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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选题分析
如何为论文选题锦上添花

精于选，传于世，源自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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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报刊资料”的缘起

1958年成立时的图书提要卡片和剪报资料的合订本

1962年开始按7个专题分类出版，标志着“复印报刊资料”

向专题化、系列化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剪报资料图书卡片社
编辑出版的“复印报刊专题资料”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剪报资料图书卡片社
编辑出版的文摘提要卡片

20世纪6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剪报资料图书卡片社
编辑出版的“复印报刊专题资料”合订本

提要卡片和剪报资料



“复印报刊资料”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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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文摘”系列（专业人员提炼浓缩）

“报刊资料索引”系列（按年度编印）

“原发期刊”系列（一次出版的期刊）

“复印报刊资料”系列（精选文献全文复印）

“复印报刊资料”4大系列



从光盘到数据库

1994年书报资料中心电子光盘产品研发面世，1996年新闻出版署批准书报资料中心制作《复印报刊资

料》、《报刊资料索引》光盘，之后电子产品迅速发展，涵盖了全部纸质产品内容。

2006年，书报资料中心将长期积累的社科文献资料整合成为数据库，全面推进数据库产品建设，成为传

统学术期刊出版行业中数字化起步最早的单位之一。



信息时代的问题



• 据统计，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 共有报刊近6000种

• 每年正式发表论文约75万余篇

《复印报刊资料》100多种专业期刊，每年从上述资

源中精选出2-3万篇论文出版

冗余学术信息时代的解决方案

“精”与“全”的有机结合

提供高价值的学术文献

海量、重复

精选、优质

信息时代的问题



某一时段的期刊 学科动态、学术热点、学科前沿

不同时期的期刊 学科发展趋势，发现学术发展规律反映

反映

一刊在手，尽览学科发展全貌

大数据时代“复印报刊资料”的功能特点



• 60多年的实践探索，已形成相对完善、颇具影响的学术评价体系。

• “复印报刊资料” 转载量是学术界评价人文社科期刊以及论文影响的尺度之一。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评价体系学术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自2001年起，每年3月份会发布上一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
数排名研究报告》，该《报告》对中国人文社科期刊和教学科研机构进行了统计排名。《光明日报》、《中国新
闻出版广电报》、光明网、千龙网、新浪网、搜狐网、中国网、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网、澳门理工学院网、中国人
民大学网等媒体，都同时发布这个年度“转载排行榜”。

学术价值



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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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文献收集

约75万篇

初评与论文分类 约30万篇

论文复评及筛选 约10万篇

终评及筛选 约2万多篇

筛选过程



论文质量评估指标体系

以下内容对学术发展的促进程度：

■提出新的（或修正完善已有的）学说、理论、观点、问题、阐释等；

■提出新的（或改进运用已有的）方法、视角等；

■发现新的资料、史料、证据、数据等；

■对已有成果做出新的概括、评析（仅指综述文章）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科学性；

有效性： ■研究方法适当性

论据可靠性：■资料占有全面性；

■资料来源真实性； ■资料引证规范性

论证逻辑性：■理论前提科学性； ■概念使用准确性

■论证过程系统性； ■逻辑推理严密性

■对解决经济、政治、社会建设中问题的推动作用

■对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

论题复杂度：■理论难点的多少； ■实证研究的难度

资料难度： ■资料搜集难度； ■资料处理难度

论文来源的课题立

项的情况

■国家级

■省部级

■其它立项

■无立项

论文发表载体的学

术影响力

■核心报刊

■非核心报刊

遴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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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形态

为用户打造一个

随时、随地、随身的数据库平台

电脑端（含镜像版）、

平板等

手机App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微信小程序 人大复印库

屏幕适配，多终端覆盖



产品资源

全文数据库

63万篇精选社科学术研究论文

本数据库内容源于“复印报刊资料”

