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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科集团(Wolters Kluwer)概览 

• 1836年起源于荷兰 

• 全球领先的专业信息服务和出版公司  

• 业务板块：财税与会计、法律与法规、
金融与合规服务、医疗卫生及医药解决
方案 

• 在欧洲、北美、亚太和拉美地区的35个
国家和地区运营；产品销往140多个国家
和地区 

• 全球19,300名员工；总部位于荷兰莱茵
河畔阿尔芬 

• 阿姆斯特丹泛欧证券交易所上市（WKL），
也属于荷兰 AEX 指数和欧洲100指数成
份股 

• 更多信息请浏览 
www.wolterskluw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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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olterskluw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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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录文摘型数据库，由US 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出版； 

• 最早回溯至1970年； 

• 涵盖了与农业相关的380万个期刊文章、专题文章、专论、
专利、软件、视听材料和技术报告的引文； 

• 包含农业和相关科学的所有方面，如: 动物和牲畜科学、
昆虫学、植物科学、林学、水产养殖和渔业、耕作和耕
种系统、农业经济学以及土地和环境科学。每年该库新
增约11万个新纪录。 

AGRIC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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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录文摘数据库，由AGRIS协调中心和联合国食品和农业
组织（FAO）创建和出版； 

• 提供世界范围内农业科学和技术专著的内容，涵盖超过
135个国家的信息； 

• 涵盖农业诸多方面，如：林业、家畜管理、水生科学和
渔业，以及人类营养学，等； 

• 数据库包含独特的原始资料，如未出版的科学和技术报
告、专论、学会论文、政府出版物以及更多出处； 

• 每年该库新增约13万个新纪录， 并配有英文、法文和西
班牙文的关键词汇； 

• 数据信息1975年至今。 

 

AG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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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国际农业和生物科学中心编辑的，英文全称是Centre 

Agriculture Bioscience International (CABI)，该中心前
身为英联邦国际农业局，是一个非盈利的国际农业学组
织； 

• 世界最大的农学数据库，包含600多万条记录； 

• 主题包括：农学、林业、园艺、畜牧、兽医、经济、植
物保护、生物技术、遗传及育种、除草剂、灌溉、微生
物、营养、寄生虫、环境保护、农村发展等等，同时还
有旅游、休养及野生动物； 

• 数据库信息为1910年至今； 

• CAB Abstracts同时包括4万多篇全文信息。 

 

CAB Abs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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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TA 

• 食品科学与技术文摘数据库，由国际食品资讯服务中心
（IFIS）出版，收录超过4600种期刊的信息； 

• 涵盖全世界的食品科学、食品技术以及与食品相关的人类
营养学文献； 

• 帮助食品行业工作者跟踪食品领域里的最新研究和进展；
发展新的理念和产品，形成研究计划、规划出口市场、生
产系统最优化以及利润保护； 

• 最早回溯至1969年； 

• 除科技期刊，还包括、专利、图书、会议论文、报告、学
位论文、标准和法规等； 

• 提供100多万条数据记录，数据库内容每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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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IS Previews 简介 

• BIOSIS Previews数据库涵盖近5500种生命科学期刊和非
期刊文献如学术会议、研讨会、评论文章、美国专利、
书籍、书籍章节和软件评论的超过1,800万条（1926年-）
的纪录。 

• 每年大约增加56万条记录。内容偏重于基础和理论。 每
周更新。 

• 该数据库对应的出版物是 

《生物学文摘》(Biological Aabstract，1969至今 

《生物学文摘 – 综述、报告、会议》（Biological 
Abstracts/RRM，1980至今）和 

《生物研究索引》（BioResearch Index，1969年至1979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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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IS Previews 简介 

• BIOSIS Previews数据库涵盖所有生命科学领域 

• 包括（但不局限这些学科）：空间生物学、农学、解剖
学、细菌学、行为科学、生物化学、生物工程学、生物
物理学、生物技术、植物学、细胞生物学、临床医学、
环境工程学、生物物理学、生物技术、植物学、细胞生
物学、临床医学、环境生物学、实验医学、遗传学、免
疫学、微生物学、营养学、职业健康、寄生虫学、病理
学、药理学、生理学、公共健康、放射生物学、系统生
物学、毒理学、兽医学、病毒学、动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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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方式 

http://ovidsp.ovid.com/autologin.cgi 

http://ovidsp.ovid.com/autologin.html
http://ovidsp.ovid.com/autolog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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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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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个或多个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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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查看数据库详细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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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id 的检索页面，将多种检索模式、限制条件、

检索历史，以及结果管理工具整合在一个界面 

点击“变更”，
更改所选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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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idSP 平台提供多种检索模式 

