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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利用专题讲座-学科研究与写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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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文献调研概述1



什么是文献调研

在论文选题和开题阶段，通过信息检索的方式，对

相关课题的文献进行全面、系统搜索、阅读分析，

掌握该领域的重要相关文献，以便明确：

初选课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

初选课题的现有水平和在国内外的研究状况，以及是否

达到或接近国内外先进水平；

课题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有待改进之处；

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创新。



一组数据

据美国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统计：



文献调研的重要性

1
• 选题依据

2
• 撰写文献综述的基础

3
• 提出创新点的依据

4
• 开题报告/课题立项书的要求



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
 �用来介绍和证明将要开展的课题的研究目的、意义、作用、目标

的说明性文件

目的是为了阐述、审核和确定所选课题的研究意义

开题报告包括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国内外的发展现状、趋势（文献综述）

选题内容、拟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创新点）

预期达到的水平及所需的科研条件

工作量、工作进度计划



准备开题（一）

撰写文献综述

查找相关文献
• 普及性:了解基础知识、学科水准、学科进展与发展趋势

• 针对性:了解研究焦点与热点，了解已/正/将进行的课题

• 全面性:了解课题起源、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研究方法、技
术手段

阅读相关文献
• 阅读大综述文献（General Review）

• 阅读专论综述（Monograph Review）

• 阅读各类权威文献（理论、应用、实验、…)



准备开题（二）

寻找创新点

扫盲性、全面性阅读文献
• 浏览所有师兄、师姐的文章、论文

• 浏览科学基金项目的立项报告（含批准、未批准）、结题报告、
横向课题报告、咨询报告、查新报告

寻找问题、分解问题
• 多听名家讲座、多读相关论文，多渠道了解现存问题

• 关注当年国家基金（自然、社科、863，973等）申请指南和已
经中标的基金项目

浏览多主题、交叉学科期刊，特别是热门文献
• 不以某主题词检索文献，以浏览方式阅读顶级期刊每篇文献



现有开题报告中的不足

文献调研力度不够，对研究背景了解不够深入，对该方

向的国内外具体进展了解不够全面、详细

写好开题报告的关键

• 全面收集相关文献，并认真研读、分析这些文献

• 了解所研究的课题，找到合适的切入点

文献调研的深入和全面，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开题报告的

质量



文献调研的关键

检索

• 综合运用数据库、检索工具全面检索相关文献

阅读和分析

• 把握课题历史发展态势

• 通过高被引综述、文献，或学位论文，来确认关键相关文献、

核心研究者及机构

• 了解课题最新研究进展

写作

• 依据学术规范完成文献综述、研究内容、思路、方法、创新点

的阐述



文献调研的原则

全面
• 文献类型

– 期刊论文：反映最新研究成果、权威、量大

– 专著：内容翔实、阐述详尽、系统

– 学位论文：阐述全面、细致，具有独创性，对于研究生开
题必不可少

– 会议论文：反映新成果更快于期刊论文

– 专利、研究报告、科研成果：课题研究不可忽视



文献调研的原则

全面
• 出版时限

– 目的不同，检索的时限要求也不同

– 一般15-20年，社科类时限会更长

• 地域/语种
–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学科研究优势不同

– 不应忽视地域/语种差异

• 概念范围
– 学名、俗称、缩写



文献调研的原则

准确
• 规范、准确的检索词

– 本领域被广泛认可使用的专业术语

– 实意词

• 合理的逻辑关系
– And 并且 与

– Or 或者 或

– Not 不包括 非



文献调研的过程及实用技巧

管理学文献检索工具举要

文献阅读、分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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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调研的过程

文献调研阶段

确定主题后

的文献调研

确定题目后

的文献调研



文献调研的过程

确定主题后的调研

1 确定主题后，进行泛研究（了解概貌）

3
泛读—重点阅读文章摘要、引言、结论
了解 热点、前沿、新颖点，并收集规范词、同义词

2
尽可能完整收集该领域所有国内外文献
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图书、研究报告等

