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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范围 

什么是合适的检索途径? 

如何选择合适的检索方式? 

 检索结果如何处理? 

检索系统与文献数据库有什么
关系？ 

检索途径 

检索方式 

检索结果 

使用策略 



1.检索范围 
 文献数据库依托检索系统/检索平台提供服务，一个检

索系统可以包含多个数据库，同一个数据库可以依托不
同的检索平台。 

 同一个检索系统的检索规则和检索技术一般相同。 

 了解常用的检索系统，注意检索范围 CNKI、 Web of 

Science、ProQuest、Ebsco、Ovid、Engineering 

Village等。 

 

 





 



 



SCI的正确打开方式： 



 

工程索引：已停订 



 





2.检索途径 

检索途径，又叫检索字段（field）。 

常用检索字段： 

 标题 摘要  关键词 篇关摘 

 主题：标题、摘要、关键词等，或者类似于主题概念 

 标引词：主题词（叙词）、标题词、自由词等 

 全文 

 作者、单位、地址、来源等 



选择合适的检索途径 

 揭示文献内容的途径 

    常见的：标题  摘要  关键词  主题   篇关摘 

    其它：   主题词  标题词 自由词 

 

 没有合适的可以选择全字段（所有字段，All fields） 

 

 专利：标题 摘要  权项（权利要求项） 

 



CNKI检索途径：主题、篇关摘 



Web of Science的检索途径：  

“主题（Topic）”。 

 



Engineering Village的检索途径 

 



国知局的专利检索，选择“检索要素” 

 



3.检索方式  

简单检索/快速检索 Simple Search/Quick Search 

高级检索  Advanced Search 

专业检索/命令检索  Expert Search/Command Search 
 

 1 百度式检索：一个简单的搜索框 

 2 检索框组合方式：多个检索框逻辑组合 

 3 检索命令方式：   纯命令 

 

 

 

 



检索方式选择：中庸之道 1.3 

01 02 03 

     01 百度式检索方式 
 

    02 检索框组合方式 
 

03 检索命令方式 
 

   推荐有多个检索框逻辑
组合的检索方式，熟练者
可以用纯命令方式。 

 

 



检索框组合方式 



点击“添加行” 

 



 



 



4.检索结果 

 结果排序 

 结果精炼 

 结果导出 

 检索跟踪（需注册登录） 

 结果分析 

 文献管理：如Sci的EndNote （需注册登录） 

 



 



检索结果排序、精炼、跟踪、分析 



保存检索历史、检索跟踪 

需注册（免费）后登录 

 



 



检索结果分析 

 



 



EndNote文献管理 

 



 



二、检索策略 

选择检索资源 

确定检索词 

构建检索式 



1.选择检索资源 

 
资源选择存在的问题： 

不准确，没选准 

不全面，没选全 

漫无目的，无从下手 

 



检索资源选择的原则 

专业性原则 

专业性数据库优先   综合性数据库 

 

文献类型原则 

    图书 + 期刊 + 特种文献 



 国内数据库 

 国内三大数据库商： 

    中国知网（CNKI)：www.cnki.net 

    万方: wanfangdata.com.cn 

    维普: 

 其它专业数据库：法律、医学等等 

     以CNKI为主，跨库高级检索 

 



国外数据库 

 学科专业视角：专业性数据库、综合性数据库 

 

 

 文献类型视角 ：图书数据库、期刊数据库、学位论
文数据库、会议论文数据库、专利数据库、科技成
果数据库等 



Dialog检索系统行业、专业视角 

 

 



专业数据库 

 农业：国际三大农业数据库CAB Abstracts、
AGRICOLA、AGRI 

 生物：BP 生物学文摘 

 食品：FSTA 食品科技文摘 

 工程：EI 工程索引 

 化学：SciFinder Scholar 化学文摘 

 数学：MathScinet  数学评论 

 …… 

 



图书馆数据库的学科分类：华农 

 



图书馆数据库的学科分类：中大 

 



数据库的文献类型视角 
十大文献类型： 
 图书(Book) 

 连续性出版物（Serial Publication）: 期刊，报纸等 

 学位论文 (Thesis；Dissertation) 

 会议文献 (Conference Document) 

 专利文献 (Patent Document) 

 标准文献 (Standard Document) 

 科技报告 (Technical Report) 

 产品资料 (Product Literature) 

 技术档案 (Technical Archive) 

 政府出版物 (Government Publication) 

特
种
文
献 



期刊论文+几种主要的特种文献 

学位论文 

会议文献 

专利文献 

科技报告 科技成果 

标准文献 



图书馆数据库的文献类型分类 

 



