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 维普信息资源系统及其检索 
        
 
维普信息资源系统是由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研制开发的网络信息资源。维普资讯有

限公司是科学技术部西南信息中心下属的一家大型的专业化数据公司,自 1989年以来,一直
致力于报刊等信息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和推广应用,集数据采集、数据加工、光盘制作发行
和网上信息服务于一体；收录有中文报纸 1000种,中文期刊 12000种,外文期刊 4000种,拥
有固定客户 2000余家。目前，已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数据库建设者之一。 
 
4.3.1 维普信息资源系统数据库简介 

 
1.《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 
该数据库源于 1989年创建的《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经过了 13年的推广使用

和完善。其全文和题录文摘版一一对应，全面解决了文摘版收录量巨大但索取原文烦琐的

问题。全文版的推出成为国内各省市高校文献保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数据库包含

1989 年以来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医药卫生、经济、教育和图书情报等学科
8000 余种期刊刊载的 500 余万篇文献，并以每年 100 万篇的速度递增。每篇文献按照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进行分类，所有文献被分为 7个专辑：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
科学、医药卫生、经济管理、教育科学和图书情报。 

2.《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文摘版） 
该数据库源自《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是国内最大的综合性文献数据库，从一

九八九年开始建设，在一九九二年制作了世界上第一张中文光盘。数据库包含从 1989 年
以来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科学、医药卫生、经济管理、教育科学和图书情报等学

科 8000余种期刊的 500余万篇文献，并以每年 100万篇的速度递增。文摘版还是《中文
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的索引，能独立工作也可建立本地或远程全文下载连接。 

3.《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引文版） 
是由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在十几年的专业化数据库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开发的又一

新产品。该库可查询论著引用与被引情况、机构发文量、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部门开放实验

室发文量、科技期刊被引情况等，是进行科技文献检索、文献计量研究和科学活动定量分

析评价的有力工具。以《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文摘版）为依托，收录 1990 年以来公
开出版的科技类期刊 5000多种，其中包括《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的核心期刊 1500
余种。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引文版）引进了《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文摘版）的检
索系统，同时还针对此数据库的特点专门设计开发了多种功能。整个检索系统平台包括两

个检索界面：源文献检索界面、被引文献检索界面。两个检索界面的切换可通过检索系统

平台左角的切换按键来实现。    
4.《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文摘版） 



 

维普资讯有限公司联合国内数十家著名图书馆，以各自订购和收藏的外文期刊为依

托，于 1999 年成功开发出《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文摘版）。该库的推出满足了国内
科研人员对国外科技文献的检索需求，同时，还提供文献的全文服务，让用户轻轻松松获

得第一手的外文原始文献资源。该数据库收录了 1995年以来出版的外文期刊 6000多种，
文献语种以英语为主，数据量以每年超过 80万条的速度递增。   

5.《中国科技经济新闻数据库》 
该数据库是由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在 1992 年开发成功的又一大型科技类数据库，

它是国内第一家电子全文剪报。综合了传统文字传媒（报纸和期刊）新闻性强、信息量

大、信息面广的优点，同时弥补了传统传媒系统性和累计性差的不足，集系统性、新闻

性、实用性和情报检索的专业性于一体，从而使传媒的信息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中国科技经济新闻数据库》以其快捷、高效的专业检索系统，全面、准确的信息资

源，是课题查新、科研教学、企业决策和获取竞争信息的重要工具。它提供最新的行业动

态和科研动态以及发展历程，使用户能有效的掌握现在、展望未来。其信息来源于 1992
至今的 400 种重要报纸和 5000 多种科技期刊，包括工业、农业、医药、商业、经济等各
行业科科研动态、企业动态、发展趋势、政策法规等方面的信息资源。累积数据量达 100 
多万条，并以每年 15万条的速度递增。 

6. 中国企业及产品广告数据库 
该数据库报导国内市场上最新推出的新产品信息以及其生产、销售企业的基本信

息。现有产品信息８万余条，企业信息４万余条。每周增加 4000余条。 
 
4.3.2 维普信息资源系统检索  

 
一、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检索 
 
用户登录以后，在首页的左侧点击"数据库检索"下的"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进入检索

界面，如图 4-15所示。 
1. 选择检索途径   
打开检索界面，会看到左边的窗口，点击下拉菜单，里面有九种检索字段可供选

择。包括: 关键词、刊名、作者、第一作者、机构、题名、文摘、分类号、任意字段。其
中“任意字段”检索指在所有字段内检索。选定某一检索字段后，可在检索输入框输入检

索词，点击<检索>按钮后，即实现相应的检索。 字段名前的英文字母为检索途径代码，
在复合检索中将要用到。例如 K代表关键词、T代表题名等等。这些代码可直接加在检索
标识前进行相应的字段限定，如'K=线粒体'表示在关键词字段中检索“线粒体”。 