4
确定研究方向
研究背景+当前研究热点+自身兴趣点



文献调研的过程

泛调研期间主要利用各种文摘索引、书目数据
库，例如Web of Science

文摘索引、书目数据库有助于对确定主题相关
文献进行全面的把握

确定主题后的调研



确定主题后的调研

文摘与索引数据库

将大量分散的文献，以学科领域为原则选取相关部分
（核心期刊、核心文献），以简炼的形式做成摘要，
并按一定的方法组织排列起来的检索工具
• 收录文献类型较多（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图书章节等）

• 收录地域范围广（在全球范围内确定核心期刊）

• 收录年限较长（部分检索工具始于19世纪）

• 对收录信息进行加工，便于受控词检索（主题词、分类号等）

• 数据库本身不提供全文，但可通过系统间互连获取全文

文摘与索引数据库的优势

与搜索引擎比，提供更多相关准确的检索结果

提供许多图书馆无力购买的权威性的文献信息



文献调研的过程

确定题目（方向）后的调研

1 精调研－关注与题目相关的理论及研究方法

3 精读全文－提取有帮助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观点

2
有针对性地查找，掌握“经典＋前沿”文献

文摘索引数据库＋全文文献

4 确定实施方案（技术和方法的创新）



文献调研的过程

Get the most updated and accurate 

information (currency)!

Not to miss any important information

(completences)!

文献调研的根本目的



文献调研的过程

选题要小，而查阅文献的范围要大。

视野是有主次的，通过其他领域文献的检索和

阅读，有助于发现新的研究视角，开阔研究思路。

调研应该贯彻在整个研究过程中。

文献调研的视野



文献调研的过程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往往需要从宏观上把握某一

研究领域或专题的主要研究成果、最新进展、研究

动态、前沿问题或历史背景、前人工作、争论焦点、

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等内容，可以通过检索综述性

文献来方便高效地找到信息。

综述性（Review）论文的利用



文献调研的过程

●综合性 ●描述性

●扼要性 ●评价性

是综述性论文的特征。在泛调研和精调研阶段

均应作为“起步文献”加以利用

综述性（Review）论文的利用



文献调研的过程

综述性论文突出的特点是包括大量的参考文献



文献调研的过程

Web of Science－Refine

在“文献类型”选项中选择“综述－

REVIEW”，然后点击“精炼”按钮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

选
择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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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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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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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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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检索结果

获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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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检索策略

需
求
分
析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1-需求分析

明确课题的学科范围

明确课题的研究主题

明确课题的信息需求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2-选择数据库

选择数据库

专业数据库是首选

• 具有严谨性、规范性和连续性，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 数据库检索功能强大，检索结果准确、可靠性强。

了解图书馆资源中与本学科相关的数据库。

• 浏览数据库导航或咨询学科馆员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2-选择数据库

选择数据库：

检索数据库的顺序

先国内再国外，即先中文后外文。

充分利用文摘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

文摘数据库检索出来的相关文献全文可通过全
文数据库及印刷版期刊、书籍获取。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2-选择数据库

中文常用数据库
期刊论文：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中国期刊全
文数据库、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学位论文：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
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学位论文文摘数据库

会议论文：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学术
会议论文文摘数据库

科技成果：中国科技成果数据库

专利文献：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库、中国专
利信息中心中国专利数据库检索系统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2-选择数据库

常用的外文文摘数据库
期刊论文：

• Web of Science （SCI、SSCI、AHCI）

学位论文：

• PQDT（ProQuest博硕士论文文摘数据库）

会议论文：

• ISI Proceedings（ISTP、ISSHP）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2

选择数据库：按文献类型选择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2

选择数据库

按文献类型选择-

-电子期刊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2

选择数据库

按文献类型选择—

—电子图书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2

选择数据库

按文献类型选择—

—电子报纸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1

选择数据库

按文献类型选择—

—学位论文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2

选择数据库：按学科选择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2

选择数据库：按学科选择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2

选择数据库：按学科选择
推荐：清华大学图书馆——数据库-数据库导航—按分类浏览数据库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2

选择数据库：按学科选择
推荐：清华大学图书馆——数据库-数据库导航—按分类浏览数据库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2

选择数据库：按学科选择
推荐：北京大学图书馆——数据库-浏览—按学科浏览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3