学位论文检索 

 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CNKI) 

 中国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CNKI) 

 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 

 华南农业大学学位论文数据库 

 PQDT（The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Database）  

    



PQDT 

 PQDT（The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Database），是检索国外博硕士学位论文最常用的文摘型
数据库。 

 

 PQDT收录1861年以来世界范围230多万篇学位论文的文摘
和索引。其中1980年7月以后的博士论文有350字左右的摘
要，1988年以后的硕士论文有150字左右的摘要。1861年
以后的论文提供索引信息，每年新增6万条索引。1997年
以后可以看到论文的前24页。部分文章全文可以在全文库
中检索到。 



会议论文检索 

 CNKI会议论文数据库（公网，校园网可下载全文）
www.cnki.net使用方法同学位论文，单检、跨库 

 万方学术会议论文数据库（公网，只能看文摘）
www.wanfangdata.com.cn使用方法同学位论文，单
检、跨库 

 ISI Proceedings (CPCI-S, CPCI-SSH) (与SCI同属于
Web of ScienceTM 核心合集，本馆已停订) 

http://www.cnki.net/
http://www.wanfangdata.com.cn/


ISI Proceedings 

 ISI Proceedings是收录最多、覆盖学科最广泛的学术会议
文摘型数据库，是查找国外会议文献的首选数据库之一。
它收录1990年以来超过6万个会议的410多万条记录，每年
收录1万多个会议的文献，年增加22.5万条记录，数据每周
更新。  

 

 美国Thomson Scientific公司基于将ISTP和ISSHP两大会
议录索引集成为ISI Proceedings，提供会议论文的文摘索
引信息 



ISI Proceedings 检索（已停订） 

        在ISI Web of Knowledge检索平台中选择Web of 

ScienceTM 核心合集进行检索。 

 

CPCI-S 

CPCI-SSH 



 中国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与分析系统
(http://pss-
system.cnipa.gov.cn/sipopublicsearch/portal/uiIndex.shtml) 

 全球专利：欧洲专利局网站 
(http://worldwide.espacenet.com ) 

 美国专利：美国专利与商标局网站, 
(http://www.uspto.gov )  

 日本专利：日本特许厅网站 

 （https://www.jpo.go.jp/） 

免费专利检索工具（可获取全文） 

http://pss-system.cnipa.gov.cn/sipopublicsearch/portal/uiIndex.shtml
http://pss-system.cnipa.gov.cn/sipopublicsearch/portal/uiIndex.shtml
http://pss-system.cnipa.gov.cn/sipopublicsearch/portal/uiIndex.shtml
http://worldwide.espacenet.com/
http://www.uspto.gov/
https://www.jpo.go.jp/
https://www.jpo.go.jp/
https://www.jpo.go.jp/


科技成果检索 

         科技成果应用性和实践性强，尤其涉及到产品的生产、
研发、转化、产业化等内容时，需要检索科技成果。 

 

 CNKI科技成果数据库（文摘信息,www.cnki.net） 

 万方科技成果数据库—(文摘 信息,www.wanfangdata.com.cn) 

 国家科技成果网(文摘信息http://www.nast.org.cn/) 



国内部分科技报告全文
http://www.nstrs.cn/  

http://www.nstrs.cn/


国外科技报告检索  NTRL 

 National Technical Reports Library（NTRL：国
家技术报告图书馆）是NTIS（美国国家技术情报局
（NTIS，National Techn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http://www.ntis.gov）的全文库，是目前最大的由
美国政府资助的科学、技术、工程和商业信息的中
心资源。可通过该数据库访问从1964年开始超过200

万的书目记录，其中全文报告是从1970至今。检索
网址：https://ntrl.ntis.gov/NTRL/ 

 

 

 

https://ntrl.ntis.gov/NTRL/


标准的检索：国内标准网站； 

TechStreet :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标准集 

http://www.techstreet.com/ 

http://www.techstreet.com/


检索资源选择实操技巧 

 统一检索：选择合适的资源后，一次性检索一个平
台的所有需要资源。 

 

 重点对待：重点对待相关数据库（专业相关、文献
类型相关） 



2. 确定检索词 

 计算机信息检索实质上是将用户提供的检索提问与
检索系统中的检索标识进行匹配的过程，而检索词
是检索提问最重要的表达途径，因此，检索词是否
全面科学准确将直接影响到信息的查全率与查准率 

 



检索词扩展：同义性扩展和下位词扩
展是必要的。 

 



