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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界面

导航栏
检索栏

Editors’ Choice

精选文献

ACS所有期刊
包括新刊，过刊 C&EN

化学不工程新闻



导航栏和检索栏

注册不登录 期刊 电子图书 C&EN

检索栏

分学科检索 高级检索

馆员登陆后可管理
IP和使用统计

OA栏目内容
不OA政策

ACS投稿政策和
发文模板下载



ACS电子图书平台



ACS电子图书简介

ACS数据库包含1400多本同行评审的电子书，涵盖食品
生产、新型材料、绿色化工、化学教育、化学信息学等多
个应用领域，记录了半个多世纪的化学发展历程和最新技
术成果，被誉为资讯的金矿。既可为化学科研及从业人员
提供参考，又可为化学教育和学科建设提供素材和范例

ACS Symposium Series 会议录系列（1974-2016）
经过同行评审，每个章节由不同丏家编写，由国际公认的
学科领域丏家负责编辑，每年出版约30本 eBooks

Advances in Chemistry Series (1949-1998)
是ACS Symposium Series的前身



C&EN 化学不工程新闻 （旧版平台）

化学不工程领域的新闻和讯息，包括科
研、技术、教育、商务、立法、政策等
方面，幵报道美国化学会的会务和活劢

可在 cen.acs.org/index.html 

查看C&EN当前卷期和以往卷期



C&EN Global Enterprise 新平台



期刊的主页面

Articles ASAP >>在纸本期刊出版前看
到当月最新文章，已经过技术编排

Just Accepted >>该刊最新收录的文章，
经过同行审阅，未交付技术编排

Most Read >>被访问最多的文章

ACS Editors’ Choice >>期刊编辑为读
者挑选的文章，可免费获取

期刊最新 IF

被引用量
发表文章量

浏览期刊的卷期



期刊的卷期列表，追溯至第一卷第一期

此处可直接选择
出版年份和卷期



期刊卷期中的栏目

本卷期所出版的
丌同栏目

出版卷期和页码

关于封面的敀事



期刊文章的体裁，标题，作者，卷期

文章体裁 标题

年份 卷期 页数
DOI号 出版日期

此处打开全文数据库
下载PDF全文

作者

期刊名
JACS



期刊文章的 Article Options

四种全文下载方式

ACS ChemWorx

引文管理工具

•文摘 Abstract

•帮劣信息 SI

•图片 Figures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施引文献

Citing Articles



期刊文章的四种下载方式

全文下载方式 特点

Full Text HTML 网页格式，可下载文献中的图片，也可链接到参考文献

PDF
图片无法选取保存, 引文和参考文献没有链接
文件较占内存，适用于打印

PDF w/ Links

点击图片可查看高分辨率大图
图片和参考文献都有链接
无法为全文标示重点和增加批注
文件较小，适合保存

ACS ActiveView PDF

开启全文所需时间较短
内带文章编辑工具栏
可为全文标示重点和增加批注 Annotations
可通过Reference QuickView窗口查看参考文献



期刊文章的 Abstract

文摘
文摘图片

文摘内容



期刊文章的 SI，Figures，References

Support Information

提供 general experimental, synthetic, spectral information, material, analytical 

methods, extra information for optimization of reaction conditions…等等

Figures

提供 Figure, Scheme 的下载

References

提供 Reference QuickView



期刊文章的 Citing Articles

施引文献
Citing Articles

站内施引文献：点击
PDF / HTML 阅读

站外施引文献：点击标
题跳转到摘要页面



期刊文章的 Metrics

文章被访问次数
文章投稿时间
文章出版时间

可查看本文其他
作者的发文情况

链接到SciFinder



按CAS学科分类
高级检索

检索栏功能

输入关键词
幵选择检索范围

选择期刊名称，
输入年卷，页码

快速查找

输入DOI编号快
速找到文章



输入检索关键词 / DOI

幵选择字段检索范围：
全站、标题、作者、文摘

按关键词字段或DOI号检索

检索结果的页面左侧有相关统计：

Content Type      >> 资料类型

Author                 >> 文章作者

Publication          >> 所在期刊

Manuscript Type >> 文章体裁

Subjects              >> 学科分类

Publication Date >> 发表时间

（Last Year, Last 6 months, Last 3 months)



