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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1.文献调研概述

 什么是文献调研

 文献调研的目的

 文献调研的步骤

1. 文献调研概述



 什么是文献调研

 文献调研，即文献普查；是根据科研工

作或课题需要，有计划、有组织地调查、

收集相关文献资料的工作过程。

1. 文献调研概述



 文献调研的目的

“我之所以比别人看的更远，是因为我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伊萨克•牛顿

1. 文献调研概述



 文献调研的目的

 了解与课题相关的前期研究工作进展
（已采用的研究方法、已得到的结论）

（研究背景、现状）

 分析和评价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理论、方法、材料、效果等方面可能改进之处）

 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新方法、想达到

的技术效果
（论文或课题的创新之处）

1. 文献调研概述



1. 文献调研概述

 文献调研的目的——了解来龙去脉

 哪些文献？
 最早的文献？

 最热门的文献？

 热门文献为何而热？

 叙述最全面的文献？

 哪些国家？
 机构分布在哪些国家？

 哪些国家做得比较好？

 哪些研究者？
 谁最早提出？

 谁是权威？

 谁解决了关键问题？

 哪些机构？
 哪些是一般机构？

 哪些是重点和著名机构？

 高等院校有哪些？

 研究院所有哪些？

 企事业研究机构有哪些？



 文献调研的目的

 写（研究）什么？——核心词：全

 广泛浏览各类型资料，全面了解某学科领

域的研究概貌（重点、热点、难点、发展

趋势）、关注前沿和热点，寻找兴趣点。

 怎么写（研究）？——核心词：新

 别人做了哪些研究？你为什么还要做？

你准备怎么做？你的研究有何优势？

1. 文献调研概述



 文献调研的目的——确定选题

1. 文献调研概述

 三定原则

 定方向

 定领域

 定课题

 既考虑工作需要，也要尊重研究兴趣，注重工作

的连续性与新领域的开拓，课题难易程度要考虑

研究能力



 文献调研是文献综述撰写依据

1. 文献调研概述

 文献调研是撰写文献综述的基础，文献综述是在

对大量的相关文献进行阅读并消化后的研究成果。

 文献综述
 对大量现有文献的调研，对相关课题的研究背景、

现状、发展趋势分析后所进行的较为系统的述评

（Review）

 文献综述要比较全面地反映与本课题直接相关的国

内外研究成果，尤其是近年来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趋

势，指出该课题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或提出相关

的评议



分析课题

选择数据库

确定检索词检索式

文献阅读与分析

文
献
检
索 调

整

 文献调研的步骤

1. 文献调研概述



文献调研概述

文献检索

文献阅读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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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2.文献检索

2.1 全面、合理地选择数据库

• 查全：文献类型、出版时限、地域范围、

概念范围

2.2 准确、规范的检索词及其逻辑关系

• 查准：准确的专业术语、正确的逻辑关系



 数据库 VS 搜索引擎

 数据库类型

 数据库选择原则

 数据库选择途径

 数据库选择顺序

 理工学科常用数据库

 数据库检索基础知识

2.1 全面、合理地选择数据库

2.1 全面、合理地选择数据库



 数据库 VS 搜索引擎

数据库 搜索引擎

数据质量

数据质量高、学术性
强，收录范围明确，
具有严谨性、规范性、
连续性

缺乏系统性、准确性、完
整性

检索功能
检索功能强大、
检索结果准确可靠

检索便捷，但仅仅提供搜
索引擎的功能、可检字段
相对较少

数据格式 输出格式统一
信息格式不固定，随不同
的网页或内容而发生改变

☆ 专业数据库是科技文献调研的首选

2.1 全面、合理地选择数据库



 数据库类型

全文型： 存储内容为各类原始文献的信息。又称一次文献数

据库。如： Elsevier SD 、中国知网

索引型： 存储描述如目录、题录、文摘等书目线索的数据库，

又称二次文献数据库。为用户指出获取原始信息的线索。 如：

EI Compendex、 Web of Science

数据、事实型： 存储内容来源于百科全书、名录、词典、手

册、年鉴和统计资料等参考工具书。如：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 (EB Online)

