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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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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知識基礎建設工程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中國期刊

全文資料庫

CJFD

中國大陸 1915年迄今 10,143種

專業及綜合期刊全文。涵蓋自然

科學、工程技術、農業、哲學、

醫學、人文社會科學等學科領域

中國重要報紙

全文數據庫

CCND

中國博士學位論

文全文數據庫

CDFD

中國大陸1999年迄今420個學術

機構有關理、工、醫、農、人文

社會科學等學科領域之優秀博士

學位論文

中國重要會議

論文全文數據

庫

CPFD

中國優秀碩士學

位論文全文數據

庫CMFD

中國大陸1999年迄今420個學術

機構有關理、工、醫、農、人文

社會科學等學科領域之優秀博士

學位論文

中國年鑒網絡

出版總庫

CYFD

• 理工A 
數學、物理、力學、天文、地理、生物

• 理工B
化學、化工、冶金 、環境、礦業

• 理工C
機電、航空、交通、水利、建築、能源

• 農業

• 醫藥衛生

• 文史哲

• 政治軍事與法律

• 教育與社會科學綜合

• 電子技術及信息科學

• 經濟與管理

清華大學 同方知網



院外：帳號密碼登錄 院內選IP登錄

登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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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nki.sris.com.tw/kns55/台灣鏡像站點

http://big5.oversea.cnki.net/kns55/青島站點

圖書館網站 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



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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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成功
顯示機構名稱

√ 已訂購資料庫

進入各庫導航
跨庫檢索

直接點選進入個別資料庫



操作介面說明-文獻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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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名稱

文獻分類目錄: 可直接點按學科領域分類查看子領域並限定檢索範圍

檢索歷史: 可查看先前檢索過程並跳轉查找結果

當前檢索詞的相似詞: 提供當前所輸入關鍵詞的其它建議同義詞

當前檢索詞的相關詞: 提供當前所輸入關鍵詞的其它建議關聯詞

下拉選單切換資料庫

檢索列

檢索模式切換



操作介面說明-檢索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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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查詢主題「火箭」及「發展」相關文章

在主題檢索框中輸入檢索詞「火箭」
後方選擇「並且包含」
再輸入檢索詞「發展」按



工具列表

• 查看快速檢索
快速檢索提供類似搜尋引擎的檢索方式，使用者只需輸
入所要查找的關鍵詞，按下「快速檢索」即得檢索結果

「在結果中檢索」提供二次檢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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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列表

• 查看標準檢索

在標準檢索中，將檢索過程規範為三個步驟：
•輸入檢索控制條件
第一步：設定期刊發刊年度、來源期刊名稱(或ISSN、CN碼)、支持基金名稱、作者名及

作者單位等檢索控制條件
第二步：輸入主題、篇名、關鍵詞等內容檢索條件
第三步：對檢索結果的分組排序，反覆篩選修正檢索式得到最終結果。

檢索詞：可從下拉式選單中限定檢索欄位，檢索項目中的
主題檢索包含文章篇名、摘要與關鍵字三個欄位

詞頻：檢索詞在相應檢索項中出現的
頻次。詞頻為空，表示至少出現1次，
如果為數字，例如２，則表示至少出
現２次，以此類推

精確：檢索結果完全等同或包
含與檢索字/詞完全相同的詞語。
模糊：檢索結果包含檢索字/詞
或檢索詞中的詞語。

可輔助觀看清單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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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列表

• 查看專業檢索

•可用下列檢索欄位構造檢索運算式：主題、題名（篇名）、關鍵詞、摘要、全文、作者、第一作者、
作者單位、中文刊名&英文刊名、引文（參考文獻）、更新時間、發表時間、期刊年、基金、中圖分類
號、ISSN、統一刊號、ISBN和被引頻次、SCI收錄期刊、EI收錄期刊、HX收錄期刊。
•多個檢索項的檢索運算式可使用 AND、OR、NOT邏輯運算符進行組合；三種邏輯運算符的優先順序
相同；如要改變組合的順序，請使用英文半形圓括號（）將條件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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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看語法

專業檢索以指令方式輸入，適合較複雜的檢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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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檢索舉例

• 欲檢索 主題為 電子系統 並且包含
技術，但須去除航空相關資料，並
且出版後被引用次數要大於2次 的期
刊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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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列表

