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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Email提示设置   ●2   更改个人注册信息   ●3   更改登录密

●1  检索提示：保存的检索式有了新的结果

●2  主题提示：关注的主题有新的文章发表

●3  期刊提示：关注的期刊出版了新的卷期

●1  调用历史

●2  保存历史

●1  保存已操作的检索式 ●2  保存为检索提示 ●3  添加到RSS Feed

 ◆ E-mail提示管理

 ◆ 检索订制

更多关于ScienceDirect的信息，请关注在线资源。

      ●  爱思唯尔ScienceDirect信息网站
     http://info.sciencedirect.com

      ●   Mendeley免费下载地址
     http://www.mendeley.com 

励德爱思唯尔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爱思唯尔科技部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
  东方广场W1座701 (100738)
电　话：+ 86 10 8520 8800
电　邮：cninfo@elsevier.com
网　址：china.elsevier.com

 ◆ ScienceDirect中最热门的25篇文章

新浪微博：励德爱思唯尔科技（昵称） weibo.com/elsevierst

● 在检索结果列表及HTML格式全文显示界面上都可以通过

Save to Mendeley 无缝导入Mendeley。

 ◆ 实现与Mendeley无缝整合

 ◆ Reaxys与Science Direct的集成整合

 ◆ 检索历史保存和调用 快速使用指南

● 如果文章中涉及的关键物质或反应在Reaxys中有记录会在 

HTML格式全文界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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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这里查看24个学科及所有学科总排名中下载量最高的

25篇文章

可以在检索界面调用和保存检索历史

个人账号注册和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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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研究领域最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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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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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Direct新界面的特色

　　　　　　　　　　及个性化服务

◆ 新界面变化：简洁　直观

●1   ScienceDirect覆盖内容提示

●2   按照学科浏览资源

●3   按照字母顺序浏览资源

●4   更优化开放获取内容的访问

●5   TOP 25

●6   最新文章列表

●7   ScienceDirect最新内容在社交媒体上的订阅



●1  无键导入Mendeley

●2  批量下载最多20篇全文

●3  下载PDF全文

●4  按照相关度或出版日期排序

●5  检索结果保存与检索提示

●          6  通过精炼检索框对您的检索结果进行筛选

●          7  查看图像检索结果

使用量最高的全学科全文数据库

科学、技术、医学文献一站获取

主要内容：

 1　 ScienceDirect 的内容及强大优势

 2  如何使用 ScienceDirect

  ●  查找期刊和图书      ●  基本检索  

  ●  查看结果                ●  精炼检索

 3  ScienceDirect 的特色及个性化服务

ScienceDirect（www.sciencedirect.com）是全球著名出

版公司爱思唯尔（www.elsevier.com）的产品，收录了爱思唯

尔出版的2,500多种科技、医学（STM）领域同行评审期刊，

超过全球核心期刊品种的25％，包括论文全文1,200余万篇，

最早可回溯至1823年。内容覆盖24个学科领域（括号内数字

代表所述学科领域的期刊数量）：

强大的优势

 ◆ 内容最全面：1,200多万篇文摘供您免费访问

 ◆ 强大的检索功能，操作简单；期刊与图书资源交叉链接

 ◆ 支持图片检索；可在线获取音频、视频等多媒体资源

 ◆ 多种期刊提供在线论文提交

 ◆ “Cited by”功能及时提供文章被引用信息

 ◆ 提示功能帮您及时追踪最新科研动态

●1  按“字顺”浏览期刊和图书列表

●2  按“学科”浏览期刊和图书列表

●3  您可以选择只浏览有全文获取权限的资源及开放获取资源

●4  您可以同时浏览图书和期刊，或只浏览其中一种

●5  您可以查看包括金色、绿色及混合在内的不同开放获取资源

如何查找感兴趣的期刊和图书 ?

点击期刊 / 图书名进入期刊 / 图书主页

 ◆ 高级检索

　　点击导航栏中的“Advanced”进入检索页面

 ◆ 查看文章的详细内容

点击文章标题进入HTML格式的全文

●1  无键导入Mendeley  ●2   导航栏  ●3   类似PDF文本的浏览

●4  文章及引用信息的浏览

●5  下载PDF文章　

 ◆ 点击导航栏“Journal/Book”浏览数据库中所有期刊和图

书，也包括那些您所在机构没有订购的内容。

●1  在线投稿  ●2   设置Article Feed  ●3   添加至常用期刊文件夹

●4  在编及开放获取文章 ●5   按卷期浏览●6  无缝导入Mendeley 

●7  批量下载选中的20篇全文

 ◆ 快速检索

Quick Search出现在ScienceDirect 的任何一个界面上方，方便

您随时对感兴趣的主题词进行检索。

　●  无限定条件的主题词检索 

　●  期刊/图书名检索 

       ●  作者姓名检索

      ●  卷/期/页查找

如何检索与研究课题相关的文章？

 ◆ 查看检索结果及精炼检索

 ◆ 检索语言和检索技巧

　●  利用“”可以进行专有词组检索，如“heart attack”

　●  利用*替代任意个字母，利用？替代一个字母如transplant*

      可以检索到transplant, transplanted, transplanting.......

　●  名词的单复数形式、英式美式拼写都不影响检索结果

●1  限定文献来源：所有资源 / 期刊 / 图书 / 参考工具书 / 图像

●2  限定检索字段：可以限定检索在所有字段，具体作者或关

      键词等字段检索

●3  限定文献类型（期刊图书或开放获取期刊） / 学科领域 / 

      出版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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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和生物学 (288)  

● 生物化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 (433)

● 商业、管理和会计学 (142) 

● 化学工程学 (139)

● 化学 (176) 

● 计算机科学 (195)

● 决策科学 (77) 

● 地球和行星学 (161)

● 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金融 (130) 

● 社会科学 (318) 

● 心理学 (174) 

● 艺术与人文科学 (58)

● 能源和动力 (98) 

● 工程和技术 (324)

● 环境科学 (189) 

● 免疫学和微生物学 (182)

● 材料科学 (217) 

● 数学 (126)

● 医学 (1395) 

● 神经科学 (189)

● 护理与卫生保健 (204) 

● 药理学/毒理学/制药学 (164)

● 物理学和天文学 (175) 

● 兽医学 (70)

●2

除了期刊，ScienceDirect还收录了爱思唯尔出版的10,000多种

图书，包括丛书、手册、参考工具书以及单行本电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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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结果列表，可直接点击PDF下载全文或者点击文章标题查

看HTML格式的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