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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阶段01 

 查全查准 

 了解研究概况 

 综述论文、高影响

力论文、热点论文 

 专利文献 

 学位论文 

 文献管理 

研究中期02 

 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文献获取 

投稿写作 03 

 选择投稿期刊、会议 

 辅助写作 

 个人科研成果评价：

SCI、CPCI、EI、

CSCD收录引用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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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全查准 
信息检索“七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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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检索“七步法” 

 信息检索步骤一：分析检索课题，明确检索需求 

–分析检索课题的主题要求，将检索课题分解成多个层

次的主题概念，明确用户对查全、查准、查新方面的

具体要求。 

–明确检索课题所要求的各种范围或限定条件，包括要

求的资源类型、语种、年代跨度等方面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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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合成孔径雷达目标识别方法研究” 

–检索步骤一：分析课题，明确检索需求 
• 了解合成孔径雷达图像目标识别技术的研究现状——属于
课题普查型 

• 资源类型：期刊、会议论文、专利 

• 语种：中外文 

• 年代跨度：迄今为止 

 



刘艳丽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 

信息检索“七步法” 

 信息检索步骤二：选择检索数据库 

–检索课题对学科、主题范围、语种、年代、资源类型

的要求，对查全、查准、查新方面的要求； 

–考虑数据库的收录范围、内容、倾向、可获得性、覆

盖年限范围、更新周期、检索功能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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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合成孔径雷达目标识别方法研究” 

–检索步骤二：选择检索数据库 

• 中文数据库 

– 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万
方数据库 

– 文摘数据库——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 

– 专利数据库——国知局专利检索系统，中科院专利在
线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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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合成孔径雷达目标识别方法研究” 

–检索步骤二：选择检索数据库 

• 外文数据库 

– 文摘数据库——Web of Science数据库
（SCI&CPCI）、EI数据库、INSPEC数据库 

– 全文数据库——IEEE数据库，Elsevier数据库… 

– 专利数据库——德温特世界专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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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检索“七步法” 

 信息检索步骤三：确定检索途径与检索方法 

–检索途径包括：主题检索（对题目、摘要、关键词三

个字段的检索）、作者检索、题名检索、学科分类检

索、专利号检索、标准号检索等； 

–检索方法包括：简单检索、高级检索（又称专家检索，

检索式检索）、二次检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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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合成孔径雷达目标识别方法研究” 

– 检索步骤三：确定检索途径与检索方法 

• 主题检索：包括标题、摘要、关键词检索。 

• 检索方法采用专家检索，编写检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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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检索“七步法” 

 信息检索步骤四：选择合适的检索词 

− 选择实质意义、概念明晰、关键的词汇 

− 介词、冠词等通常不作为检索词 

− 泛指的概念不作为检索词，如“工艺/技术 Technology”、

“分析Analysis”、“应用Application”等 

− 所有拼写形式，单复数形式，不同的名称 

− 学名和俗名：添加制造（学名）与3D打印（俗名）；石灰石

（俗名）与碳酸钙（学名）等； 

− 简称和全称，事物的代码，如America，USA，United States，

U.S. 



刘艳丽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 

信息检索“七步法” 

 信息检索步骤四：选择合适的检索词（续） 

– 建议采用受控词（规范词） 

• 来自于数据库的主题词表、叙词表、受控词表等 

• 优点是避免一词多义或一义多词造成的误检或漏检 

– 一义多词，如土豆、马铃薯等 

• 缺点是无法反映新事物的发展，有的数据库不提供受控词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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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合成孔径雷达目标识别方法研究” 

– 检索步骤四：确定检索词 

• 主要概念 

– “合成孔径雷达”：SAR；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ISAR；inverse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InSAR；
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目标识
别”：目标（object, target）；识别（recognition, 

identification, discrimination） 

– “现状”、“研究进展”都是泛指的词，除综述性文
献的检索外，不用作检索词 

– 提示：概念的不同英文表达形式可以从叙词表中获得，
也可以参考中文文献中的英文摘要和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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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检索“七步法” 