 



 

 

图 4-15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检索界面 
     

 
 
2.限定检索范围（导航树学科范围、年限、期刊范围及同义词库、同名作者库） 
界面左方的窗口是《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学科分类导航和刊名导航系统。学科分类

导航是树形结构的，参考《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进行分类。选中某学科类别后，任何检

索都局限于此类别以下的数据。例如：选择根目录下的“自然科学”一级类，展开后再选

“数理科学”二级类，那么检索范围就局限于“数理科学”类别的信息。直接点击最底层

类别就可以在概览区域中直接显示出该类别的记录。   
年限默认为 1989-当前年份，用户也可根据需要选择限定年份。   
期刊范围默认为全部期刊，可选择只检索核心期刊、重要期刊。   
同义词库功能只有在选择了关键词检索入口时才生效，默认为关闭，选中既打开 。 
同义词库的使用方法是：    
1) 进入《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检索界面，在其左上角，有“同义词”选择框， 

在框内打勾；   
2) 在“检索入口”选项内，选“关键词”；   
3) 在检索框内输入您的关键词；   
4) 如果同义词表中，有该关键词的同义词，系统就会显示出来，让用户决定是否也

用这些同义词检索。例：输入关键词“土豆”检索时，会提示“马铃薯、洋芋”等是否同

时选中作为检索条件，从而可提高检索的查全率。 同名作者库功能与上类似，默认关
闭，选中既打开；只有在选择了作者、第一作者检索入口时才生效。输入作者姓名检索时



 

系统会提示同名作者的单位列表，选择想要的单位，点击<确定>即可检出该单位的该姓
名作者的文章。 
检索范围的限定功能（年限、期刊范围、所输入的检索式）在进行导航树学科范围浏

览时始终生效，所以在概览区显示的文章篇数并不一定是该学科的文章记录总数。 
3. 检索式和复合检索 
简单检索请直接输入检索词。   
复合检索有两种方式：      
1) 利用“二次检索”   
在第一次结果的基础上再次检索。例如先选用“关键词”检索途径并输入 '电脑 '一

词，输出结果；再选择“刊名”途径，输入“南京大学学报”，在“与、或、非”的可选

项中选择“与”，点击<二次检索>，然后输出的结果就是刊名为“南京大学学报”，含
关键词“电脑”的文献。二次检索可以多次应用，以实现复杂检索。      

2) 直接输入复合检索式   
例如输入“K=电脑*J=南京大学学报”，和以上输出结果一样。检索词前面的英文字

母是各字段的代码，可在检索选择框中查看。本数据库检索符号的对应关系为“ *”=
与、“+”=或、“-”=非。在选用“任意字段”途径时可按布尔运算的规则写复合检索
式，例：输入检索式为“(CAD+CAM)*服装”，检出结果等同用“CAD”检后，输入
“CAM”并选“或” 选项进行二次检索，再输入“服装”并选“与”选项二次检索共三
步的操作。  

4. 刊名浏览功能(仅对包题录库和包全文库用户开放)  
在检索结果显示（细览区）处，点击“【刊 名】”中表示期刊名称的链接，可以

看到这种期刊在本数据库中的收录年限，点击其中一个选项（例如：2001），那么就可以
查看到这种期刊在本年度中的所有期（例如：2001 年总共有 12 期），然后点击其中任意
一期就可以看到这一期的主要文章信息了。 

5. 模糊和精确检索功能  
在“检索式”输入框的右侧提供了“模糊”和“精确”检索方式的可选项，以便您

进行更准确的检索。该功能在选定“关键词”、“刊名”、“作者”和“第一作者”和

“分类号”这五个字段进行检索时，该功能才生效。系统默认 “模糊”检索，用户可选
“精确”。例如，检索字段选择“关键词”，然后输入“基因”一词，在“模糊”（默

认）检索方式下，将查到关键词字段含有“基因结构”、“基因表达”、“癌基因”、

“人类基因组计划”、“线粒体基因”等词的相关文献；而在“精确”检索方式下，就只

能查到含“基因”一词的相关文献。 
      

二、中文科技期刊引文数据库检索 
 
本数据库可以实现两种功能的检索，在图 4-16 状态下实现源文献的检索，即检索本

数据库所收录的文献及其引用他人文献的情况；点击图 4-16 左上角“切换到被引文献入



 