确定检索词:选最有代表性、最能说明问题、通用的、
规范的、具体的检索词。忌组合词、自建词

1
• 利用已有的专业知识（靠积累）

2
•利用已有文献（题名、中英文关键词等）

3
•考虑近义词、同义词及缩写和全称（全面）

4
•避免介词、连词等禁用词，如the 、for等（惯例）

5
•利用数据库的主题词表、索引等（熟悉数据库）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3

如何确定检索词-1

明确

检索课题

拆分成

概念单元

用词

表达概念

最重要的概念

排在最前面

检索词可分为两大类：
◆描述文献主题内容的词
主题词、关键词、分类号等

◆描述文献外部特征的词
著者、著者单位、出处、访问号( access number）等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3

如何确定检索词-2
通过已有的知识获得（工具书、平时搜索专业词汇）

通过已有文献获得（滚雪球法）

性别收入差距

gender wage gap
通过已有

知识获得

通过已有

文献获得

(gender or (male and female) or sex) AND
（wage or earning*or income or pay) AND
(gap* or inequality or differentials)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3

Title（gender wage gap）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中出现
的其他同义词: 
pay/income等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3

输入的检索词 检索结果中出现
的其他同义词：

差异、男女、不平等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3

获得英文关键词：

Earning differentials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3

如何确定检索词-3

◆越具体/专指越好，避免选择一词多义、含义泛指、模糊的词

◆同义词、相关词、近义词、缩写与全称、专业术语与通俗称谓的选择

（Computer aided  instruction、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

◆应多用有实际意义的名词，“management game”-管理博弈

◆去掉介词、连词、冠词等停用词（Stop words：the, is, for）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3

如何确定检索词-4

subject, descriptor (主题词)

主题指文献所要表达的中心思
想、所讨论的基本问题、研
究的对象等

用可代表这些中心思想、
基本问题、研究对象的词

语（被称为主题词），对
每一篇文献进行标引

使文献内容获得很
高的显示度

词语的含义明确，
专指性强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3

如何确定检索词-5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3

如何确定检索词-6

subject, descriptor (主题词)

◆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语词
（controlled-terms ）

◆主题标引的依据是“主题词表

◆主题词检索是主要检索点

◆检索时要使用数据库使用的

主题词表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3

如何确定检索词-7
利用数据库的浏览索引

检索字段及其对应的索引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3

如何确定检索词-8
1、勾选主题词

2、添加主题词到检索框中



如何确定检索词-实例

找出隐含概念

例：“唐山综合防灾研究”

唐山 城市
• 由于唐山是一个城市，该项目实际为“城市综合防
灾的研究”

灾害 地震、 洪水、火灾

研究 决策支持系统、专家系统
• 所采用的研究手段是决策支持系统和专家系统。



如何确定检索词-实例

主要概念：

城市、地震、洪水、火灾、决策支持系统、
专家系统

数据库检索结果：

在中国知网期刊库中检索（1976-2019）采
用主题（题名+关键词 +摘要）字段

检索式1：唐山*防灾*研究，

检索式2：城市*(地震+洪水+火灾)*(决策支持系
统+专家系统)



如何确定检索词-实例

确定检索词

举例：利用已有的专业知识

课题名：库存控制模型研究

 初步确定检索词：库存 控制 模型

 利用已有专业知识：EOQ模型、Newsboy模型等为该领域常用模型

 增加检索词：EOQ、Newsboy

 检索结果：较为理想



如何确定检索词-实例

确定检索词

举例：近义词、同义词、缩写及全称等

 “计算机辅助翻译”

英文词：Computer Aided Translation

缩 写：CAT

 “第三方物流”

英文词：Third Party Logistics

缩 写：TPL

 “社会保障”

近义词：社会福利、养老保险等



如何确定检索词-实例

确定检索词

举例：利用主题词表——EBSCO(BSP)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4

构
造
检
索
式

检
索
词
+

连
接
组
配
符
号

逻辑运算符

位置算符

通配符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4

构造检索式

用逻辑算符NOT、AND、OR连接检索词

优先顺序为：NOT    AND    OR

外文库

中文库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4

构造检索式

利用通配符涵盖检索词的各种变化（常用于英文检索词）

？：中截断，替代一个字符

* ：右截断，替代任意个字符

例：

wom?n 可查找：woman、women

organization*可查找：organizations、organizational等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4

