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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过程中的文献检索与统计分析是了解
科研主题研究现状、发现科研新方向的重
要基础，是文献综述的前提。



•文献检索：

• 图书：各图书馆馆藏图书；出版社网站
；书店；图书进出口公司网站

• 期刊论文：CNKI；超星期刊数据库；
万方期刊数据库；国外期刊全文数据库；

• 学位论文：CNKI学位论文库；各高校
学位论文库；PQDT;

• 会议论文：CNKI;CPCI；等等

• 专利：国内外知识产权局网站；等等

• 标准：国内外标准信息服务网站；等等



•图书：查农学学科水平高的高校图书馆；
各国家农业图书馆；

•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
http://www.lib.cau.edu.cn/

•湖南农业大学图书馆（茶学为重点学科）
：

http://www.lib.cau.edu.cn/


•找到相关图书后，设法借阅复印或购买。
近三年出版图书一般没有电子版（国内外
同）



•查找中文期刊论文：

•茶学查找CNKI.

• www.cnki.net

•查英文：SCI数据库。

http://www.cnki.net/


•查CNKI数据库：各类文献分开查找。需要
查某个主题的不同文献时则一起查找（跨
库检索）。







•检索时将词分到概念取小。

•华南农业大学分为：华南 and 农业 and 
大学



•例：基于光谱与图像的红茶萎凋水分感知
模型研究。

•检索 式：

• 1.（光谱 or 图像） and 红茶 and 萎凋
and 水分













对47篇论文的主题词统计分析









• SCI论文检索与统计分析



• SCI论文是指SCI文献数据库收录的期刊论文。

• SCI：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
）

• SCI数据库收录了全世界9000多种期刊的论文。

• 主要科学研究成果均通过期刊论文发表呈现，基
本上都被SCI数据库收录。

• SCI数据库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源。



SCI论文与科研水平

• SCI论文整体上体现了机构的科研水平。

• 我国SCI论文已经位处全球第二。但篇均引用率位
于十几位。

• 中国科学院的SCI论文数量最多，引用率也最高。

• 国际合作完成SCI论文引用率高。

• 我国很多科研机构的SCI论文发表5年后仍为0引
用率的比例偏高。



• 通过对SCI论文的统计分析，可以对我国高校整
体SCI论文情况有较准确的了解。

• 我国SCI论文总数现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 我国SCI论文总被引次数位居全球第四，篇均被
引次数位居全球第十五位。

• 我国SCI论文国际合作程度不高，国际合作程度
高的SCI被引率非常高。

• ESI学科统计分析结果基本符合我国高校的科研
水平。



SCI论文的检索

•登录图书馆网站，选择网络数据库，进入

外文数据库，登录SCI。





SCI所收录的期刊(来源刊)的检索



查找中国大陆出版的SCI来源刊



查找华南农业大学发表的SCI论文





如何查找作者个人的SCI论文？











如何查找个人论文的被引情况？







查阅引文情况

•例：查阅第一篇论文的引文情况—259篇。









SCI检索技术

•大写字母
•不区分大小写：可以使用大写、小写或混
合大小写。例如，AIDS、Aids 以及 aids 
可查找相同的结果。



• 检索运算符
• 在各个检索字段中，检索运算符（AND、OR、NOT、

NEAR 和 SAME）的使用会有所变化。例如：
• •在“主题”字段中可以使用 AND，但在“出版物名称”

或“来源出版物”字段中却不能使用。
• •您可以在多数字段中使用 NEAR，但不要在“出版年”

字段中使用。
• •在“地址”字段中可以使用 SAME，但不能在其他字段

中使用。
• 请记住，使用检索运算符时不区分大小写。例如，OR、

Or 和 or 返回的结果相同。我们在示例中都使用大写字
母只是为了样式美观起见。



•通配符

•通配符表示未知字符。通配符仅在英文查
询中有效。

•星号 (*) 表示任何字符组，包括空字符。

•问号 (?) 表示任意一个字符。

•美元符号 ($) 表示零或一个字符。



• 通配符、连字号和撇号
• 检索引擎将姓名中的连字符 (-) 和撇号 (') 视为空格处理。例如：
• AU=O Brien 返回与 AU=O'Brien 相同数量的检索结果。
• 可以尝试使用带空格或不带空格两种形式的姓名进行检索。例如，