 信息检索步骤五：构造检索式 

− 布尔逻辑运算符 

− 截词检索 

− 位置算符 

− 字段限制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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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检 

与逻辑 布尔算符 

And 或 * 

用于概念交叉和限定。起

缩小检索范围和提高文献

查准率的作用。 

Solar and energy 

Solar * energy 

命中同时含有solar和

energy两词的记录 

非逻辑 布尔算符 

not 或 - 

可以从某类检索结果集合

中排除某一些记录 

Energy-nuclear 

Energy not nuclear 

查找除核能以外的能

源方面的文献 

 

扩检 

或逻辑 布尔算符 

or 或 + 

用于概念间的并列组配，

增加主题的同义词，以扩

大检索范围，避免文献漏

检 

Solar or energy 

Solar + energy 

记录只要包含其中的

任意一个词就被命中 

布尔逻辑运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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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词检索 
常见的截词符号有 $，?，*，用于扩检 

 同一截词符在不同数据库中的功能不同（数据库的Help可以查看） 

如：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适用于Web of  Knowledge平台的其它数据

库，如INSPC、DII数据库等）中 

– 星号 (*) 表示任何字符组，包括空字符。  

• 在"主题"和"标题"检索中，如果使用左截词符，那么必须

在通配符后至少输入 3 个字符。 

– 如：*Chemistry  可检出: chemistry、biochemistry、

electrochemistry等 

• 在"主题"和"标题"检索中，如果使用右截词符，那么必须

在通配符前至少输入 3 个字符。例如：bio*可检出biology，

biochemistry，biophysic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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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词检索 

– 问号 (?) 表示任意一个字符。 

• Wom?n可以检出woman和women 

• 问号 (?) 对于检索最后一个字符不确定的作者姓氏非常有用。例

如，Barthold? 可查找 Bartholdi 和 Bartholdy，但不会查找 

Barthod。 

– 美元符号 ($) 表示零或一个字符。 

• 美元符号 ($) 对于查找同一单词的英国拼写和美国拼写非常有用。 

• flavo$r 可查找 flavor 和 flavour 

 在Ei数据库中，截词符的使用规则（不支持$截词符） 

– comput* returns computer, computers, computerize, computerization 

– sul*ate returns sulphate or sulfate 

– wom?n retrieves woman or women 



刘艳丽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 

位置检索 

 文献记录中词语的相对次序不同，所表达的意思就可能不同。

布尔逻辑运算符有时难以表达某些信息需求的确切要求，用

词间位置算符来限定和组合检索词，可弥补布尔逻辑算符的

不足。 词间位置检索技术有时对检索质量影响很大 

– 例如： 

• NEAR/x——Web of Science 

        x 可指定将检索词分开的最大单词数，且前后位置可以互换 

– Ti=radar near/1 imag* 

– radar images，radar imaging，imaging radar 



刘艳丽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 

举例 

 “合成孔径雷达目标识别方法研究” 

− 检索步骤五：构造检索式 

− 运用布尔逻辑运算符、截词检索、位置算符、字段限制检索

等构造检索式 

− 首先要分析课题的不同概念间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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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合成孔径雷达目标识别方法研究” 
− 检索步骤五：构造检索式 

− 概念间的逻辑关系 

− SAR；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ISAR；inverse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InSAR；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为不同类型的合成孔径雷达的不
同写法，逻辑关系为“或”； 

− “object”与“target”为同义词，逻辑关系为“或”； 

− “recognition”与“identification”、“discrimination”为同
义词，逻辑关系为“或”； 

− “合成孔径雷达”与“目标识别”逻辑关系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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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合成孔径雷达目标识别方法研究” 

− 检索步骤五：构造检索式 

− 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例 

− TS= ( (SAR or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or ISAR or "inverse*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or InSAR or "interferometr*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and (object* or target*) NEAR/1 (recognition or 

recogniz* or identification or identify* or discrimination or 

discriminat* or classfy* or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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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阶段01 