2.1 全面、合理地选择数据库



 全文库 VS 文献索引库

全文库 文摘索引库

收录范围
收录面狭窄，文献类
型比较单一

收录文献全面

收录时间
时间范围一般少于文
摘库

收录年限较长，部分检索
工具始于19世纪

功能与
全文获取

直接获取全文
文献分析功能强，超链接
获取全文

☆文摘索引库是全面检索最有效的工具

2.1 全面、合理地选择数据库



检索结果
28295

检索结果
2469

2.1 全面、合理地选择数据库

文摘库

全文库



选择文摘索引库检索

筛选分析检索结果

全文链接或文献传递 参考文献和被引文献链接

 如何利用文摘索引数据库

2.1 全面、合理地选择数据库



专指性- 学科范围

全面性- 期刊种类

综合性- 文献类型

数据库

选择原则

权威性- 出版者

连续性- 收录时间

 数据库选择原则

2.1 全面、合理地选择数据库



按学科 - 理工学科

按类型-期刊 文摘库 学位论文

按语种- 中文库 外文库

数据库

选择途径

 数据库选择途径

☆充分利用图书馆主页—数据库导航

2.1 全面、合理地选择数据库



数据库

2.1 全面、合理地选择数据库



按语种

按学科

按类型

理工学科

中文数据库
外文数据库



理工学科



 数据库选择顺序

先检索中文数据库，后检索外文数据库

优选文摘索引数据库

可以仅选EI、 Web of Science，不能仅选Elsevier

先检索综合性，后检索专业数据库

以单平台数据库为主，多库检索备选

单平台:可利用数据库的文献分析功能

多库:建议使用“发现系统”统一检索平台

2.1 全面、合理地选择数据库



发现系统

2.1 全面、合理地选择数据库



检索词

2.1 全面、合理地选择数据库



检索结果

在线全文

摘要



2.1 全面、合理地选择数据库



图书馆主页—服务—教学/培训—专题讲座

—第1讲：图书馆数字资源与服务概览

 理工科常用数据库

2.1 全面、合理地选择数据库



 理工科常用数据库

2.1 全面、合理地选择数据库



 理工科常用数据库

2.1 全面、合理地选择数据库



 理工科常用数据库

2.1 全面、合理地选择数据库



 数据库检索基础知识

2.1 全面、合理地选择数据库

 浏览

 浏览方式：字顺浏览、主题浏览、学科浏览……

 检索

 检索方式：基本检索/快速检索、高级检索、专业检索

 检索字段：题名(TI)、作者(AU)、出处(SO)、摘要(AB)、

出版年(PY)、主题(SU)、关键词(KY)等。

 提高检索结果的相关性和准确定

 字段限制范围的大小顺序：题名<关键词<摘要<全文

 不同数据库检索字段不同，字段标识也不一样



 数据库检索基础知识

2.1 全面、合理地选择数据库

 精炼检索

 检索结果处理

 排序浏览：相关度、出版日期、出版者、题名字顺、被引

频次、作者……

 检索结果保存：检索结果输出保存至文献管理软件

 检索跟踪

 利用数据库的个性化功能，定制检索跟踪，获取最新文献

资料。

二次
检索

作者 机构
文献
类型

学科
类别

研究
方向

……



 检索词

 检索式

 检索技巧

2.2 检索词及检索式

2.2 检索词及检索式



 检索词

检索词：指表征研究课题主要概念的关键性

词语，是构成检索提问式的最基本单元。

检索词通常从课题的主要概念（课题名称、

采用的具体技术/方法、新颖点）中提取。

2.2 检索词及检索式



① 选择学科专用术语、规范用语

② 选择意义明确的词语

③ 同义词、近义词、缩略词

④ 不使用过长词组或短语

 检索词

检索词的要求

2.2 检索词及检索式



● 避免空泛词：
比较泛指、检索意义不大的概念，如“发展”、“趋势”、
“现状”等；外延十分宽的概念，如“工艺”、“分析”、
“应用”，以及诸如“有机物”、“无机物”等；