辅助工具的应用 

 网络百科全书：百度百科，维基百科 

 

 网络词典 

 

 CNKI 翻译助手：http://dict.cnki.net/ 

 

 检索系统所提供的检索语言（各种词表等） 

http://dict.cnki.net/


百度百科 

 



有道词典 

 



CNKI 翻译助手：
http://dict.cnki.net/ 

http://dict.cnki.net/
http://dict.cnki.net/


分析检索词：查找图书馆开展信息素
质教育的相关文献 
 基本词：信息素质  教育  图书馆 

 检索词扩展1：同义词： 信息素养； 不同的英文表达： 

information literacy  information quality information  

diathesis 

 检索词扩展2：信息素质下位词： 信息意识 information 

consciousness 信息能力  

information ability 信息道德 Information ethics 

 Library单复数 

 Education 不同语法形式  Educate 

 

 



分析出的检索词： 

 信息素质   信息素养 信息意识    信息能力    信息道德     

教育   图书馆 

 

 information literacy，information quality， 

information  diathesis，information consciousness

，information ability, Information ethics，library，
libraries, educate, education 

 



3. 构造检索式 

 检索式是计算机检索中用来表达信息检索需求的检
索提问式，它控制着检索过程，关系到文献的查全
率和查准率，检索式构造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检索效
果。 

 检索词与运算符是检索式的两个构成要素。运算符
是表达检索词之间逻辑关系与限制关系的符号或者
是检索词自身扩展所使用的符号，常用的运算符主
要有逻辑符、截词符、位置符、词组符与字段限制
符几种。 

 

 



运算符 

 扩展词的： 

   截词符/通配符（*，?)； 

 连接词的：逻辑符(and not or)；位置符 

 词组符号：双引号 

 字段限制的：如sci用“ts=”表示限制在主题字段
中检索，EI: wn ky 

    每个数据库有差异，但大同小异；主要针对外文数
据库；所有符号均是英文状态下的字符。 

 



Web of Science 检索技术 

 逻辑检索算符（not ,and,or)    

 截词符： ？ ：表示任意一个字符 

                   *   ： 表示任何字符组，包括空字符 

                   $  ： 表示0或1个字符  

 位置符：NEAR/x、same            

 词组检索：双引号， "information literacy" 
                                   "energy conserv*"   

 字段限制：TS=(   ) 



数据库检索规则说明 



用same检索某高校某学院的论文 

 地址字段： 

(South China Agr Univ or 510642 or South China 

Univ Agr or Agr Univ South China or Huanan Agr 

Univ or scau) same ((sch Agr) or (coll Agr) or 

(collage Agr) or (coll Agron) or (Dept Pesticide Sci) 

or (Dept Plant Pathol) or (Dept Entomol) or (Dept 

Crop Sci))



ProQuest系统检索技术 

 逻辑符：and, not, or 

 

 截词符: ？代表一个字符, *代表0到多个字符, 如
computer*: 
computer,computers,computerize,computerization 

 

 位置算符：N/n, P/n 如 library N/3  education 

                        environment* N/2 pollut* 

                        P/0表示词组 : information P/0 retrieval 

检索字段限制：ti,ab,de( )  

 
     



检索式构造的过程 

 



灵活运用检索式 

 检索式更多时候是检索需求的表达，检索式构造得
好，表达的意思就明确。 

 

 检索式可大可小，可以是一个完整的检索命令放在
专业检索中检索。也可以把检索式的不同部分放在
检索框中组合。 



接前例检索式构造： 

 信息素质  信息素养 信息意识    信息能力    信息道德     

教育   图书馆 

 

 information literacy，information quality， 

information  diathesis，information consciousness

，information ability, Information ethics，library，
libraries, educate, education 

 



检索式构造： 

 (信息素质  or 信息素养 or 信息意识 or 信息能力 or 

信息道德)  and  图书馆 and 教育 

 

 ("information literacy" or "information quality" 

or  "information  diathesis" or "information 

consciousness" or "information ability" or 

"Information ethics") and librar* and educat* 

 



检索式的实现——CNKI检索框 
(信息素质 + 信息素养 + 信息意识 + 信息能力 + 信息道德) * 教育 * 图书馆 



检索式的实现——CNKI检索框 
(信息素质 + 信息素养 + 信息意识 + 信息能力 + 信息道德) * 教育 * 图书馆 



检索框实现（ Web of Science） 

 



命令行实现（ Web of Science） 

 



三、案例分析 

 案例1：无线传感器网络用于设施农业移动机器人
的定位和导航 

 

 请查找相关文献资料。 



该如何去做呢？ 

作答 

正常使用主观题需2.0以上版本雨课堂 

主观题 10分 



资源选择 

 专业性原则：工程类：Ei，农业类：AGRIS CABi  

AGRICOLA   BP  综合类：CNKI，万方, 维普，
Web of Science (Sci，Proceedings），Elsevier 

SDOL ，Springer等. 

