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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色

SAGE Journals Online 平台首页包含许多独特的功能

免费浏览样刊•  (1)

电子版优先  •  —  即将印刷出版的文章优先发行电子版  
(多数期刊适用) (2)

期刊存档•  — 保存当前、近期及很久以前的期刊内容， 
所有期刊均可回溯至第一卷第一期。(3) 

提供• 快速检索 (Quick Search) 功能 (4)  

 “阅读次数最多的文章”• 及“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  
显示各类别排名前 50 位的文章，每月更新 (5)

RSS Feeds • — 显示“当期”、“近期”、“阅读次数最多 
的文章”及“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6)

侧边导览菜单• 提供每一本期刊的详细信息，可链接至 
 “编委列表”、“投稿”、“摘要”、“索引信息”及 
 “电子邮件通知”等 (7)

协会网站链接• 提供与我们合作的学会及协会伙伴的相关

信息 (8)

会议档案、讲义、资料集及视听补充刊物的链接• 提供印

刷版期刊所没有的其他内容资料

平台首页的独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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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的方面，用户可以查阅文章的摘要、全文或参考文献  
(根据访问的权限)，或购买按浏览次数付费的短期全文访问服

务。其他与摘要及文章有关的特色和功能列举如下：

“免费”标签表示您是否有访问全文的权限 (• 9)

查阅所有版本的文章 (• 10)

注册要求在文章被引用或发布更正时予以通知 (• 11)

将文章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朋友 (• 12)

链接至期刊或 PubMed 及 ISI Web of Science 中的类似• 
文章 (13)

注册期刊• 目录通知 (14)

将文章添加至您的• “已保留的引用记录”列表 (15)

下载文章到您偏好的引用管理程式 (• 16)

要求权限及翻印 (• 17)

将文章添加至您的• “我已标注的引文”列表 (18)

通过 Google Scholar 及 PubMed 查阅作者的其他文章 (• 19)

将文章添加到您偏好的社会性书签网站 (• 20)

文章及摘要处的特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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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的“参考文献”视图 (21)，用户可以利用免费期刊链接功能，链接至 HighWire 平台上所提供的您并未订阅的文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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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特色 - 使用入门

打开 SAGE Journals Online 首页 
(http://online.sagepub.com)，然后点击以用户名/密码 
登录 (23) 链接，以创建您个人的账户和资料档案。您也可以

通过我的工具 (My Tools) 索引标签 (24) 创建您的账户并点

击提醒 (Alerts) 选项。注册程序只需要一分钟，而且您可以

创建有关目录、关键字及作者的免费个性化提醒 (Alerts)， 
针对特定检索功能管理您最爱的期刊列表 (My Favorite 
Journals) 以及访问先前的检索条件和已保存的引文 (Saved 
Citations 和 Saved Searches)。

快速检索
您可以在所提供的空白栏中输入关键字或作者信息，然后点

击红色的 Quick Search 按钮，来执行全文快速检索 (Quick 
Search)。 (25 )  您也可以从各期刊的首页或任何有红色 
Quick Search 按钮的页面，执行快速检索功能。

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 (26) 功能可让您使用布林运算逻辑检索的 AND、 
OR 及 NOT 来建立复杂的 布尔逻辑检索 (Fielded Boolean) 
(27) 检索。 (28) 您可以输入多个检索词，并根据需要使用

布尔算式确定是否包括或不包括这些检索词。在单个检索框

中输入的多个检索词将被视为一个精确词组。您还可以对各

行精确检索词指定一个字段，以限定这些检索词检索词的检

索范围。检索结果将显示您与指定的检索标准相的所有文章  
(即，刊名、摘要、全文、参考文献)。

检索范围
您可以使用区域上的选项将检索结果限制为某一特定期 
刊组。默认选项为 所有 SAGE 内容 (All SAGE Content)。 
(29) 您也可以选择将检索结果限制为我的最爱期刊 (30)  
(My Favorite Journals，如果您已使用个人用户名和密码登

录) 或 我可用的 SAGE 内容 (31) (SAGE Content Available 
to Me， 如果系统将您识别为授权用户)。您还可以根据需要

从期刊完整 列表中核选所有需要的期刊，将检索结果限制为 
SAGE Journals Online 内容的特定期刊。(32)

日期范围
您可以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开始/结束月份和年份，将检索结果

限制为特定的日期范围内 (33)。日期范围菜单中的最早日期

是指任何 SAGE 期刊中已发表内容的最早日期。最早内容的

日期或会因各期刊而异。您可在期刊的档案 (Archive) 页面

上找到期刊完整的在线内容。

结果格式
检索结果可按照标准格式或缩略格式显示。(34) 每页可显示  
10 至 80 条检索结果，并且您还可以指定 相关度或时间 
顺序 (如“最近”)。相关度排序将那些出现频率最高、 包含

检索词最多的文章排在最前面。在标题和/或摘要中包含检索

词的文章出现在仅在全文中包含检索词的文章之前。按时间

排序则会按时间的先后降序显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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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浏览及 

