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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科学领域中全球最大且历史最悠久的会员组
织；

 会员人数现今已超过43,000名，超过三分之一的
会员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

 会员涵盖了微生物学专业的26个学科以及微生物
学教育学；

 学会的期刊是微生物学领域最杰出的出版物；
 所出版文章数量超过微生物学领域全部论文量的

1/4；
 文章引用量几乎占所有微生物学论文引用数量的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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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和索引学会期刊的数据库

 AgBiotech News and Information

 Algology Mycology and 

Protozoology Abstracts

 Bacteriology Abstracts

 Biological Abstracts

 BIOSIS Previews

 BIOSIS Reviews Reports and 

Meetings

 Biotechnology Citation Index

 CAB Abstracts

 CAPlus

 Current Contents-Life Sciences

 Current Contents-Agriculture, 

Biolo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EMBASE Excepta Medica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s

 Genetics Abstracts

 Illustrata

 Index Veterinarius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icrobiology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Abstracts

 MEDLINE

 Protozoological Abstracts

 Review of Medical and 

Veterinary Mycology

 Review of Plant Pathology

 SCIE

 Summon

 Zoological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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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种学会期刊

 Clinical Microbiology Reviews (CMR)《临床微生物学评论》

 Antimicrobial Agents and Chemotherapy（AAC）《抗微生物
制剂与化疗》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AEM）《应用与环
境微生物学》

 Clinical Vaccine and Immunology（CVI）《临床与疫苗免疫
学》

 Eukaryotic Cell（EC）《真核细胞》

 Infection and Immunity（II）《感染与免疫》

 Journal of Bacteriology（JB）《细菌学杂志》

 Journal of Clinical Microbiology（JCM）《临床微生物学杂
志》

 Journal of Virology（JV）《病毒学杂志》

 Microbiology and Molecular Biology Reviews（MMBR) 《微
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学综述》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MCB）《分子与细胞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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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应用与环境微生物学》发表

应用微生物学、微生物生态学、

跨领域微生物学等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文章。

 期刊理论与实践并重, 不仅关

注基础原理研究，而且重视应

用和处理过程。

 P-ISSN 0099-2240

 E-ISSN 1098-5336 

 出版频次：每月两次

 在线全文年限：1953-



LOGO
Journal of Bacteriology

 《细菌学杂志》于1916年创刊，

主要刊发细菌与其他微生物的

基础研究成果；

 主要领域包括微生物的结构和

功能、生物化学、酶学、新陈

代谢、化学和物理特性、等。

 P-ISSN 0021-9193

 E-ISSN 1098-5530

 出版频次：每月两次

 在线全文年限：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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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Virology

 《病毒学杂志》刊发病毒学相

关领域的新发现和研究成果；

 覆盖动物病毒、古生菌、细菌、

真菌、植物、原生动物，还包

括病毒结构和组成、病毒基因

的复制、病毒基因的多样性和

衍化，等。

 P-ISSN 0022-538X

 E-ISSN 1098-5514

 出版频次：每月两次

 在线全文年限：1967-



LOGO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分子与细胞生物学》是真核

细胞分子生物学领域的权威期

刊；

 主要刊发微生物和高等生物机

体的细胞形态学、功能，基因

组织、基因表达、形态形成、

病毒系统的研究工作，侧重于

细胞研究。

 P-ISSN 0270-7306

 E-ISSN 1098-5549

 出版频次：每月两次

 在线全文年限：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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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biology and Molecular Biology Reviews

 《微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学综述》

以其在微生物学，免疫学和分

子细胞生物学领域所发权威性

全面的综述闻名；

 帮助读者了解学科发展的现状。

 P-ISSN 1092-2172

 E-ISSN 1098-5557 

 出版频次：季刊

 在线全文年限：1937-



LOGO
Clinical Microbiology Reviews

 《临床微生物学评论》刊发临

床微生物学与免疫学领域新进

展的综述；

 重点领域包括微生物病原体、

感染病的临床和实验研究、抗

菌剂和应用、实验诊断技术，

等。

 P-ISSN 0893-8512

 E-ISSN 1098-6618 

 出版频次：季刊

 在线全文年限：1988-



LOGO
Antimicrobial Agents and Chemotherapy

 《抗微生物制剂与化疗》刊发

抗微生物制剂/抗菌剂、抗寄生

虫制剂和化疗方面潜在机制和

治疗应用的研究文章，还包括

动物模型、药理学特性和临床

实验等内容。

 P-ISSN 0066-4804

 E-ISSN 1098-6596

 出版频次：月刊

 在线全文年限：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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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Vaccine and Immunology

 《临床与疫苗免疫学》刊发免

疫学与疫苗研究领域的文章，

帮助理解人体免疫系统在各种

健康及疾病状态的反应；

 包括人体免疫学疾病的动物模

型、病毒免疫学、免疫病理机

制、临床免疫学、疫苗的发展

和评价等。

 E-ISSN 1556-679X

 出版频次：月刊

 在线全文年限：1994-



LOGO
Eukaryotic Cell

 《真核细胞》发表简单真核微

生物，如酵母，真菌，海藻，

原生动物和阿米巴等领域的研

究文章，也关注微生物的病毒，

细胞器以及与生活系统相互作

用等方面的研究。

 E-ISSN 1535-9786

 出版频次：月刊

 在线全文年限：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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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ction and Immunity

