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搜索，从这里起步”
——信息检索基础知识实例讲解





主要内容

cha'z



信息素养与实践——给你一双学术慧眼_武汉大学_中国大学MOOC(慕课)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1003640003?tid=1463019445



 第一部分

牛刊牛文



牛刊牛文

本专业高影响力
（核心）期刊

本领域牛人牛文 本领域领先的
机构

期刊分区及影响因子
本领域高被引文献

热点论文
H指数



牛刊牛文

      Web of Sicence（简称WOS）是全球著名的动态学术信息资源

整合平台，曾隶属于世界一流的专业情报信息提供商——Thomson 
Reuters公司，现已成为科睿唯安（Clarivate）公司旗下的产品。
WOS平台提供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生物医学、社会科学、艺术与人
文等多个领域的高质量学术信息。既有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Information Sciences Institute，简称ISI）生产的数据库，也
有来自其他数据库商的产品，还收录了Agricola、Pubmed等网上免
费资源，涉及绝大多数学科领域。收录的文献类型包括期刊论文、
图书、会议文献、学位论文、技术报告、专利、标准、化学结构等。
WOS平台因其收录资源的高影响力和独特的引文索引功能，已成为全
球性的学术评价工具。

重要的学术评价工具（WOS平台）



牛刊牛文

•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
收录全球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临床医学等领域内170 多个学科的 9,200
多种有影响力的学术刊物，数据可回溯至 1900 年；

•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
社会科学的 50 多个核心学科领域的 3,400 多种最具影响的期刊文献信
息。数据可回溯到1900 年；

•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
引》，收录20多个艺术与人文学科领域内 1,800 多种学术期刊，数据可
回溯至 1975 年；

•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CPCI-S) 会议
录引文索引—自然科学版》，收录自然科学学科的重要会议文献及被引情
况

•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CPCI-SSH) 会议录引文索引—人文与社会科学版》，收录社
会科学学科的重要会议文献及被引情况

重要的学术评价工具（WOS平台）



牛刊牛文

• Ei Compendex是目前全球最全面的工程领域常用的文摘数据库之
一，涵盖一系列工程、应用科学领域高品质的文献资源，涉及机
械工程、土木工程、环境工程、电气工程、结构工程、材料科学、
固体物理、超导体、生物工程、能源、化学和工艺工程、照明和
光学技术、空气和水污染、固体废弃物的处理、道路交通、运输
安全、控制工程、工程管理、农业工程和食品技术、计算机和数
据处理、电子和通讯、石油、宇航、汽车工程以及这些领域的子
科学和其它主要的工程领域。 数据库收录5000多种工程期刊、
会议文集和技术报告的超过1130万条记录，涵盖190余个工程和
应用科学领域的资料,每周更新。

重要的学术评价工具（EI数据库）



牛刊牛文

•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简称CSCD）创建于1989年，收录我国数
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农林科
学、医药卫生、工程技术、环境科学和管理科学等
领域出版的中英文科技核心期刊和优秀期刊千余种，
目前已积累从 1989 年到现在的论文记录300 万条，
引文记录近 1700万条。

重要的学术评价工具（CSCD）



牛刊牛文

重要的学术评价工具（CSSCI）

         由南京大学研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CSSCI）严格按期刊影响因子分学科排序位
次和国内知名专家的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于
1998年挑选了中国大陆出版的中文人文科学、社
会科学学术期刊以及海外出版的期刊共530多种。
作为我国社会人文科学主要文献信息查询与评价
的重要工具，CSSCI提供来源文献、被引文献、优
化检索等多种信息检索，可为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与管理，学校管理
部门等提供多种服务。



牛刊牛文

WOS平台指标

        



牛刊牛文

本专业高质量期刊：
1、WOS专业分类
2、直接访问C刊数据
库；
3、图书馆主页电子
期刊—核心期刊；

4、百度学术期刊频
道；

本领域牛人牛文：

1、问自己

2、WOS平台，中国
知网作者可视化分析
；万方平台作者精炼

3、百度学术高被引
作者等

本领域领先的机构：

1、WOS平台、中国
知网等数据库机构可
视化分析；万方平台
机构精炼

2、百度学术高被引
机构等；

期刊分区及影响因子
本领域高被引文献

热点论文
H指数

1、WOS平台；JCR

2、中国知网引文数
据库、万方平台被引
频次排序
3、百度学术



 第二部分

精确文献检索



精确文献检索 

1、认识文献
• 文献种类
• 文献类型标识（国

家标准GB/T 7714-
2015）

2、分析文献线索 3、补全文献信息 4、确定信息源



精确文献检索

文献类型标识：

Ｊ（journal）—期刊

Ｍ（monograph）—专著

Ｒ（report）—科技报告

Ｃ（collected papers）—会议论文集

Ｄ（dissertation）—学位论文

Ｓ（standardization）—标准

Ｐ（patent）—专利

N （newspaper article）— 报纸

Ｚ 其他未说明的文献类型

期刊：
[2]何龄修.读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3):167-173. 
科技报告：
[3]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密相气力输送技术[R]．北京：1996
会议文献：
[4]郭宏，王熊，刘宗林．膜分离技术在大豆分离蛋白生产中综合利用
的研究[C]．余立新．第三届全国膜和膜过程学术报告会议论文集．北
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21-425
学位论文：
[5]陈金梅．氟石膏生产早强快硬水泥的试验研究[D]．西安：西安建
筑科学大学，2000
专利文献：
[6]李德仁,邵慧超,洪勇,张鹏. 基于RTK/SINS的高动态定位定姿系统及
方法[P]. 湖北：CN106707322A,2017-05-24.
标准文献：
[7]ISO 1210-1982，塑料——小试样接触火焰法测定塑料燃烧性[S]
报纸：
[8]陈志平．减灾设计研究新动态[N]．科技日报，1997-12-12(5)
网上电子公告：
[9] 王明亮.关于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进展
［EB/OL］.http://www.cajcd.edu.cn/pub/wml.html，1998-08-16



精确文献检索

我来查查看1

        
根据文献线索查找文献全文

林浩. 儿童座椅及其电动腿托机构[P]. 上海：
CN208036022U,2018-11-02.