• 查看作者發文檢索

可輸入欲查找文章作者姓名、查詢作者列第一作者文章以
及搭配作者當時文章發表所處單位進行檢索。
精確：檢索結果完全等同或包含與檢索字/詞完全相同的詞語。
模糊：檢索結果包含檢索字/詞或檢索詞中的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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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列表

• 查看科研基金檢索

科研基金檢索
通過科研基金名稱，查找科研基金資助的文獻。通過對檢索結
果的分組篩選，還可全面了解科研基金資助學科範圍，科研主
題領域等資訊。
在檢索中，可直接在檢索框中輸入基金名稱的關鍵詞，也可以點擊檢索框後的
按鈕，選擇支援基金輸入檢索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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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列表

• 查看句子檢索

句子檢索
通過用戶輸入的兩個關鍵詞，查找同時包含這兩個詞的句子。
由於句子中包含了大量的事實資訊，通過檢索句子可以為用戶
提供有關事實的問題答案。
•可在全文的同一段或同一句話中進行檢索。同句指兩個標點符號之間，同段指5句
之內；
•點擊 增加邏輯檢索行，點擊 減少邏輯檢索行，在每個檢索項後輸入檢索詞
，每個檢索項之間可以進行三種組合：
並且或者不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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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列表

• 查看來源期刊檢索

來源期刊檢索可根據欲查找的刊名輸入進行檢索，亦可
搭配來源期刊進行精確或模糊的設定。
可點按 觀看細部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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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檢索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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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點選 + -
號可增加或減少
檢索欄框

精確：檢索結果需與檢索字/詞完全相同。

模糊：檢索結果包含檢索字/詞或檢索詞
中的字詞。

詞頻：檢索詞在檢索結
果中出現的次數。詞頻
為空白，表示至少出現
1次，如為 5，則表示至
少出現 5次，以此類推

檢索項：可從
下拉式選單中
限定檢索欄位



CJFD分類目錄

可依序點按左邊學科領域主題及次主題底下的 在右邊即呈現該
類別底下所分類到的文章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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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FD分類目錄

提供所輸入關鍵詞其它相似詞參考選擇

提供所輸入關鍵詞其它相關詞參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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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FD、CMFD學位授予單位導航

檢索列

資料庫名稱 可跳轉各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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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分類

可依地域導覽

可依學科專業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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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域瀏覽：學位授予單位（共434家）及211工程院校（共11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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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工程院校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90年代起針對
中國高等教育而策劃及實行的一項戰略
性政策。

• 「211」的含義是「面向21世紀、重點
建設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
科的建設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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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提供多種瀏覽方式，使用者可以瀏覽
形式觀看資料庫內所收錄的期刊與文章。

操作介面說明-期刊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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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介面說明-專輯導航

專輯導航 可依刊名A-Z瀏覽

可依類別瀏覽

選擇任一專輯分類，可依圖形、
列表及詳細等排列方式，瀏覽該
類別所有期刊及全文。

點選期刊封面可進入該刊詳細資料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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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
(一)期刊資料瀏覽介面

期刊封面
依出版年度瀏覽

依出版卷期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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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書目資料



點選文章篇名可進入該文
章資料頁面與下載全文

(二)文章列表瀏覽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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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章介面

提供PDF與CAJ兩種格式全文
CAJ格式全文需另行下載CAJViewer閱讀器。

呈現引用文獻、被引文獻、共引文獻及共被引文獻圖示

列出其它與該篇文章探討相關主題文章

列出其它相關作者文章

列出其它相關機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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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JViewer可從文章頁面中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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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J Vie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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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J Viewer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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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CAJViewer閱讀全
文時，可利用截取、注
釋或畫記功能編輯文章，
紀錄亦可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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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JViewer提供文字複製
發送到文書處理軟體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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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JViewer提供圖像複製
發送到文書處理軟體編輯



CAJViewer提供圖像的
中文辨識，可發送到文
書處理軟體編輯



系統需求與影音教材資源

• 系統需求
– 瀏覽器：適用於Internet Explorer 、 Firefox 、

Google Chrome等瀏覽器

– 全文閱讀軟體：Adobe ® Reader® 、CAJViewer

– 欲觀看PDF全文請安裝Acrobat Reader後，再安裝支援
簡體中文包檔案

– 觀看CAJ全文請先下載全文瀏覽器 CAJViewer安裝檔案

• CNKI影音教材
– http://www.customer-support.com.tw/training/sris/CNKI.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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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

www.sris.com.tw
23511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66號10樓

服務信箱/電話

services@customer-support.com.tw

02-7731-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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