● 泛指的主题概念词，选用包容特性的具体内容来
表达
例：水果贮藏（apple or pear or ……）and storage

● 按层级选择上位词和下位词：
例：玉米同功酶：
当isozymes 检索结果不理想时，可选择 Enzymes

● 充分发掘隐含的相关词：
学名和俗称 简称和全称 英文不同拼写法 单复数形式

 检索词

选择检索词应注意的问题

2.2 检索词及检索式



Company Logo

从已有的文献中收集

利用数据库词表及功能

收集检索词

 检索词

收集检索词的途径

2.2 检索词及检索式



 方法一：从已有的文献中收集
以课题主要概念作为检索词，在相关数据库中试检，从
题名、摘要、关键词中收集规范词、同义词

Middle
temperature

Moderate
temperature

2.2 检索词及检索式



 方法二：利用数据库主题词表
主题词表是许多数据库对文献资料进行主题分类的依据。
比较成熟的研究主题，可以从主题词表中查找

Controlled 
term

2.2 检索词及检索式



选择合适的、规范化的检索词，

使用时，在上方对话框中输入
自身的检索词，查对数据库合
适的受控的检索词，更能检索
到符合内容的信息。

 方法二：利用数据库主题词表

2.2 检索词及检索式



同义词
检索

精确检索

相关词汇
检索

浏览
检索

 方法二：利用数据库主题词表

2.2 检索词及检索式



相关词汇
检索

 方法二：利用数据库主题词表

2.2 检索词及检索式



 方法二：利用数据库主题词表

广义词
（上位词）

相关性词 狭义词
（下位词）

精确检索

2.2 检索词及检索式



浏览检索

 方法二：利用数据库主题词表

2.2 检索词及检索式



 英文检索词的获取

使用工具书（各类科技词典）
、网络、数据库；

收集中文文献中的英文关键词
写法；

推荐：CNKI翻译助手

试查相关英文数据库，扩展、
变更检索词；

2.2 检索词及检索式



检
索
词
+
组
配
符
号

检
索
式
的
编
制

逻辑运算符（logical operator）

位置算符（Proximity operator）

通配符（wildcard character）

 检索式

2.2 检索词及检索式



逻辑运算符
检索包含所有关键字的数据
连接限定词，系统默认，缩小检索
标题：Information AND  retrieval

检索同时含有二个关键词的数据

检索的数据中至少含有一个所给关键字
连接同义词，词的不同表达方式，扩大检索
标题: aspartame OR saccharine OR sweetener*

检索至少含有一个关键字的数据

排除含有某一特定关键词的数据
标题: aids NOT hearing

检索含有“aids”的数据，排除含有“hearing”的文献

 检索式

2.2 检索词及检索式



位置算符与词组检索

比如：W

两侧的检索词必须紧密相连，除空格
和标点符号外，不得插入其他词或字
母，两词的词序不可以颠倒
Ad=“tsing* W beijing”

词间不能插词 词序不能改变 只能用
主题词检索字段
“energy conservation”

☆不同检索系统的位置算符，其表示方法会有所不同；

使用位置算符前需阅读检索系统指南

位置算符

词组检索

W、nW、
N、nN、
F、S 

“ ”

 检索式

2.2 检索词及检索式



通配符

右截词：利用它可以只输入检索词起始部分实现一
簇词的检索，避免漏检
标题：Patent* 

命中Patent  Patents  Patentable Patented 

有限截词：问号个数代表字符数，避免漏检
标题: fib??

命中 fiber  fibre

☆词干相同词尾不同 ☆英美拼法不同

☆单复数形式不同

*

?

 检索式

2.2 检索词及检索式



运算优先次序

 运算符在数据库中是有执行顺序的

() →W →NOT→AND →OR

 变更顺序的方法：用括号改变

例1：Double suction and pump* and Small or mini* 

or shaftless

例2：Double suction and pump* and (Small or mini* 

or shaftless)

☆检索词比较少、检索式比较简单时，建议使用标准检索

☆检索词比较多、逻辑关系比较复杂时，建议使用专业检索

 检索式

2.2 检索词及检索式



查准率低

选用主题(Subject/Title/Abstract)检索字段，利用
检索式 ，进行文献检索，检索结果更全面、准确。

① 主题：通常包括文献题名、文摘、关键词等字段

② 题名/关键词：重点突出、查准率高

查准率: 题名>关键词>摘要>全文

 检索技巧

2.2 检索词及检索式



检索结果过多——缩检

增加检索词：在检索结果的基础上进行二次检索

选择更专指的检索词下位词，排除无关概念

限定检索范围：检索字段、时间、文献类型

使用“词组检索”或用位置算符替代“AND”算符

 检索技巧

2.2 检索词及检索式



检索结果过少——扩检

增加同义词、近义词

选择更宽泛的检索词、上位词

减少检索范围限定：检索字段、时间、文献类型等

用“AND ”算符替代位置算符或词组

使用通配符(*)

 检索技巧

2.2 检索词及检索式



文献调研概述

文献检索

文献阅读与分析

1

2

3

主要内容



3.文献阅读分析技巧

3.1 文献收集重点

3.2 文献分析技巧

3.3 文献管理软件



先看综述(review) 再看研究论文

了解研究领域的框架、大方向

熟悉研究重点和焦点

了解研究的创新所在

参考文献多

☆ 应作为起步文献加以利用

3.1 文献收集重点

3.1 文献收集重点



 快速获得重要综述文献

重要的综述文献源

Annual Review 全文期刊数据库

出版41种权威综述期刊

 30多种为SCI顶级核心期刊

 19种期刊的影响因子学科第一

均为特约作者 不接受投稿

☆ 查看摘要 文献传递获取

3.1 文献收集重点



有关“分子自组装－
Molecular Self-assembly”
的文献有731篇

在文献类型选项下选择“综述
-Review”，点击“精炼”