 《感染与免疫》报道有关宿主

和病原相互作用的机理，以及

预防和治疗感染病的策略；

 主要领域包括病原菌，真菌以

及寄生虫所致感染；病原体的

分子机理；致病因子与宿主细

胞的相互作用，等。

 P-ISSN 0019-9567

 E-ISSN 1098-5522

 出版频次：月刊

 在线全文年限：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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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Clinical Microbiology

 《临床微生物学杂志》刊发人

体与动物感染、寄生虫寄生的

学术文章；

 侧重于病因学因素，诊断和流

行病学方面的研究。

 P-ISSN 0095-1137

 E-ISSN 1098-660X

 出版频次：月刊

 在线全文年限：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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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io

 创刊于2010年

 第一份ASM的开放获取期刊

 刊载生物学和相关领域优秀研

究的评论和论文。

 E-ISSN 2150-7511

 出版频次：双月刊

 在线全文年限：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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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服务平台特点

 提前多达6个星期的预印本服务；

 便捷的全文直接下载

 多样的检索项和检索功能，如高级检索、跨期刊检
索；

 直接访问文章的附加资料，如图表等；

 Alert更新提醒；

 LOCKSS方式的电子存档；

 PubMed、Google Scholar链接；

 最早回溯至1916年的过刊；

 COUNTER标准的使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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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期刊平台首页(1)

首页说明栏，分别为投稿指南、
评审说明、订购说明、广告说明、
检索界面、Alert提醒申请、期刊
联络信息

学会信息栏，分别为学会介
绍、会员社区、学会新闻部、
学会期刊授权许可和翻印、
期刊公共存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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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期刊平台首页(2)

鼠标滑过，预览期刊，点击进
入相应期刊界面

预览期刊界面

检索框内输入关
键词进行简单检
索，Advanced

进入高级检索界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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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检索页面(1)

检索期刊引文标识

检索DOI号

检索作者、题名、摘
要和全文信息，可选
单词、词组

限制在一个或多个期
刊中进行检索

检索时间限制，检索
文章类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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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检索页面(2)

检索结果格式
显示，标准格
式/压缩格式，

每页显示多少
条记录，结果
排序方式

选择一种或多
种期刊，通过
图表标题中包
含的文字，检
索相关图表。

跨库检索
Highwire平台
上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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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库检索页面

检索期刊引文标识

检索DOI号

检索作者、题名、摘
要和全文信息，可选
单词、词组

限制跨库检索期刊的
范围

检索时间限制

结果显示格式设置

按字母顺序选择需要
进行跨库检索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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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页面

命中结果总数，结果显
示数目，Next显示其他

结果；所用检索条件和
检索词（红色显示）

检索结果显示设置，分别为标
准/压缩格式、每页显示结果

数量、排序方式、检索期刊；
以及 Alert提醒、下载所有引
用记录

勾选检索结果前
的方框，一次性
浏览选中的摘要
或下载所有选中
记录

功能框，分别
为点击进入所
属期刊主页、
浏览摘要、获
取HTML或
PDF全文、以

及翻印授权许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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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首页(1)

首页功能栏，分别为现刊、过刊、
Alert提醒申请、学会介绍、期刊

联络信息、读者信息反馈、学会
期刊平台首页

信息栏，分别为期刊简介、
学会介绍、订购信息、作
者投稿指南、评审指南、
广告说明、学会新闻部、
学会期刊授权许可和翻印、
期刊公共存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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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首页(2)

期刊信息简介

期刊内容栏，点击分别进入现
刊，期刊预印本服务、小综述、
过刊、期刊检索、阅读最多和
引用最多的文章

检索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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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期目录页面(1)
申请Alert提醒服务

内容栏目信息，点击直接跳
转相应栏目文章列表

点击左右箭头直接
跳转相邻的刊期

检索框检索该期所有文章，Search All 

Issues跳转高级检索界面

文章按作者姓名索引排列。

获取文章目录和期刊版权页PDF文件

清除选项，抽取显示所选文章的摘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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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期目录页面(2)

点击栏目旁边红色箭头，回页首内容栏
目项

查看文章的
摘要、
HTML格式
和PDF格式

全文，以及
翻印授权许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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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页面(1)

点击红色箭头，进入
前一篇或后一篇文章

该篇文章所属期刊的
详细信息，包括ISSN、
DOI号

作者姓名和所属机构

投稿时间、修改时间、
录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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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页面(2)

通讯作者以及详细联
络信息、邮寄地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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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多种格式全文、附加信息、
文章被引和更新的Alert提醒、
引用图谱

文章的相关服务，包括将文章
发送给朋友、期刊以及所有
ASM期刊中相似的文章、
PubMed的相似文章、Alert提

醒、下载引用数据、翻印许可、
版权信息、ASM网上书店、
MicrobeWorld电子杂志

Google Scholar检索该作者文
章

PubMed检索该作者文章

功
能
框

文章页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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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联系

查尔斯沃思中国
sales@charlesworth.com.cn

010-67791609
北京朝阳区东三环南路大路园20号现代柏利大
厦12层（100022）
www.charlesworth.com.cn

mailto:sales@charlesworth.com.cn
http://www.charlesworth.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