• 基本检索用于查找某个科研课题或问题 

• 利用高级检索进行互动式的主题检索 

• 多字段检索组合字段检索和主题检索，生成复杂的检索
策略 

• 常用字段检索通过常用引文字段定位某个或几篇文献 

• 检索工具用于浏览主题词的书型结构 

• 浏览或检索单个、多个或所有字段，则运用字段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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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检索 基本检索是自然语言检索，输入一个完整的检索
问题或话题，找到最近几年发表的相关文献。 

Vegetable and plant 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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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检索：关键词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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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代1个字符 

$ or * --替代0-n个字符 

？ --替代0或1个字符 

关键词检索，运用截词符 



19 

组合检索 

 AND – 包含两个或多个主题 

 OR – 包含其中一个主题 

 NOT – 去掉一个主题 (1 not 2, rice not oryza)  

 ADJ# - 检索词之间相距一定数目的单词 – (rice adj6 st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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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数据库同时检索，记录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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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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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 



23 

限制条件 Lim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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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I全文精选 

• 与 CAB Abstracts一体 

• 难以获取的资料，很多来源于发展中国家 

• 只能通过CAB Abstracts 获取 – 使这些重要的但又难以获取的全文
资料实现永久保存和可检索性 

• 50% 是期刊论文, 50% 是会议论文 

CAB综述（CAB Reviews）: CAB综述CABI独家出版的农业、兽医科学
、营养和自然领域的综述； 

植物疾病分布图（Distribution Maps of Plant Diseases）： 最早回溯
至1942年； 

植物害虫分布图（Distribution Maps of Plant Diseases）：最早回溯
至1951年； 

真菌、细菌的描述（Descriptions of Fungi and Bacteria）：最早回
溯至1964年，1800多种病原体的描述‘ 

存档综述（Reviews Archive）：CABI在1973至2003年出版的超过
3000篇综述。 

 

http://www.ovid.com/site/catalog/Journal/3294.jsp?top=2&mid=3&bottom=7&subsection=12
http://www.ovid.com/site/catalog/Journal/3294.jsp?top=2&mid=3&bottom=7&subsection=12
http://www.ovid.com/site/catalog/Journal/3294.jsp?top=2&mid=3&bottom=7&subsection=12
http://www.ovid.com/site/catalog/Journal/3295.jsp?top=2&mid=3&bottom=7&subsection=12
http://www.ovid.com/site/catalog/Journal/3295.jsp?top=2&mid=3&bottom=7&subsection=12
http://www.ovid.com/site/catalog/Journal/3295.jsp?top=2&mid=3&bottom=7&subsection=12
http://www.ovid.com/site/catalog/Journal/3296.jsp?top=2&mid=3&bottom=7&subsection=12
http://www.ovid.com/site/catalog/Journal/3296.jsp?top=2&mid=3&bottom=7&subsection=12
http://www.ovid.com/site/catalog/Journal/3296.jsp?top=2&mid=3&bottom=7&subsection=12
http://www.ovid.com/site/catalog/Journal/3293.jsp?top=2&mid=3&bottom=7&subsectio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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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限制功能查找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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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I全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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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工具 

主题匹配(Map Term)；自动进行主题词匹配； 

主题词库(Thesaurus)：数据库中内嵌的概念词库； 

轮排索引 （Permuted Index)：按照词库索引检索
输入的词汇； 

主题词说明 (Scope Note)：检索词汇的概念说明； 

扩展检索 (Explode)：对检索词进行扩展检索； 

分类代码 (Classification Code)：按分类代码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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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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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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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排索引 

• 扩大检索的工具： 
• 检索主题词库中包含检索词的主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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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检索 Search Fields 可检索或
浏览一数据库的一个或
多个（或全部）字段，
这是最大范围的检索。
该检索方法可用于查找
新的或罕见的主题，或
者查找作者/主题/题目
等常用字段以外的其他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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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电子邮件、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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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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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性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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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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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要更多详细内容 

support@ovid.com or 访问 http://resourcenter.ovid.com  

mailto:support@ovid.com
http://resourcenter.ovidsp.com/
http://resourcenter.ovidsp.com/


Questions. 

 

 

 
 
问题? 
 
非常感谢! 
 
 

李宁 
Ovid培训经理 
Ning.li@wolterskluwer.com 
support@ovid.com 

 
 

培训反馈 
 
https://www.surveymonkey.com/s/Ovideval_Chinese 

 
 

https://www.surveymonkey.com/s/Ovideval_Chinese
https://www.surveymonkey.com/s/Ovideval_Chinese
https://www.surveymonkey.com/s/Ovideval_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