 文献类型原则：除图书和期刊外，考虑特种文献不
遗漏（学位论文、会议文献、专利、科技成果） 

 要有重点 



确定检索词——基本检索词 

 1.无线传感器网络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2.移动机器人mobile robot 

 3.设施农业 facility agriculture 

 4. 定位 localization 

 5.导航 navigation 



确定检索词——扩展检索词 

 1.无线传感器网络，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WSN 

 2.移动机器人mobile robot, mobile robots 

 3.设施农业 facility agriculture 

 4.温室 greenhouse, greenhouses 

 5.定位 localization，localize 

 6.导航 navigation, navigate 



构造检索式，结合具体检索平台的检索规
则进行检索 

 （无线传感器网络 or WSN）and 移动机器人 and  (设施农业 

or 温室) and  (定位 or 导航)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or WSN) and ("facility agriculture" or 

greenhouse*) and ("mobile robot " or "mobile robots") 

and (localiz* or navigat*) 



检索式实现——CNKI 



调整检索式 

 根据检索结果调整检索式。结果为零或很少，如果不
是数据库选择的问题，应当扩检或调整。 

 

 1：逻辑与减少一个概念：去掉设施农业概念 

 2：寻求概念的上位词或相关词:移动机器人机器人 

 3：改变检索字段:如CNKI，主题改为篇关摘，甚至全文 

 

 

 

 



检索式实现——CNKI 扩检 



检索式实现——Ei检索框组合 



检索式实现——Ei专业检索 

 



 



检索式实现——Ovid多个字段检索 

Ovid系统含三大农业数据库 

 



检索式实现——Ovid命令检索 
字段限制().ti,ab,de,id,sh输入在基本检索或高
级检索框中 

 



检索式实现——Web of science检索
框组合 

 



检索式实现——Web of science命令
检索（高级检索） 

 



案例2：鲜茧缫丝低温真空渗透技术的 

             相关外文资料   

检索资源：经查主要的文献数据库，无相
关资料; 经查日本专利，有相关资料 

检索词： 

        茧  cocoon   

        真空渗透 vacuum infiltration  

        缫丝 reel 



 

 

检索式：cocoon  and vacuum infiltration and reel 

日本特许厅 https://www.j-platpat.inpit.go.jp/p0100 





案例3：查找如下研究的国内相关资料 

         根据草鱼不同生长阶段，苗种、鱼种、

成鱼、亲鱼阶段的营养需求以及发病特点，
选用消化吸收率高的原料，并添加复合微
生态制剂双歧杆菌及其代谢活性产物以及
从中草药当归、三七、陈皮中提取的有效
成分，配制优质草鱼颗粒配合饲料。  



检索资源：多种资源，注重专利 

检索词： 草鱼 饲料 双歧杆菌 当归 

               三七  陈皮 

检索式： 

   草鱼 and 饲料 and (双歧杆菌 or 当归 

or 三七 or 陈皮)  
  



国知局检索： 
http://pss-system.cnipa.gov.cn/sipopublicsearch/portal/uiIndex.shtml 

http://pss-system.cnipa.gov.cn/sipopublicsearch/portal/uiIndex.shtml
http://pss-system.cnipa.gov.cn/sipopublicsearch/portal/uiIndex.shtml
http://pss-system.cnipa.gov.cn/sipopublicsearch/portal/uiIndex.shtml


案例4：查找如下研究的国内相关资料 

          在东莞地区引进、培育柑桔特异型品

种，研究不同品种组合方案与配套栽培技
术，实现柑桔鲜果周年采摘，并通过不同
的砧穗组合探索观叶、观花柑桔的合理搭
配方案及配套技术。  



检索资源：多种资源，注重科技成果 

检索词：柑桔 引种 引进 培育 筛选  

              选育 

检索式：柑桔 and (引种 or 引进) and (培育 

or 筛选 or 选育)  

 



CNKI成果库:柑桔 * (引种 + 引进) * (培育 + 筛选 + 选育)  



总   结：一通百通   库库通 

 通过使用策略，学会数据库的具体使用。 

 

 通过检索策略，学会查全查准课题资料。 

 

 统一检索，重点对待，灵活运用。 

 

 



谢 谢 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