检索链接！



更多实用的特色功能

浏览
按刊名浏览期刊: 按字母顺序查看 SAGE 刊名列表，点击您

感兴趣的期刊， 即可进入该期刊的主页。

按学科浏览期刊: 使用高级分类检索可获取与您感兴趣主题

相匹配的文章。单击人文科学、生命科学、医学、物理科学

和社会科学五大学科类别下的子学科。您也可以使用本页

面上的主题地图 (TopicMap) 功能。主题地图是一种特殊的 
Java 程序，可帮助您通过图形化界面浏览 SAGE Journals 
Online 平台上的主题， 让您在浏览庞大的树状结构数据库

时有全局的概念。

检索记录
在您每次使用 SAGE Journals Online 期间，您所使用过

的检索条件都将通过检索记录功能进行追踪。您每次在使用

检索条件时，都可以进行编辑、添加至已保留的检索记录  
(请参阅我的工具)、删除、执行检索，或将检索条件作为通

知保存。如果您一次要使用超过一种检索条件，您也可以使

用布尔逻辑检索的 “AND” 或 “OR” 将需要的检索条件

结合起来，创建一个新的检索条件。

我已标注的引文
在您每次使用 SAGE Journals Online 期间，您所选择并

添加至我已标注的引文中的任何文章，都将通过此功能进行

追踪。您还可以在此编辑您的引文，包括打印出适宜打印

的页面、保存至您的电脑、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您自己或其 
他人、导出/下载至您的引用管理程式，已保留的引用记录  
(请参阅我的工具)。

我的工具
我的工具页面可让初次使用者创建其个人帐户，并通过 
通知、已保留的引用记录、已保留的检索记录、我最爱的 
期刊以及管理我的账户等功能管理他们的个人资料和设定。

创建或管理您的电子邮件通知:

当您最爱期刊列表中的期刊出版时，可即刻收到以电子• 
邮件发送的目录

当特定文章被引用时，可收到电子邮件通知• 

当符合您检索条件的文章出版时，可收到电子邮件通知• 

变更您的电子邮件选项 • 

可提供 RSS Feeds，也可以从各期刊的首页进行访问。

已保留的引用记录
管理您在线保存的文章引文。您可以在阅读文章时将引文

添加至您的在线列表。您重新访问 SAGE Journals Online 
时，只要登录您个人的我的工具账户，即可找到这些已保存

的引文。

已保留的检索记录
管理您在线保存的检索列表。您可以从检索记录标签将 
检索添加至您的在线列表。当您重新访问 SAGE Journals 
Online 时，只要登录您个人的我的工具账户，即可找到这些

已保存的检索。

我最爱的期刊
管理您最爱的期刊，并可轻易自定义浏览及检索 SAGE 
Journals Online 的方法。

管理我的账户
管理您的账户，以便：

变更您的电子邮件地址• 

编辑您的联络选项• 

变更您的联络信息• 

变更您的密码• 



馆员友好功能
提供熟悉的 HighWire 平台的订阅和管理工具，已订阅及• 
非订阅内容同样适用

提供 COUNTER 2 格式的标准使用统计报告• 

简便易懂的使用统计报告，用户可选择以 HTML 格式或制• 
表符格式下载/查看

用户可按照单篇付费模式 (PPV) 浏览及下载未订购期刊• 

用户对已付费购买的内容拥有永久访问权• 

OpenURL 1.0 链接• 

提供多种学院订购模式 (针对单本期刊)，包括“组合式” • 
(电子版及印刷版)、“仅电子版”、“仅印刷版”，以及 
 “过刊租阅或购买”

界面上增设学院图标• 

全新改良的帮助功能• 

检索先前的刊名及 ISSN• 

勘误表与原始文章之间的链接• 

账户管理员
提供订阅者说明及服务链接，包括：

激活机构订阅• 

编辑帐户信息• 

更新 IP 地址• 

更新公共使用者用户名• 

管理订阅• 

使用报告• 

意见反馈表• 

机构订阅的常见问题• 

如何查阅或变更订阅信息• 

忘记客户编号时该怎么办• 

如何变更管理员的用户名和/或密码• 

忘记管理员的用户名和/或密码时该怎么办• 

SAGE 电子产品
在 • SAGE Journals Online 平台上可访问所有的 SAGE  
期刊，包括以下 SAGE 数据库：

SAGE Premier (SAGE 现刊全库) • – 可在线访问 500 余种

高品质学术期刊，回溯年限由 1999 年至最新

SAGE Deep Backfile Package (SAGE 过刊全库) • – 包含 
SAGE 出版的 381 种学术期刊回溯全文，回溯年限由第一

卷第一期到1998年

SAGE Full-Text Collections•  – 在线访问 10 个获奖的特

定学科数据库，网罗 256 种期刊及超过 360,000 篇文章， 
所保存的过刊可追溯至第一卷第一期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STM) Package • 
(SAGE 科技医药现刊库) – 可在线访问科技工程，生命科学 
和医学领域的 165 种期刊全文，内容可追溯至 1999 年，

其中包括： 

临床医学类: 70 种期刊

健康科学类: 129 种期刊

科技工程，生命科学和医学类: 165 种期刊

SAGE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HSS) Package • 
(SAGE 人文社科现刊库) – 包含 SAGE 出版的 388 种人文

和社会科学期刊全文, 可回溯至 1999 年的内容。

如果您想知道有关 SAGE 电子产品的更多信息，查看期刊价

目表和订阅方式等，敬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sagepub.com/libra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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