系列纸质期刊，囊括了人文社会科

学领域的各个学科。由专业编辑和

业界专家依循严谨的学术标准，对

海量学术信息进行精选整理，分类

编辑，最终形成优中选优的成果库。

收录年限：1995年至今

数字期刊库

139种人文社科期刊

本数据库以原刊原版方式作内容呈

现，同时展示年份与期数，便于具

体刊物及内容的查看。按刊物类别，

数字期刊库分为复印报刊资料系列、

和原发刊系列。

收录年限：1995年至今

专题研究库

29个实用性精选特色专题

根据特色选题，通过分类组合，从

“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中整

理生成29类专题研究资料，内容涵

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理论前沿

和社会热点问题，体现了“特色”

与“精选”的完美结合。

收录年限：1995年至今



产品资源

报刊摘要库

16种专题文摘浓缩学术精华

该数据库收集了哲学、政治、法律、经

济、教育、语言、文艺、历史、地理、

财会等方面的16种专题文摘。文摘内容

是经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的专业人员提

炼和浓缩的学术资料。数据量大，涵盖

范围广，便于用户了解相关领域的研究

状况，把握研究动态。

收录年限：1993年至今

报刊索引库

近40年的700多万条索引数据

该数据库汇集了百余个专题刊物上的

全部题录。共计700多万条数据。本数

据库在报刊文献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化

以及促进报刊文献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它可以让

用户及时了解本专业的研究状况和热

点问题。

收录年限：1978年至今

目录索引库

90万条“复印报刊资料”目录

本数据库汇集了“复印报刊资料”

系列期刊的全部目录，通过作者、

刊号、篇名等关键词就能获取准确

的信息，其功能大大超过传统人工

索引，是“复印报刊资料”整体数

据收藏和应用的重要导向。

收录年限：1978年至今



产品主要功能



产品主要功能



产品主要功能

特色化转载查询

 转载查询

 打包成册

 申请转载证明

多维度文献检索

 一框式检索

 高级检索

 导航式检索

可视化选题分析

 选题预判

 合作参考

 文献推荐



文献检索

一框式检索

 可从时间、相关度等方

面排序

 二次检索，精准定位检

索内容

 Word流式文档便于编

辑



文献检索

高级检索

 分库检索

 多个条件组合检索

 多级导航限制学科

 实现对论文的精准查找

逻辑词关键词 +



选题分析



选题分析

 提供基于大数据挖掘的选题分析服务

 为目标科研课题做趋势预判分析

 全景式掌握研究热点与空白点

 对相关研究学者了然于胸

 推荐优质参考文献

选题预判

合作参考

文献推荐
1. 研究热度分析

2. 关联研究热点

3. 尚少涉及到的关联研究点



转载查询

这里可以一键查询到作者、期刊、机构所有转载的论文
转载作者对转载论文进行：打包成册、申请转载证明

为职称评聘提供有力的依据

作者本人可对论文进行打包成

册下载，下载的内容为带有封

面和封底的转载论文合辑。

打包成册

作者本人可为论文申请人大“复印报

刊资料”纸质转载证明。同时，证明

上附有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的盖章。

申请转载证明



学界评价

成中英

美国夏威夷大学 哲学系教授、哲学家

“承继人大书报资料中

心的学术积累传统，让

沉淀下来的知识可以更

灵活地得到运用，得到

推广。”

黄长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适应我们中国移动互联网

的特点，对国家的学术发展

很有帮助。尤其是对青年学

者的学术传播和学术交流帮

助很大。”

傅谨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我也一直是《复印报刊资料》

的忠实读者，它成为我了解

学科整体发展与同行最新成

果的有效途径，包括我在撰

写学科发展趋势与学科评估

文章时，《复印报刊资料》

也是最重要和有效的参考文

献。

杨嵘均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副主编、教授

“为学者提供信息、学术资

料和学术服务，提供了很大

的方便，也提供了便捷的网

络查找工具，尤其对于人文

社科领域的研究，有非常大

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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