口”按钮，转换到图 4-17 状态下实现被引文献的检索，即检索该文献被别人引用的情
况。 
（一）源文献的检索 
1. 选择检索入口 
进入图 4-16 所示的检索界面，点击检索入口右边的下拉菜单，里面有八种检索字段

可供选择，包括: 关键词、刊名、作者、第一作者、机构、题名、文摘、分类号。选定某
一检索字段后，可在检索式输入框输入检索词，点击<检索>按钮后，即实现相应的检
索。 字段名前的英文字母为检索途径代码，在复合检索中将要用到。例如 K 代表关键
词、T 代表题名等等。这些代码可直接加在检索标识前进行相应的字段限定，如“K=线
粒体”表示在关键词字段中检索“线粒体”。 

2. 限定检索范围（导航树学科范围、年限、期刊范围）  
图 4-16 中左方所示的窗口是《中文科技期刊引文数据库》学科分类导航和刊名导航

系统。学科分类导航是树形结构的，参考《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进行分类。选中某学科

类别后，任何检索都局限于此类别以下的数据。例如选择根目录下的“自然科学”一级

类，展开后再选“数理科学”二级类，那么检索范围就局限于“数理科学”类别的信息。

直接点击最底层类别就可以在概览区域中直接显示出该类别的记录。    
年限默认为 1999-2001。    
期刊范围默认为全部期刊，可选择重要期刊或核心期刊。    
检索范围的限定功能（年限、期刊范围、所输入的检索式）在进行导航树学科范围

浏览时始终生效，所以在概览区显示的文章篇数并不一定是该学科的文章记录总数。 
 

 
 

 

 

 

 

 

 
 

图 4-16检索文献《Halin图的均匀染色》引用了文献《Halin力的列表染色》 



 

 
 

  

  

  

   

 

 

 

 

 

 

 
 

 

图 4-17 检索文献《Halin力的列表染色》被文献《Halin图的均匀染色》引用 

 
3. 检索式和复合检索   
简单检索请直接输入检索词。    
复合检索有两种方式：    
1）利用“二次检索”   
在第一次结果的基础上再次检索。例如先选用“关键词”检索途径并输入“汽车” 

一词，点击<检索>；再选择“刊名”途径，输入“机械与电子”，在“与、或、非”的
可选项中选择“与”，点击<二次检索>，然后输出的结果就是刊名为“机械与电子”，
含关键词“汽车”的文献。二次检索可以多次应用，以实现复杂检索。    

2）直接输入复合检索式   
例如输入“K=汽车*J=机械与电子”，和以上输出结果一样。检索词前面的英文字母 

是各入口途径的代码。本数据库检索符号的对应关系为“*”=与、“+”=或、“-”=
非，可按布尔运算的规则写复合检索式，例：输入检索式为“K=（汽车+GPS）*J=机械
与电子”，检出结果等同于在检索入口中选择关键词，在检索式中输入“汽车”检后，输

入“GPS”并选“或” 选项进行二次检索，再在检索入口中选择刊名，在检索式中输入
“机械与电子”并选“与”选项二次检索共三步的操作。 

4. 索引  
点击检索界面的〈索引〉，可以实现按“关键词”、“刊名”、“作者”、“第一

作者”、“分类号”检索的统计功能。 
（二）被引文献的检索 
1. 选择检索入口   



 

进入图 4-16 所示的检索界面，点击检索入口右边的的下拉菜单，里面有三种字段可
供选择，包括“题名”、“刊名”、“作者”，用户可按选择的字段检索被引文献。 

2. 检索式和复合检索 
与“源文献的检索”方法类似。 
3. 索引 
与“源文献的检索”类似，可以实现按 “刊名”、“作者”检索的统计功能。 

 
三、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检索  

   
《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检索与《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方法类似，在首页的数

据库检索栏选择“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进入检索界面。 
1. 选择检索途径  
打开检索界面，会看到左边的窗口，点击下拉菜单，里面有七种检索字段可供选

择。包括: 作者、题名、文摘、刊名、刊号、ISSN号、任意字段。其中“任意字段”检索
指在所有字段内检索。选定某一检索字段后，可在检索输入框输入检索词，点击<检索>
按钮后，即实现相应的检索。 字段名前的英文字母为检索途径代码，在复合检索中将要
用到。例如 J 代表刊名、T 代表题名等等。这些代码可直接加在检索标识前进行相应的字
段限定，如“T= incinerator”表示在题名字段中检索焚烧炉。  

2. 限定检索范围（导航树学科范围、年限）   
界面左方的窗口是《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学科分类导航。学科分类导航是树形结

构的，参考《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进行分类。选中某学科类别后，任何检索都局限于此

