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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Direct最新界面介绍及使用（化学） 

与Elsevier期刊投稿常识（上） 

 



 

内容 

• Elsevier出版社及ScienceDirect简介 

• ScienceDirect的使用 

• Elsevier期刊投稿常识（5.22） 

• EES投稿系统的使用（5.22） 

• 资源与信息 



Electronic products 

数据库产品 

Books 

图书 

Journals 

期刊 

Solutions 

信息解决方案 

1580年于荷兰创立，Reed Elsevier集团中的科
学、技术部门，全球最大的科技文献出版商。 

 

接近3000种期刊，质量和影响在各学科领域名
列前茅，全球1/4的科学、技术和医学(STM)论
文，近20,000种图书。 

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社 



爱思唯尔的产品 



 Elsevier公司的旗舰产品 

 全学科的全文数据库 

 得到130多个国家1100万科研人员的认可 

 中国用量最高的外文全文数据库之一 

 全面集成期刊（含回溯文档）和图书（单行
本/丛书/手册/参考工具书） 

接近3000

种期刊 

接近20000

种电子图书 

覆盖24个
学科领域 

超过1000

万篇全文 

在编文章 

Articles in Press 
最早回溯
至1823年 

ScienceDirect简介 



• 物理科学与工程(1087,8647) 

化学工程学(139,755) 

化学(176,1674) 

计算机科学(195,1360) 

地球和行星学(161,493) 

能源(98,425) 

工程(324,3027) 

材料科学(217,1079) 

数学(126,304) 

物理学和天文学(175,1399) 

• 生命科学(1019,4827) 

农业和生物学(288,1958) 

生物化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443,1929) 

环境科学(189,645) 

免疫学和微生物学(182,230) 

神经科学(189,488) 

• 健康科学(1588,2868) 

医科和牙科(1395,2127) 

护理与卫生保健(204,516) 

药理学/毒理学/制药科学(164,439) 

兽医学和兽医用药(70,246) 

• 社会科学及人文(636,3350) 

艺术与人文(58,612) 

商业/管理/会计学(142,969) 

决策科学(77,39) 

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金融(130,254) 

心理学(174,673) 

社会科学(318,1022) 

 

 
数据截至2013.12.19，括号中前者为期刊数目
(共3328种)，后者为书籍(单行本、丛书、手册，
参考书)数量(共17885本)。 

ScienceDirect期刊及书籍覆盖的领域及数量 
 



• 化学 

– 分析化学 

– 化学（综合） 

– 电化学 

– 无机化学 

– 有机化学 

– 物理和理论化学 

– 光谱学 

• 化学工程 

– 生物工程 

– 催化 

– 化学工程（综合） 

– 化学品健康与安全 

– 胶体与表面化学 

– 过滤与分离 

– 流体运动和传递过程 

– 工艺化学和技术 

ScienceDirect化学的学科分类 
 



ScienceDirect的使用 



快速搜索及高级搜索 

按学科分类浏览 

按字母顺
序浏览 

开放获取 

最新发表
的论文 

下载次数最
多的论文 

资源与信息 探索Elsevier 关注更新 





注册和登陆 

追踪研究领域最新进展 

 期刊(Journal) 

 丛书(Book series) 

 主题(subject) 

 检索(search) 

记录个人操作信息 

 检索条件 

 检索历史 



浏览期刊和书籍 



期刊主页 

期刊订阅 

Articles 

In Progress 

Articles in Press 



文章预览 



结果处理 



结果处理 



书籍页面 



全文页面 



全文页面操作 



检索 

快速检索 

快速图片检索 

高级检索 专家检索 



快速检索 

二次
搜索 

条件
精简 



图片检索 



快速检索某一特定文献 

I. Diez-Perez, C. Vericat, P. Gorostiza, F. Sanz, 

ELECTROCHEM COMMUN 8 (2006) 627. 

方式2：输入期刊名、卷（期）、页码 

方式1：输入文献全名 



高级检索 

选择
领域 

检索
字段 

资源
类型 

检索词 

出版
时间 

所有资源 

期刊 

书籍 

参考书 

图片/视频 



高级检索 
 



检索历史保存和调用 



专家检索 

使用布尔语法、邻近运算符和通配符建立搜索 

优先考虑搜索字段 

同时搜索多个领域 

Tips: 使用文档类型、时间及主题精简搜索 



常用检索字段 
字段名（Field_name） 

字段全称 简写编码 

所有字段 all all 

题名/摘要/关键词 title-abs-key tak 

标题 title ttl 

摘要 abstract abs 

关键词 keywords key 

作者 authors aut 

特定作者 specific-author aus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ref 

期刊/图书名 srctitle src 

作者机构 affiliation aff 

专家检索 

专家检索模式： Field_name(search_term) 



布尔连
接符 

AND 默认算符，要求多个检索词同时出现在文章中 

OR 检索词中的任意一个或多个出现在文章中 

AND 

NOT 
后面所跟的词不出现在文章中 

通配符 

* 
取代单词中的任意个（0,1,2…）字母 

如transplant* 可以检索到transplant, transplanted, 

transplanting… 

? 
取代单词中的1个字母 

如wom?n 可以检索到woman, women 

邻近运
算符 

W/n 

PRE/n 
两词相隔不超过n个词，词序不定   quick w/3 response  

两词相隔不超过n个词，词序一定   quick pre/2 response 

短语 

检索 

“” 
宽松短语检索，标点符号、连字符、停用字等会被自动忽略 

“heart-attack” 

{ } 精确短语检索，所有符号都将被作为检索词进行严格匹配 {c++} 

检索语言 



拼写方式 

当英式与美式拼写方式不同时，可使用任何一种形式检索 

例：behaviour 与behavior; psychoanalyse 与psychoanalyze 

单词复数 

使用名词单数形式可同时检索出复数形式 

例：horse -horses, woman –women 

希腊字母 

支持α, β, γ, Ω检索（或英文拼写方式） 

法语、德语 

重音、变音符号，如é,è,ä 均可以检索 

大小写 

英文字母不区分 

上下标 

 To search H2O，enter H2O 

检索语言 



专家检索实例 



某搜索或某特定领域最新发表的文章，某期刊或丛书最新出版的期或卷 

设置提醒(Alert)或同步追踪 (RSS Feed) 



检索提醒 

主题提醒 

期刊/丛书提醒 

管理个人提醒(My alerts) 



http://top25.sciencedirect.com/ 

Top 25 热门文章 



支持与帮助 



http://trainingdesk.elsevier.com/products/ScienceDirect 

TrainingDesk 

http://trainingdesk.elsevier.com/products/ScienceDirect
http://trainingdesk.elsevier.com/products/ScienceDirect


  更多信息请参考爱思唯尔中国网站 
 

 

   china.elsevier.com  

         http://www.info.sciverse.com/sciencedirect/  

 



china.elsevier.com 

010-85208800 

cninfo@elsevier.com 

Thanks! 

欢迎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励德爱思唯尔科技 

Weibo.com/elsevierst 

mailto:cninfo@elsevi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