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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书馆资源概况

 东、西、南三座馆区，馆舍面积

41783 平米

 各种类型书库及阅览室15个，阅览自

习座位5060多个

 馆藏图书达到220万册，数字图书馆

镜像数字文献资源超过300TB

 提供2万种外文电子期刊和1.8万种中

文电子期刊、240万册中文电子图书

，45万册国外电子图书、57万份国

际学位论文

 引进及共享138个国内外高水平数据

库平台，全文文献年下载量990万篇

，利用率在国内高校中名列前茅



使用指南



读者培训



超星发现：一站式检索系统



获取全文

可视化检索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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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图书（纸本）



查找图书或期刊（电子）

电子图书 电子期刊



以读秀为例



以读秀为例



文献传递



二、物理类学科常用资源

全面综合、检索专业，
强大的分析功能

Web of Science

INSPEC

EI Compendex

Scopus

专业学协会
专业出版商……

事实型数据库，
专利数据库……

文摘

数据库

全文

数据库

特殊类型

数据库

可关注这些资源

APS/AIP/IOP

Elsevier/Springer

万方/CNKI

……

SpringerMaterials

DII

JCR

……

课题调研首选



全文数据库

APS[美国物理学会]

AIP[美国物理联合会]

IOP[英国物理学会]

OSA[美国光学会] 

ACS[美国化学会]

Elsevier ScienceDirect

SpringerLink

Wiley

Taylor & Francis

Nature (NPG)

万方数据

CNKI中国知网

维普

专业学协会 专业出版商 中文文献库



APS是世界上最具声望的物理学专业学会之一，出版10余种期刊。



全球最大的学术期刊商平台，2500+期刊，30,000+电子书。



SpringerMaterials

独特的高质量数值型数据库
内容包含多达250,000种材料和化学体系的3,000余种性质

多个著名数据资源，每季更新

Landolt-Börnstein New Series，涵盖内容：
粒子、核子与原子 半导性 多相系统
分子和自由基 超导体 先进材料
电子结构与传递 结晶学 先进技术
磁学 热力学 地球与天体物理学

Linus Pauling Files 无机固相数据库

无机固相的物理性质、相图、晶体学数据和衍射数据

DDBST 有机化合物热物理性质数据库

有机化合物及其二元混合物的热物理性质

MSI Database

二元/三元体系的相图及相关构成数据，其中，交互式相图约7,500个

Adsorption Database, ……



SpringerMaterials

快速检索

元素周期表检索 结构检索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DII）是检索全球专

利的最权威的数据库，收录了来自40多个专利机构授

权的1460多万项基本发明，3000多万条专利。



Web of Science 内容覆盖:
22,000+ 期刊, 4,000+万件专利, 16万个会议录 , 
60,000+本学术图书, 400万个化学结构
数据每周更新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引文索引

Dr. Garfield 1955年在 Science 发表论文

，提出将引文索引作为一种新的文献检索

与分类工具，将一篇文献作为检索字段从

而跟踪一个Idea的发展过程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只收录各学科高质量的学术期刊





基本检索知识

通
配
符

布
尔
逻
辑
算
符

精
确/

近
似
检
索



课题：量子通讯与量子信息

关键词：
“量子纠缠”“(多)光子纠缠”

检索式：
需要反复调整检索策略以达到满意的检索效果！



利用文献类型精炼结果：快速找到该领域的综述文献



利用“被引频次”排序，快速

锁定高影响力的文献





分析检索结果：

通过分析“作者”与“机构”，了解该领域高产出的研究人

员和科研机构，寻找潜在的学术深造/合作机会



分析检索结果：

通过分析“来源出版物”，了解该领域主流期刊，为

投稿提供参考



创建引文报告：

直观呈现该课题近些年的总体发展趋势和学术影响力情况



Inspec

Inspec是理工学科领域的权威数据库之一，内容覆盖物理、电

子与电气工程等众多学科，是全球各国查新和专利申请/审批的

必检数据库。



Inspec

收录来源

 期刊 约5000种

 会议论文（集） 约2500种

 书

 专利

Inspec收录内容及来源

读者可访问自1969年以来的1300万条文献记录，并以每周1万

条，每年70万条的速度增加。



附加值字段：

Inspec专家为文献标识的多种

索引字段，用于精确检索。



 受控索引：通过使用控制词（标准化的关键词），增强检索

相关性，滤除无关结果。

 化学索引：为检索无机化合物/分子式而设计的控制词索引

，可通过指定化学元素、化合物等细化检索。

 数值索引：为检索数字/数值的而设计的控制词索引，可根

据特定单位、特定数值细化检索。

控制词特点：

拼写标准化

e.g. Center (=centre)

标点符号标准化

e.g. online (=on line=on-line)

专业词汇标准化

e.g. Internet (=www=world wide web)

举例：检索4G



Inspec

例：检索铁基高温超导温度超过39K的研究

描述超导体的标准理论是BCS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存在所谓的“麦克米兰极限

”，即超导最高的转变温度为39K。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基于引用频次的期刊评价工具：

 评价指标——影响因子

 了解某一学科领域中高影响力的期刊

 了解具体期刊的IF、分区情况等





注意事项



四、其他资源及服务

科研达人必备工具推荐



ENDNOTE



 文献的分类管理，建立自己的文献库

 文献在线检索及全文查找



 写作时可轻松添加引文——
自动智能识别或调整引文序号、

瞬间更改引文格式（3300种）







arXiv:“开放式获取”的电子预印本文献库

 促进科研成果的交流与共享

 追踪本学科最新研究进展，避免研究工作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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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木虫: 学术资源、经验交流平台

 考研考博、留学出国、海外博后、招聘布告栏

 学术求助、科研资料分享

 论文投稿、期刊点评、基金申请



中国科大图书馆公共账号正式登

陆微信啦！

搜索ustclib或直接扫描下方二维

码，即可关注我们~

——馆藏信息查阅

——个人借阅信息

——校车时刻表

——查询快递信息

——查询天气



欢迎选修《电子信息检索》

课程编号：LB0520201/ LB0520202

学分：2

学时：40

目标：了解科研工作流程，掌握信息获取、分析、
整理和利用方法

信息获取与分析：十大信息源、检索技巧等

信息整理与加工：EndNote、Origin等

信息利用与创造：论文写作、期刊投稿等



感谢您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