类别以下的数据。右图是学科分类导航的图例。图中选择根目录下的“自然科学”一级

类，展开后再选“数学”二级类，那么检索范围就局限于“数学”类别的信息。直接点击

最底层类别就可以在概览区域中直接显示出该类别的记录。    
年限默认为 1995-2001也可以逐年限定。 
3. 检索式和复合检索 
简单检索请直接输入检索词。 
复合检索有两种方式：      
1）利用“二次检索”   
在第一次结果的基础上再次检索。例如先选用“题名”检索途径并输入

“incinerator”一词，输出结果；再选择“刊名”途径，输入“waste management’，在
“与、或、非”的可选项中选“与”，点击<二次检索>，然后输出的结果就是刊名为
waste  management，题名中出现 incinerator 的文献。二次检索可以多次应用，以实现复杂
检索。    

2）直接输入复合检索式    
例如输入“T=（incinerators+incineration）*J=waste management”，和以上输出结果

一样。检索词前面的英文字母是各字段的代码，可在检索选择框中查看。本数据库检索符

号的对应关系为“*”=与、“+”=或、但逻辑非不能用“-”，因为它易与英文的连字符混



 

淆，可以采用二次检索来实现逻辑非的功能。在选用“任意字段”途径时可按布尔运算的

规则写复合检索式，例：输入检索式为“（CAD+CAM）* machine”，检出结果等同于
用“CAD”检后，输入“CAM ”并选“或” 选项进行二次检索，再输入“machine ”并
选“与”选项再进行二次检索共三步的操作。 

输入英文单词同义词要尽量输全（如垃圾常见的单词有 waste、rubbish、rust、garba- 
ge、refuse 等，它们在检索式中用逻辑或“+”连接），输入不全易漏检；同一单词的各种
形式也要尽量输全（如 incinerate,它的其它形式 incinerates，incinerator，incinerators，inci- 
neration，incinerating，incinerated等，也要在检索式中用逻辑或“+”连接）以免信息漏检。 
 
4.3.3 维普浏览器 
 

一、下载 
在使用维普系列数据库时，为了保证题录文摘的正常下载和正确阅读、打印《中文

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全文，每个用户端都需要下载并安装“维普浏览器”。在网站首页左

侧中部放置了四个版本的“维普浏览器”以供下载，其中 OCR 版较简化版的区别在于：
提供了图片文件识别成文本文件的功能，并提供了 PDF格式的转化功能。   

方法有二：   
1.当前位置运行该程序：程序将自动下载、运行安装，结束后浏览器便装在本机系统

里并在桌面上生成一个“维普浏览器”图标。但是，如果用户更新或重装计算机操作系

统，相应地也需要重新下载"维普浏览器"，因为浏览器在系统更新或重装时可能会丢失。
所以建议用户采取第二种方法下载。    

2.将该程序保存到磁盘：选择保存位置以后，浏览器将被下载并保存到磁盘，用户不
仅可在本机上安装也可以拷贝到其它计算机进行安装。这样的备份是有好处的。 

二、安装  
浏览器下载以后，还需要安装。用户如果是第一次安装，只需双击下载的浏览器图

标，按默认设置点击“下一步”执行直至“完成”即可；如果你的机器以前安装过“维普

浏览器”，在安装新版本时，会出现三个选项：“modify”、“repair”、“remove”，
此时选择“remove”，按提示操作顺序执行即可。安装完成后桌面会重新出现“维普浏览
器”图标。安装好“维普浏览器”的计算机就可以阅读和打印所获取的题录文摘和中刊全

文了。 
三、功能   
维普浏览器具有以下特殊功能：   
1. 设置“题录下载”的输出选项：所下载的题录文摘通过“维普浏览器”打开后，

选择“工具”下拉菜单中的“输出选项设置”，就能根据需要设置所下载题录的输出项；    
2. 全文页面的反向显示功能：由于扫描处理问题，你有时会遇到黑底白字的页面，

选择“工具”菜单中的“黑白反向”，可将它转成白底黑字以供清楚识别。   



 

3. OCR 图文转换功能（此功能只能在 OCR 版中可以实现，简化版不具有该功

能）：在"工具"菜单中有"选择 OCR区域"和"识别选定区域"，对应的快捷图标分别是" 

"、" "。先点"  "，再去框定你要转换的文字，然后点" "，就会出现转换成文本格

式的提示框。其中可直接修改错误，并可复制、粘贴到其它字处理软件，如Word中去。 
4.全文另存为 PDF格式功能（此功能只能在 OCR版中可以实现，简化版不具有该功

能）：通过"维普浏览器"打开的中刊全文可以另存为 PDF 文件，便于用户更方便地使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