AU=OBrien OR AU=O Brien 返回姓名的两种不同形式。
• 检索带连字符的检索词时，可以输入带通配符与不带通配符的两种形

式。例如：
• TS=hydro-power 返回包含检索词 hydro-power 和 hydro 

power 的记录。
• TS=hydro*power 则返回包含检索词 hydropower 和

hydroelectricpower 的记录。
• TS=hydro power 返回在任何位置包含检索词 hydro 和 power 

的记录，如 hydro-power、hydro-electrical power 和 hydro-
mechanical power。



• 短语检索
• 若要精确查找短语，请用引号括住短语。例如，检索式 "energy 

conservation" 将检索包含精确短语 energy conservation 的记
录。这仅适用于“主题”和“标题”检索。

• 如果输入不带引号的短语，则检索引擎将检索包含您所输入的所有单
词的记录。这些单词可能连在一起出现，也可能不连在一起出现。例
如，energy conservation 将查找包含精确短语 energy 
conservation 的记录。还会查找到包含短语 conservation of 
energy 的记录。

• 如果输入以连字号、句号或逗号分隔的两个单词，则检索词将视为精
确短语。例如，检索词 waste-water 将查找包含精确短语
waste-water 或短语 waste water 的记录。而不会查找包含
water waste、waste in drinking water 或 water extracted 
from waste 的记录。

• 您可以在精确匹配短语搜索语句中使用通配符。例如，"energy 
conserv*" 可查找 energy conservation 以及 energy 
conserving。但是找不到 conservation of energy。检索词
"m$croeconomic theory" 可查找 macroeconomic theory
和 microeconomic theory。但是找不到 pricing theory using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或 microeconomic problems 
studied by portfolio theory。



•括号

•括号用于将合成布尔运算符进行分组。例
如：

• (Antibiotic OR Antiviral) AND (Alga* 
OR Seaweed)

• (Pagets OR Paget's) AND (cell* AND 
tumor*)



• 撇号

• 撇号被视为空格，是不可检索字符。请确保检索
不带撇号的不同拼写形式。例如，Paget's OR 
Pagets 可查找包含 Paget's 和 Pagets 的记录。
连字号

• 输入带连字号或不带连字号的检索词可以检索用
连字号连接的单词和短语。例如，speech-
impairment 可查找包含 speech-
impairment 和 speech impairment 的记录。



如何查找主题资料？•检索实例：

• 查找茶叶基因方面的近5年的SCI期刊论文。

•主题词：茶叶；基因

•检索式：

• (1) 主题=tea and gene 3569篇；

2010-2021年

• (2) 题名= tea and gene 303篇；

2010-2021年



• SCI数据库的统计分析功能





















•利用INCIETES系统进行SCI论文统计分析
。



























• 根据需要利用不同的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 NOTEEXPRESS;EXCEL;CITESPACE;VOSviewer;SCIval

• CITESPACE可进行文本数据处理。



•各数据库中的数据大多可以下载导出成
EXCEL文档，然后利用EXCEL进行统计分
析。



• 利用CITESPACE、VOSviewer进行分析。

• CITESPACE可对题名、摘要等进行文本处理，
从中提取出主题词进行统计分析。其它统计分析
软件不行，其他统计分析软件只能对结构化数据
进行处理。

• CITESPACE可对主题词的共现及关联程度进行
计量统计分析，对突现主题词进行提取分析。

• VOSviewer可进行共被引分析和共现分析。













•专利检索：

• www.cnipa.gov.cn











•标准检索：

• www.cssn.net.cn

http://www.cssn.net.cn/




•其它还可以用EXCEL、SPSS等做专业性较
强的统计分析。可对数据进行人工整理和
筛选。

•还有HITSCITE、NOTEEXPRESS等软件
，操作较容易。 NOTEEXPRESS也可对数
据进行人工整理和筛选。



•论文查重系统



•论文的查重：现国内较好的查重系统是中
知网的查重系统和大雅查重系统，后者查
重更严格。前者只对机构客户服务，不对
个人服务。

•对计划出版的图书进行查重，使用万方的
图书查重系统（
www.wanfangdata.com.cn）

•大雅查重系统：www.duxiu.com

http://www.duxiu.com/
















•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