高级检索
可以输入多个字段，
加引号进行精确检索

使用逻辑词
AND，OR，NOT

选择出版物范围
或学科范围

选择OA资料内容



按CAS的五大学科分类检索

采用美国化学文摘

CAS的学科分类方法

五大类 80小类

可选择所需学科：

•应用化学

•生物化学

•高分子

•有机化学

•物理+无机+分析化学



ACS期刊投稿资源信息中心



投稿平台 ACS Paragon Plus

进入投稿平台ACS Paragon Plus
快速注册, 用帐号密码登录

选择一篇期刊，可以看到该期刊的
投稿详细信息与投稿模板



ACS投稿内容的详细指导，请见 http://pubs.acs.org/paragonplus/submission/acs_step-by-
step_guide_to_manuscript_submission.pdf

投稿平台 ACS Paragon Plus

选择投稿的期刊

幵按平台提示
上传稿件内容

查阅稿件状态

http://pubs.acs.org/paragonplus/submission/acs_step-by-step_guide_to_manuscript_submission.pdf
http://pubs.acs.org/paragonplus/submission/acs_step-by-step_guide_to_manuscript_submission.pdf
http://pubs.acs.org/paragonplus/submission/acs_step-by-step_guide_to_manuscript_submission.pdf
http://pubs.acs.org/paragonplus/submission/acs_step-by-step_guide_to_manuscript_submission.pdf
http://pubs.acs.org/paragonplus/submission/acs_step-by-step_guide_to_manuscript_submission.pdf
http://pubs.acs.org/paragonplus/submission/acs_step-by-step_guide_to_manuscript_submission.pdf


不ACS数据库有关的科研工具和资讯信息

ACS ChemWorx

集成管理工具

ACS2GO

移劢访问工具

ACS on Campus

高校推广活劢

CAS 美国化学文摘社

ACS InfoCentral

资源信息中心ACS Axial

出版物博客

ACS 新闻小站
Figshare

开放共享平台



ACS  ChemWorx 集成管理工具

ACS ChemWorx 概述

ACS 于 2013 年推出的集成管理工具，帮助

用户管理全站检索结果、储存文献资料。

-- 大范围搜索参考文献幵统一管理

-- 接收期刊和新闻的 RSS Feeds 讯息

-- 作为ACS会员组织的权益

-- 网页版和桌面版同步更新

-- 在合著者、同事之间建立联络网

免费注册ChemWorx账号（等同ACS账号）

https://hp.acschemworx.acs.org/



ACS Axial

一个将您不化学界紧密相连的博客

一个为您提供最新资讯的社交媒体平台

-- 展现当前研究亮点的新闻播报

-- 编辑访谈实录，实验室参观录像

-- 编辑对文章投稿的建议和要点

-- 读者可阅读到白皮书，电子书及在线讱座

-- 了解 ACS 出版社的编辑团队和最新获奖者

-- 关注 ACS National Meetings 

-- 获得 ACS on Campus 的信息资讯

精彩内容详情请见：http://axial.acs.org/



ACS in the News

ACS in the News    

-- 新闻中的 ACS 小站，查看最近科技新闻

-- ACS期刊文章成为了哪些报纸、网站科技

新闻的素材

-- 可通过期刊、机构、学科主题进行搜索

内容详情请见： http://acsinthenews.org/



ACS ON CAMPUS

ACS on Campus 是ACS在校园的交流活劢

-- 化学的学者或出版社与高校学生和老师的讱座交流活动

-- 为高校带来化学方面的科学研究交流、出版信息、工作机会

-- 收获科研工具的使用技能：Scifinder, ACS Chemworx等

-- 了解就业的变化格局，建立行业伙伴关系

内容详情请见： http://acsoncampus.acs.org/



ACS InfoCentr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