 查全查准 

 了解研究概况 

 综述论文、高影响

力论文、热点论文 

 专利文献 

 学位论文 

 文献管理 

研究中期02 

 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文献获取 

投稿写作 03 

 选择投稿期刊、会议 

 辅助写作 

 个人科研成果评价：

SCI、CPCI、EI、

CSCD收录引用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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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研究概况 

 

 

擅用文摘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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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数据库——“全”就一个字 
 全角度分析课题的研究现状 

– 了解课题的总体发展趋势 

– 快速锁定本课题相关的高影响力的论文 

– 了解某特定课题在不同学科的分布情况 

– 了解与自己研究方向有关的机构 

– 了解自己研究领域里的同行和竞争者 

– 基金资助 

– 帮助选择投稿期刊,有助于其论文的发表 

– 参加国际会议 

– 综述文献 

 跟踪某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 

 进行自我科研成就的评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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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文摘数据库要牢记！ 

Web of Science 

INSPEC 

Ei 

CS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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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数据库 

 170多个学科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生物医学等所

有科技领域 

 每周收录25,000多篇文献，423,000篇参考文献 

 Cover-to-Cover 收录期刊每一期每一篇文献 

 包含若干子库，其中与电子通信领域相关度较大的子库有： 

–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科学引文索引，SCIE）: ~8473种核

心期刊，可回溯到1900年 

–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CPCI-S)--1990-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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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References 

1993 
1991 

1995 

1980 

2003 Times 
Cited 

Related 

Records 

2003 

2004 

1999 

2002 

1994 

2004 

 Citing  

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 

沿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道路… 

References 越查越旧 

   Times Cited 越查越新 

Related Records 越查越深 

1998 

——本页引自汤姆森公司相关文档 

引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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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S文献详细信息页面 

该文献的施引文献 

和参考文献、相关 

文献、引证关系图 

创建引文跟踪 

被引次数的来源 

期刊的影响因子 

引用该文献的最新论文 

全文链接：跳转到全
文数据库获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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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检索界面 

该平台上的所有数据库 

注册后显示个人信息；EndnoteWeb；检索历史保存 

检索区域 

勾选子数据库 

文献的时间范围 

检索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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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检索 

1.双引号实现精确检索  

           英文输入状态下，双引号" " 

             例如"photon* crystal*" 光子晶体 

2.截词符 

  *  表示任何字符组，包括空字符 

  $  表示零或一个字符 

  ?  表示任意一个字符 

3.逻辑运算符 

  算符优先级：SAME>NOT>AND>OR 
在“地址”检索中，使用 SAME 将检索限制为出现在“全记录”同一地址

中的检索词。当在其他字段（如“主题”和“标题”）中使用时，如果检
索词出现在同一记录中，SAME 与 AND 的作用就完全相同。 

同样适用于基
本检索。 



刘艳丽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 

四个文摘数据库要牢记！ 

Web of Science 

Ei 

INSPEC 

CS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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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数据库 

 Ei数据库是由ELSEVIER公司出版，是 Engineering 

Index的简称. 

 学科方向：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方面，涉及计算

机和数据处理、电子和通信等。 

 文献类型：期刊、会议论文、技术报告等的文摘。 

 时间范围：1969年至今 

 1992年开始收录中国期刊，1998年在清华大学建立Ei

中国镜像点  

 数据更新周期：每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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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数据库 

 Compendex数据库 

– Ei收录指的是在Compendex数据库中收录 

– 全球最全面的工程领域文摘数据库 

– 学科范围：190种工程领域学科 

– 时间范围：1969年至今 

– 数据更新周期：每周更新 

– 文献类型：期刊论文、会议论文集、技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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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检索 

 

多种字段检索 两个子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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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检索 

