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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机构和组织资源的认知和辨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麻省理工大学图书馆.

.



网络信息批判性地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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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

不跟风，不被情绪裹挟，要独立判

断

客观

实事求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善于追踪溯源

利用各种工具和途径多方求证、回

溯源头

时间来证明

the time may prove all



华南农业大学（https://www.sc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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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cau.gov.cn/


哈佛大学（https://www.Harva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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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arvard.edu/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https://www.nsf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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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sfc.gov.cn/


国家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http://www.nops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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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资源简介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www.lib.sc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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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b.scau.edu.cn/


清华大学图书馆（https://lib.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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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图书馆（http://nav.lib.tsinghua.edu.cn/xport/dbd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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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图书馆（https://www.lib.pku.edu.cn/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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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图书馆（https://www.lib.pku.edu.cn/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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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图书馆（https://library.harva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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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图书馆（https://library.harva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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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图书馆（https://library.harva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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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阶段常用的资源



本科阶段常用的资源

搜索引擎

常规搜索引擎：百度、搜狐、雅虎、谷

歌等。

专业搜索引擎：百度学术、谷歌学术、

必应、SpiScholar学术资源在线等。

外文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pubmed，……

中文数据库

综合数据库：CNKI，万方，维普，超星，

皮书，专利数据库……

专业数据库：Wind经济数据库，北大法

宝、EPS全球统计数据平台

本科毕业阶段注重对大学已学知识的总结和回

顾，通过毕业论文来系统锻炼大学生解决问题

的能力。

https://lib2.scau.edu.cn/esourceController.do?db&page=dbdetail&siteCode=portal&dbid=1304


检索技术及实例演示



检索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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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词符号

Comput*：具有相同词根的有多个字母不同的所有词。

Wom?n:具有相同词根的只有一个字母不同的所有词。

字段限制：

限制检索条件出现在指定字

段。

上位、下位概念（词）

扩大或缩小检索概念（词）

布尔逻辑运算符

逻辑与（and），逻辑或

（or），逻辑非（not）

精确检索

“检索词”，{检索词}

位置算符

W/n:有顺序的位置关系

N/n：没有顺序的位置关系

Same：检索词在同一个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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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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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opamine or OA ）and (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 and (Adult lays eggs or female 

reproduc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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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opamine or OA ）and insect* （进一步扩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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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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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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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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要素要辨析：检全、检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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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表达及拓展：
上位概念，相关概念，

下位概念，……

检索概念概括事物的本质，
检索词仅仅描述事物，一个检
索概念因地区、国家、表达场
合、所属专业、所在时代等不
同而用词有所不同，所有表达
概念的用词均可做检索词。

针对概念的表达及拓展：
同义词，近义词，
上位词，下位词，学名，商

品名……

上
位
概
念

下
位
概
念

上
位
概
念

下
位
概
念

相关概念

多种实蝇类



实例演示：以CNKI为例((章鱼胺 and (桔小实蝇 + 橘小实蝇 + 实蝇 + 蝇 + 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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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演示：以CNKI为例((章鱼胺 and (桔小实蝇 + 橘小实蝇 + 实蝇 + 蝇 + 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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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演示：以CNKI为例((“劳动与社会保障”and 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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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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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
经验

2

31

4

阐明概念，厘清概念的内

涵、外延：上位、下位、

相关概念

先搜索引擎

用搜索引擎等查找，初步找出
表达检索概念所有的词的表达

形式

试探检索表达

用最核心的2个概念先查

找，了解研究背景

先大范围查找

尽可能了解课题，了解

概念的不同表达用词和

表达方式

先用中文数
据库查找



实例演示：以web of science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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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以web of science（(Octopamine or OA) and (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 or Tephritidae or Bactrocera or ins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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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以web of science（(Octopamine or OA) and (egg or fema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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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查找角度：章鱼胺对雌性产卵（生殖）的影响



实例：以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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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以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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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邓智心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信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