构造检索式

用位置算符限制检索词的位置关系（不常用）

常见有：

Within(W):

此算符两侧的检索词必须同时命中，且先后次序不得颠倒。

Near(N)：

此算符两侧的检索词必须同时命中，但次序可以颠倒。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4

构造检索式

设定词频（不常用）：

指检索词在相应检索项中出现的频次

词频为空：表示至少出现1次

如果为数字(例如3)：表示至少出现3次



构造检索式实例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employee stress 

基本检索式如下，请思考完整的检索式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4



构造检索式实例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4

(employee* OR worker*) AND 

(stress OR anxiety OR tension OR strain OR pressure ) AND 

(organi?ation* change*)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5

调整检索式

最终检索结果

不断调整检索式

试探性检索



文献调研的具体步骤5

检索结果过少

选择更宽泛的检索词，采用上位类词检索，增加同义
词、近义词等

取消或放宽检索限定，如检索年限加长，检索学科范
围扩大、检索语种增多，文献类型增多等

增加或修改检索入口，如放宽到文摘、全文中检索等

调整组配算符，如改“and”为“or”、用“与”算
符替代位置算符等

检索结果过多

方法与上述相反

调整检索式



文献调研的检索建议

建议：
选用主题（Title/ Abstract/ Subject）
检索字段，并利用检索式进行文献检索，
检索结果全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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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高到低：题名>关键词>文摘>主题>全文

• 查全率 由高到低：全文>主题>文摘>关键词>题名



文献调研的实用技巧

利用DB分析功能来确定关键文献

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获取全文-检索全文数据库

利用文献管理软件（如NE）构建参考文
献库



文献调研的实用技巧-1

利用DB分析功能来确定关键文献

• CNKI数据库 (中国期刊网)

– 分组分析：作者、基金、年份、机构……

– 排序：被引颇次、发表时间……

• ISI Web of Science (SCIE, SSCI, A&HCI, ISI 

Proceedings) 

– WOS的分析能够处理10万条记录，对15个字段的深入分

析：作者, 机构, 基金, 文献类型, 学科, 年代……



示例-CNKI
在检索框输入检索词

按被引频次排序

点击查看被引频次较高的全
文对于该问题的表述

查看被引频次最高的综述文献，来
确定关键问题、作者及相关文献



示例-CNKI

查看高被引综述文献的参考文
献、引用文献，以了解主题发
展脉络，并确定关键文献、作

者及最新进展



示例-Web of Science 

选择综述文献进行精炼

将综述按被引颇次排序,选择被引较
多的文献阅读,根据其参考文献确定

此主题领域的关键性文献



示例-Web of Science 

查看高被引文
献的引用文献

查看高被引文献的参考文献



示例-Web of Science 
点此,可对检索
结果进行分析



选择所要分析的字段,如作
者,年代,基金出版物等

按作者分析得
到的结果

可将分析数据保存到文件



文献调研的实用技巧-2

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 期刊最新目次推送

–创建数据库个人用户帐户——选择要订阅的期
刊——应用其ALERT、或RSS功能——即可从
EMAIL或订阅中查看到最新期刊目次

• 检索定制

–保存有价值的检索式——设置为ALERT——数据
库会定期将最新研究结果发送到所填写的信箱

• 引文跟踪



示例-EBSCO-BSP

设置最新期刊最新目
次提醒界面



文献调研的实用技巧-3

获取全文-检索全文数据库
• Emerald全文和文摘期刊数据库

• EBSCO (ASC, BSC, CMMC)

• ProQuest ABI/INFORM

• JSTOR西文过刊全文库

• Elsevier (Science Direct)

• CNKI数据库 (中国期刊网)

• 万方数据检索系统

• 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原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获取全文