精确文献检索

我来查查看2

        
1、Lidar Observations of the Meteoric Deposition of Mesospheric Metals .Author(s): Timothy J. 
Kane and Chester S. Gardner. Source:Science, New Series, Vol. 259, No. 5099 (Feb. 26, 1993), pp. 
1297-1300

2、Sokell, E.; Wills, A.A.; Comer, J.,J. Phys. B: At. Mol. Opt. Phys. 1996. 3417 全文

3、Lai, J. K. (2013). Truthful and fair resource allocation (Order No. 3566963). Available from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Global A&I: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llection. 
(1417069375) 
 
4、IPS international power systems.  R.G.Schwieger,T.C.Elliott,J.Reason,
G.Paula,M.Leone.[New York,USA:McGraw Hill 2001]



精确文献检索

我来查查看2

        
5、K.A.Chem, M.Fouer, K.H.Khokhani, N.Nan and S.Schmidt. “The Chip Layout 
Problems:An Automatic Wiring Procedure”.  (Proceeding of the 15th Design Automation 
Conference 2001) ③ P298-303 

6、E.M.Engler and F.B.Kanfman. “Reversible Electrochromic Display Device Hauing 
Memory” U.S.Patent  No.4,142,783,1979

7、Application of Microprocessors to Control HVDC Converters.  Report EPRI EL-6247, 
Electr.Power Res.Inst.,Palo Alto,CA,USA (30 April 2001),  84pp. 



 第四部分

综合性研究课题的检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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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课题内容，确定检索词；

选择各种算符，编制合理的计算机检索式；

分析课题所属学科范畴，检索年代、文献类型；

选择合适的检索方法；

综合性研究课题的检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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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检索信息源；

实际检索与调整；

筛选密切文献；

获取原文；

综合性研究课题的检索策略



实际检索中如何提取检索词:

1、提取课题中必须满足的显性概念，概念尽量拆分成最
小单元；

2、显性概念必须是有实质性意义的词语；

3、深入分析课题，挖掘课题中的潜在概念。

4、利用搜索引擎、主题词表，数据库功能等辅助工具查
找同义词、上位词、下位词、相关词。

综合性研究课题的检索策略综合性研究课题的检索策略



例：  企业知识产权研究

 1、显性概念：企业知识产权     研究 

2、有实质性意义的概念：企业知识产权

3、概念拆分：企业       知识产权

4、扩充检索词：
企业：集团  公司-----
知识产权：商标权   专利权    著作权    
------

注意：扩充检
索词和找潜在
概念都必须深
入分析课题，
根据课题需求
添加哦！

综合性研究课题的检索策略



 

企业 and  知识产权

综合性研究课题的检索策略综合性研究课题的检索策略



例：快速制图系统研发

    研究内容：基于地理国（市）情监测及地形图制图的快

              速制图系统。

    科学技术要点：

◆ 多尺度地理国（市）情监测专题地图的表达框架，实现地理国（市）
情监测专题的数图转换；

◆ 基于Gestalt理论，实现标准地形图制图的快速自动注记；基于图元
参数模型及代数结构理论，实现标准地形图的快速有效符号化；基于
知识库，以自动或半自动的方式解决符号配置过程中要素之间的各种
关系。



1、外文数据库中的词表，如EI、CSA、EBSCO等
数据库中都有叙词表；用于查找外文检索词

综合性研究课题的检索策略



上
位
主
题
词

相
关
主
题
词

下
位
主
题
词



2、中文数据库辅助功能：中国知网的关键词，知识元检索、
万方数据库中的推荐检索词、维普数据库同义词等

综合性研究课题的检索策略





哈哈，这个我
很熟啊

3、搜索引擎

综合性研究课题的检索策略



这个很重要

4、初检后筛选1-2篇高质量文献精读

综合性研究课题的检索策略



 第五部分

文献筛选



• 文献质量指标：

1、通过来源出版物的质量筛选（被权威数据库收录，期刊影响因子与分
区，是否核心期刊等）；
2、通过被引频次筛选；
3、通过对某一主题中领先的机构、作者以及资助基金的级别等进行筛选；

• 相关度与质量两个指标确定析出文献

文献筛选



• 文献相关度指标：

1、基本靠自己；
2、“主题”、“相关度”、“relevance ”等字段排序；

• 相关度与质量两个指标确定析出文献

文献筛选



• 数据库分析功能和个性化设置：
1、辅助内容筛选的工具
2、辅助质量筛选的工具

• 常用工具（文献筛选）

文献筛选



• 基于参考文献管理软件统计功能的文献筛选：

• 常用工具（文献筛选）

文献筛选与评价



1、只要选题得当，参考文献的相关度一定是可以保障的。所以就文献筛
选的两个指标而言，参考文献的重要性（文献质量）更重要，必须优先保
证；

2、文献筛选中特别要注意的是重要文献的占比问题；

3、如果筛选出的重点文献中相关度都不高，则需要从检索和阅读文献出
发，检查检索策略及步骤是否合理科学，阅读文献是否深入。

• “你的参考文献为何重要性不够？”
文献筛选中如何平衡相关度和重要性之间的关系

文献筛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