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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引擎主要查啥？

主
要
任
务

事
实
型

数
值
型

直接提供可
用的事实为
目的。

以日期、时
间、阿拉伯
数字、长度、
高度、重量
等表达的信
息。

 1.字、词
 2.名词术语
 3.人物、机构信息
 4.地名、地图信息
 5.图像、视频、文件等资料信息
 6.百科知识
 7.产品资料信息
 8.考试、求职信息
 9.统计资料
 10.数值、公式、规格、条例、专
业知识

 11.历史事件、年代和日期
 12.实用工具
 13.……



搜索引擎的类型及搜索引擎的搜索

常规搜索引擎

专业搜索引擎.

.



搜索引擎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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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搜索引擎

可以搜索日常工作、学

习和生活的所有信息，

如百度、谷歌、搜狐等。
专业搜索引擎

专门针对学术文献开展的
搜索引擎，如谷歌学术、
百度学术、必应等，还有
学科的专业搜索引擎，如
医学专业的搜索引擎。

https://wenku.baidu.com/view/e8c30539580216fc700afd43.html


百度（https://www.baidu.com/）只有想不到的，没有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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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aidu.com/


检索技术

文献类型. 位置算符

布尔逻运算符精确检索.



1. 不同的文献类型文献的查找：可直接用高级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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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直接用命令：filetype:pdf 数字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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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直接用命令： filetype:doc 数字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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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直接用命令： filetype:xls 数字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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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直接用命令： filetype:ppt 数字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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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type：文献类型（PDF,DOC,EXCEL,PPT) 检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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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

DOC

EXCEL

PDF

• filetype:doc 数字素养.

• ……

• filetype:xls 数字素养
• ……

• filetype:doc 数字素养
• ……

• filetype:ppt 数字素养
• ……



2. 位置算符：限制检索词出现在文献不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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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检索词出现在题目中：title:检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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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检索词出现在网页地址中：inurl: 检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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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逻辑运算符：逻辑与，中文词与词之间为空格，英文为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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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逻辑运算符：逻辑或，中文词与词之间为“|”，英文为“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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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逻辑运算符：逻辑非，中文词与词之间为“-”，英文为“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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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精确检索：“检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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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精确检索：“检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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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词技术：把检索表达尽量拆分成最小单位的实词，而后再不同
程度地进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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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技巧总览：https://www.sohu.com/a/413919152_120445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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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ohu.com/a/413919152_120445482


检索实例演示



针对科研课题，搜索引擎能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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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分析1：章鱼胺对桔（橘）小实蝇雌成虫产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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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概念

桔小
实蝇

章鱼胺 成虫
产卵

概念拓展：
桔（橘）小实蝇，（界门纲目科属种），离腹寡毛实蝇属（ Bactrocera ），实蝇科

(Tephritidae)

概念组合：
章鱼胺and 桔小实蝇 and 成虫产卵（完全契合）
章鱼胺and （桔小实蝇 or离腹寡毛实蝇属）and 成虫产卵(范围扩大）
或者 章鱼胺and （成虫产卵 or 昆虫产卵）(范围扩大）
章鱼胺and (桔小实蝇 or离腹寡毛实蝇属 or 昆虫） （进一步扩大范围）



概念内涵、外延：章鱼胺是什么？相关概念有哪些？用哪些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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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同义词，英文表达：
章鱼胺，奥克巴胺、真
蛸胺，octopamine，

OA



桔小实蝇：是什么？用哪些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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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同义词，英文表达：
桔小实蝇，橘小实蝇，柑橘小实
蝇，东方果实蝇针锋，果蛆，黄
苍蝇， 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



查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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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文献：扩大范围（上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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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分析2：劳动与社会保障人才社会需求与供给匹配度研究

31

检索概念

社会
需求

劳动与
社会保
障人才

供给

概念拆分：
劳动与社会保障人才=劳动与社会保障 and 专业人才

概念组合：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人才 and 社会需求 and 社会供给（与委托方需求完全相同)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人才 and (社会需求 or 社会供给 or 供需 or 需求 or 共给)(范围扩大）
劳动与社会保障 and 专业人才（进一步扩大范围）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and Professional



劳动与社会保障人才：是什么？用哪些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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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同义词（长词切分组
合），英文表达：
备注：
人文社科类的概念描述与表
述不能有歧义。

新经济背景下劳动与社会保
障专业人才供求分析



劳动与社会保障人才：是什么？用哪些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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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同义词
（长词切分组
合），英文表
达：



研究文献查找：是什么？用哪些词表达？

www.islide.cc 34



拟用的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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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

谷歌

其他（查找

搜索引擎）

常规
百度学术

谷歌学术

必应

专业



反思：开放、海量网络信息下的信息真伪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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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威机构

2.不人云亦云，不信谣传谣，用思辨思维反复

考证,小心求证



Thanks

邓智心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信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