利用发现系统（图书馆主页-中文发现和
外文发现）中的全文链接



利用Google Scholar获取全文

示例：在Google Scholar中搜索“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可获取全文



利用Google Scholar获取全文

直接点击有PDF标识的
检索结果，获取全文



利用馆际互借/文献传递服务获取全文

注册用户，在系统中提交馆际互借申请

纸本文献馆际互借，如图书等，一般以
复印形式给到全文

文献传递申请，一般申请提交成功后1-5
个工作日可获取全文



文献调研的实用技巧-4

利用文献管理软件（如NE）来构建参考文献库
• NoteExpress具备在线检索数据库、导入参考文献/题录、管理参考文
献、协助写作的功能

• 下载地址：图书馆主页-数据库-数据库导航-NoteExpress参考文献管
理软件

NE使用要点：
• 按课题研究框架,在NE中建立参考文献文件夹，并导入参考文献/题录

• 检索不同数据库, 将检索结果导入到相应文件夹

• 利用NE”在线检索数据库” 功能, 直接在NE界面检索数据库(如CNKI、
万方、 维普、 Web of Science、Elsevier、JSTOR、Emerald、
SAGE、Wiley等), 将检索结果保存到文件夹

• 在浏览器中检索

• 手工录入



示例-NE

选择在线检索的数据库



示例-NE 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
字段，进行检索

检索结果

选择要将检索结果保
存到个人数据库的某

个文件夹中



示例-NE

双击在线打开全文
链接，到全文库中

阅读全文



利用文献管理软件NE来构建参考文献库

对于从不同数据库检索得来的参考文献

–可利用NE“文件夹信息统计”功能，按作者、出

版物、年份、期刊、机构、关键词等来统计分析

及查看

–NE数据库结构中的“组织”，也可实现对相关

文献的简要分析



利用文献管理软件NE来构建参考文献库

按关键词分析
得到的结果

文件夹信息统计

选择要分析的字段



利用文献管理软件NE来构建参考文献库

从NE树形结构组织中，
亦可查看作者、关键词、
期刊、年份等分析形式



利用文献管理软件NE来构建参考文献库

利用NE的写作功能，实现边查边写边引用，并按期刊/
学位论文格式要求，自动生成格式规范的参考文献



利用文献管理软件NE来构建参考文献库

下载安装NE后，其工具栏会
显示在WORD文档上方

2、在论文的引用之处，
自动插入参考文献所显

示的引文标识

3、文后按所选择的期刊/学
位论文论文参考文献格式要
求自动生成参考文献列表

1、在NE中选中要插
入的参考文献后，点

击“插入引文”



文献调研的过程及实用技巧

管理学文献检索工具举要

4

2

3



管理学文献检索工具举要

数据库的角色

提供更多相关准确的检索结果和权威性的文献
信息

如果权限允许，可以直接获取全文

搜索引擎的角色

信息全但杂，与专业数据库的对接

开放获取资源的检索

Google学术搜索



常用文献的出版类型

管理学学科常用文献类型

图书(book, monograph)

期刊(serial, periodical)

报纸(newspaper)

会议文献( conference paper)

学位论文(thesis, dissertation)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维普、万方、超星

●Web of Science－SSCI 、A&HCI
●Jstor/Elsevier/Emerald/Sage/Proquest/Ebsco

图书

期刊论文

报纸

●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中国优秀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CNKI）

●Web of Science-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CNKI）

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

管理学文献类型及检索工具举要

●馆藏目录

●Calis联合目录、WorldCat（FirstSearch）

●超星电子书（读秀）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CNKI）

●EBSCO--Newspaper Source



管理学文献检索工具举要

EBSCO-BSC
Business Source Complete (商业资源数据库)

• Business Source Premier(BSP)的升级版本。除完全覆盖原BSP的所
有收录内容外，BSC还在文献收录种类和内容上做了大幅度升级与扩
展。

• EBSCO最完整的商管财经全文数据库，现收录6200多种期刊索引及摘
要，其中近3,800种全文期刊(1,960多种为peer-reviewed同行评审)；
另外BSC中包括近千种书籍专著，超过110万份的企业背景介绍，
1,200多种国家经济报告，8,200多份行业报告，10,500多份对全球知
名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财经分析家的访谈录，2,600多份市场研究
报告，4,200多份SWOT分析等等。

• BSC还特别收录了以下独家财经文献：Bernstein Financial Data 伯
恩斯坦金融数据、晨星基金股票分析出版品、美国会计师协会出版品、
Richard K. Miller & Associates 市场研究报告、非英语系国家的
商学文献资源、900多篇案例分析（其中680多篇全文）、特别收录哈
佛大学知名教授的57段研讨会视频(seminar video)。