 快速获得重要综述文献

3.1 文献收集重点



 快速获得重要综述文献

General review

3.1 文献收集重点



优点

① 数据图表充分详尽

② 参考文献丰富全面

③ 可得到课题研究现状综述

④ 学习学位论文的写作方法

 注重学位论文的检索

3.1 文献收集重点



学位论文库

CNKI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CNKI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

ProQuest-Dissertations & Theses(PQDT)

ProQuest博士论文全文:主要收录了来自欧美国

家2000余所知名大学的优秀博硕士论文

本校学位论文数字资源平台

 注重学位论文的检索

3.1 文献收集重点



优点

① 反应新成果更快于期刊

② 收集最近1至2年 最多3年会议论文

③ 利用会议论文数据库

④ 学会/协会网站和专业论坛查找

会议论文库

 CNKI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万方数据-学术会议

Web of Science-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CPCI-S)

 跟踪最新的会议文献

3.1 文献收集重点



优点

① 出版迅速、传递信息快、能及时反映最新技术

② 成果、专利文献中注重技术细节的描述

专利、标准、成果库

国际专利分类表

上海知识产权（专利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检索系统

欧洲和WIPO专利查询

Web of Science-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万方数据-科技成果、标准

 IEEE 标准

 注重专利文献检索

3.1 文献收集重点



 寻找高品质期刊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数据库

检索期刊的影响因子，根据Impact Factor（影响
因子）排序，获取被引数量最高的期刊

 Impact Factor越高，被该刊物收录的文献引用的

次数也越高，期刊的影响力也越大，即被称作高
品质期刊

3.1 文献收集重点



 阅读本领域的主要研究者/机构的文献

如何知道主要研究者/机构

利用数据库的分析功能获取

机构

3.1 文献收集重点



 阅读高被引次数的论文

被引次数是判断一篇论文是否有影响力（价
值）的一种比较直观和比较有效的方法。

被引频次

（降序）
被引频次

2567

高被引

3.1 文献收集重点



利用文摘数据库分析功能

从Web of Science文献分析功能了解学科态势

作者：了解课题相关研究的权威作者

机构名称：了解课题相关研究的著名研究机构

出版年：了解课题研究发展趋势

来源出版物：了解本领域重要或顶级期刊

学科类别：了解课题跨学科发展情况

3.2 文献分析技巧

3.2 文献分析技巧



3.2 文献分析技巧

课题: Molecular Self-assembly

分子自组装

标题字段

时间字段



3.2 文献分析技巧

有关“分子自组装－
Molecular Self-assembly”
的文献有1624篇

在文献类型选项下选择“综述
-Review”，点击“精炼”



3.2 文献分析技巧

综述文献有127篇

出版日期

（降序）

立即锁定最新的综述文献



3.2 文献分析技巧

被引频次

（降序）

按被引频次排序 就可以立即
锁定高影响力的综述文献

2087次

518次

创建

引文报告



3.2 文献分析技巧



3.2 文献分析技巧

最热文献发表于2003年，2087
次被引频次中近4年被引629次

被引最热文献



3.2 文献分析技巧

作者其他
文献

被引文献

全文链接 Endnote Web



3.2 文献分析技巧

被引频次

排序(降序)

2087次

最热文献作者的
文献2327篇



3.2 文献分析技巧

有关“分子自组装－
Molecular Self-assembly”
的文献有1624篇

在作者选项下选择第一高产作
者，点击“精炼”



3.2 文献分析技巧

高产作者14篇文献



3.2 文献分析技巧

在来源出版物选项下选择高品
质期刊，点击“精炼”



3.2 文献分析技巧

有关“分子自组装－
Molecular Self-assembly”
的文献有1624篇 分析检索

结果



3.2 文献分析技巧



个人文献管理软件

建立个人文献数据库

组织、管理获取到的文献

对个人的文献数据库进行快速检索

按特定格式要求快速插入参考文献

导出/导入、备份/恢复个人文献数据库中的内容

3.3 文献管理

3.3 文献管理



3.3 文献管理

图书馆主页—服务—教学/培训—专题讲座

2019-2020学年秋季学期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利用专题讲座

数据库商培训课件及在线培训课程

3.3 文献管理



总 结

 选题要小 但查阅文献的范围要大

 利用文摘索引库全面检索

 采用主题字段并利用检索式进行检索

 巧用数据库的文献分析功能

 运用文献管理软件进行文献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