39 ClinicalKey（原名为MD Consult+First Consult） 

40 JCR（期刊影响因子数据库） 

2013年增加了3个外文数据库（蓝色） 

2014年增加了2个外文数据库（红色） 



76 

（七）、新版康达学院图书馆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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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框和主要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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