管理学文献检索工具举要

ProQuest子库

ABI/INFORM®系列数据库：

• ABI/INFORM Achive Complete：收录商业、金融、

经济学学科的历史期刊，共有141种。数据从1905－

1985年。

• ABI/INFORM Dateline：收录商业、经济学学科的地

方性或地域性出版物，共有175种。数据从1985年至

今。



管理学文献检索工具举要

ProQuest子库

ABI/INFORM®系列数据库：

• ABI/INFORM Global：收录商业、金融、经济学学科

的期刊、公司概况和华尔街杂志，共有2722种。数

据从1971年至今。

• ABI/INFORM Trade & Industry：收录商业、经济学

学科领域内的商业部门期刊和时事通讯，共有1197

种。数据从1971年至今



管理学文献检索工具举要

Elsevier ScienceDirect数据库
荷兰爱思唯尔（Elsevier）是一家经营科学、技术和
医学信息产品及出版服务的世界一流出版集团，已有
180多年的历史。

ScienceDirect(SD)系统是Elsevier公司的核心产品，
是全学科的全文数据库。其中约60％的期刊被ISI Web 
of Science收录。

我馆订购商业管理与会计、经济学与金融学、环境科
学、心理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等学科库。全文年
限2004年至今。

http://www.sciencedirect.com/

http://www.sciencedirect.com/


管理学文献检索工具举要

Wiley Online Library电子期刊
Wiley Online Library电子期刊数据库有1234
种期刊，涵盖学科领域包括社会科学及人文、
商业、经济、管理等。期刊100％为同行评审期
刊，66％被SCI/SSCI/A&HCI收录。我馆可访问
1997年以来的期刊全文。

http://www.interscience.wiley.com/ 



管理学文献检索工具举要

Sage电子期刊
SAGE出版公司于1965年创立于美国，与全球超过245家
专业学术协会合作出版高品质学术期刊、百科全书和
专著。SAGE期刊100％为同行评审，其中183种人文社
科类期刊被2007年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
我馆购买SAGE现刊数据库和过刊全库。

SAGE Premier（现刊全库，1999年至今）：可在线访
问480余种高品质学术期刊全文，学科范围涉及人文社
科、科技和医药等40个学科领域。

SAGE Deep Backfile（过刊全库）：包含SAGE出版的
354种学术期刊回溯全文，回溯年限为第1卷第1期（如
有）至1998年，涵盖社会及人文科学、经济、管理等。

http://online.sagepub.com 



管理学文献检索工具举要

Kluwer Online Journals

Kluwer Acdemic Publisher是荷兰具有国际声
誉的学术出版商。Kluwer Online Journals是
其出版的600余种期刊的网络版，提供基于互
联网的Kluwer电子期刊的查询和阅览服务，

收录内容涵盖工商管理、计算机和信息科学、
人文社会科学、艺术、语言学、运筹学/管理
学、哲学等24个学科专题。

http://kluwer.calis.edu.cn/

http://kluwer.calis.edu.cn/


管理学文献检索工具举要

JSTOR
专门收录过期学术期刊的全文数据库，每种期
刊收录年限不同，有些过刊回溯年代早至1665 
年。

收录内容涵盖经济学、哲学、教育学、社会学、
统计学等多主题的500多种学术性期刊

JSTOR的任务是存档，因此在最新出版的期刊
和JSTOR 提供的内容之间通常存在着一到五年
的时间间隔。

http://www.jstor.org/ 



管理学文献检索工具举要

Emerald（爱墨瑞得）管理学全集

包括英国Emerald出版社出版的全文期刊
和管理学文摘数据库，还包含预选文集、
采访录、书评、专业的教学资源和作者
及研究资源在内的许多管理学详尽内容



管理学文献检索工具举要



管理学文献检索工具举要



管理学文献检索工具举要

Emerald电子系列丛书（人文社会科学）



管理学文献检索工具举要

Taylor & Francis期刊数据库





文献阅读、分析、管理

1、阅读量（仅供参考，特指毕业论文）

建议：硕士生至少真正阅读50～100篇文献

博士生至少真正阅读100～150篇文献

2、阅读效果

 尽可能详尽无遗地述及相关的前人成果

 发现选定的研究方向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明确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所处的地位

3、阅读方法
 学会“抓两头”

 学会略读

 学会精读



文献阅读、分析、管理

1、学会“抓两头”

经典文献

• 所涉及的领域的最基本的先驱性文献

• 从历史的高度掌握研究方向

• 如综述性文献、高被引文献等

最新文献

• 近三五年发表的文献

• 掌握感兴趣的课题的最新研究动态

• 如核心期刊最新载文、权威专家最新发文等



文献阅读、分析、管理

2、学会略读

• 感兴趣？

一看题目

• 资深学者？

• 新锐？

二看作者
和单位 • 问题？

• 方法？

• 结论？

三看摘要

• 研究动机？

• 前人主要
贡献？

四看引言
• 思路、过
程、步骤

• 放弃细节

五看正文

• 是否
值得
精读？

六下结论



文献阅读、分析、管理

3、学会精读

1
• 弄清作者及其课题组在所研究的领域中的地位和贡献

2
• 明白此文在论题研究发展中的地位及作用

3
•搞清论文的主要假设和演绎思路

4
• 了解论文中解决的关键问题和所用的基本方法的细节

5
• 知道此文的主要成绩和不足之处

6 •下结论，断定此文的主要贡献及可发展的余地



文献阅读、分析、管理

文献相关性判断：

看检索词：
• 主要检索词是否出现在关键字段（题名、文摘、关
键词）

• 检索词作为短语出现还是作为独立单词出现

• 若作为单词被分别检索出来，则位置越接近越好

• 检索词出现的频率越高越好

看摘要：
• 摘要内容是否跟自己的研究课题方向相关



文献阅读、分析、管理

时效性 全面性
查找课题的研究热点和最新研究成果

• 将检索结果按年代排序

通过阅读文后参考文献获得经典文献
• 如果参考文献中大多数不是最近3-5年的文献，该文献的参考
价值就不大了（经典文献除外）

阅读综述性（Review）文献

注意：引言中是如何阐述其研究思路以及如何得出研
究想法的。



文献阅读、分析、管理

先看综述性论文，再看研究论文
特点

• 综合性、扼要性 、评价性，参考文献多。

• 应作为起步文献加以参考利用

注重学位论文的检索和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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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跟踪名校导师的科研进程

• 5学习学位论文的写作方法

可获得课题研究的更多相关文献



文献阅读、分析、管理

综述文献的检索

题目中含 “综述 或review ” 字样

在一些数据库提供综述文献的筛选

如SSCI中可以通过文献类型选择“review”
进行检索结果精炼



文献阅读、分析、管理

记笔记和总结评述

记笔记或加批注
• 找一条适合自己记笔记的方法，记录或批注重要的结论、经典
的句子、精巧的试验方案；

总结和评述
• 论文的主题、目的；

• 论文的前期工作分析

• 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结果以及创新之处

• 论文可能进行改进的地方，或对我们研究的启发

• 通过该论文，提出自己可能的新思路

• 最好对文献调研过程也进行记录，建立大事记。



文献阅读、分析、管理



文献阅读、分析、管理

文献管理

1、利用文献管理软件

NoteExpress（图书馆订购）

EndNote9（图书馆订购）

2、优势

检索并管理得到的文献摘要、全文

在撰写论文时在正文中的指定位置方便地添加注释

按照不同的期刊论文格式要求自动生成参考文献



文献管理五大模块

管理

分析

发现

写作

检索

文献



文献阅读、分析、管理

文献管理软件培训课件下载

下载路径：图书馆主页-用户服务-教学/培训
• “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利用”系列专题讲座

– 2018-2019学年春季学期“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利用专题讲座”
安排及课件-第19讲：文献管理软件NoteExpress应用入门

– “数据库商培训课件及在线培训课程”- NoteExpress文献管
理软件培训课件



谢谢大家的参与！

Any Questions?



欢迎利用图书馆资源与服务

在使用或培训中有问题或建议请与我们联系

电话： 62519135；62511237  

E-mail: tsgzxb@ruc.edu.cn

mailto:tsgzxb@ruc.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