 1. 作者索引 

        对于同一作者，不同的期刊会有不同的写法，Ei在著录时没有

给出统一格式，所以检索Ei文献时，要尽可能考虑到姓名的各种不

同格式。Ei数据库的中文姓名有9种写法。 

       以张婧煊为例：Zhang jingxuan or zhang jing-xuan or zhang jx or 

zhang j-x or zhang j or jingxuan zhang or jing-xuan zhang or jingxuan z or 

jing-xuan z          

       建议1：采用截词符星号“*”，以三种形式来代替，并同时用

其它检索字段（作者所在单位Author Affiliation）来限制 

zhang j* or jingxuan z* or jing-xuan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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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检索 

 1.作者索引 

       建议2：使用浏览索引（Browse Indexes）中的作者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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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检索 

 2.作者机构索引 

与作者检索类似，不同的来源文献对作者机构的写法可能不同        

建议：使用浏览索引（Browse Indexes）中的作者机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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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检索 

 3.刊名/会议名索引 

      注意中国期刊的多种英文写法 

如《电子与信息学报》有两种写法： 

DIANZI YU XINXI XUEBAO 

JOURNAL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建议：使用浏览索引（Browse Indexes）中的作者机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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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检索 

 4.词根扩展 

     将输入的检索词按照词根扩展更多的检索词 

例如：输入management ，检索到的结果中含有manage, managed, 

manager, managers, managing, management 

 

默认：Autostemming on词根扩展功能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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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检索 

1.逻辑算符 

 AND OR NOT NEAR  

 以太阳能： solar energy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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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检索 

1.逻辑算符 

NEAR  

Use NEAR or ONEAR to search for terms in proximity. 

ONEAR specifies the exact order of terms. NEAR and 

ONEAR cannot be used with truncation, wildcards, 

parenthesis, braces or quotation marks. NEAR and 

ONEAR can be used with stemming. 

Avalanche ONEAR/0 diodes 

Solar NEAR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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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检索 

2.截词符  

 截词符：星号* 和 问号?  

       例子： 

 wom?n 代表： woman or women  

 transplant* 代表： transplanting, transplantation, 

transpla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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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检索 

3.字段代码 

 常用字段代码 

主题：KY 

题名：TI 

作者：AU 

作者机构：AF 

受控词:CV 

出版年：YR 

期刊名/会议名：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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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检索 

4. 命令WN 

“WN  字段代码”——指定在特定的字段内检索 

例如 ："internet of things" wn KY 

检索出题名或摘要或主题词中出现物联网的文献。 

采用AND，OR，NOT连接检索项目 

例如：(zhang j* or jingxuan z* or jing-xuan z*) wn AU AND (PKU 

or Peking Univ*) wn AF 

检索出由北京大学(AF-作者单位)的zhang jingxuan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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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词表检索 

 

②点击词汇查看该词
表词汇的详细内容 

①由检索词在词表中得到的相关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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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词表检索 

 

③查看该词表词
汇的详细内容 

广义词 

相关词 

狭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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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词表检索 

 根据词表词汇
组合的检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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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文摘数据库要牢记！ 

Web of Science 

Ei 

INSPEC 

CS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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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EC数据库 

 INSPEC的英文全称为Information Service in Physics、

Electro-Technology、Computer and Control，即英国

物理、电子电气、计算机与控制及信息科学文摘。 

 前身 “科学文摘”Scientific Abstracts(简称SA)始于

1898年，由IET-英国工程技术学会出版（ IET在2006

年3月由英国电气工程师学会IEE和英国应用工程师学

会IIE 合并而成 ）。 

 INSPEC是理工学科最重要的数据库之一，也是全球

在理工科领域最权威的二次文献数据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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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EC数据库的检索特色 

 学科分类检索 

 特定文献处理类型检索 

 受控词检索 

 数值数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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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58%) 

A 

电气与电子工程 
(32%) 

B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 
(28%) 

C 

信息技术 
(8%) 

D 

E 

生产与制造工程 
( 7.5% ) 

特色一 学科分类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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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一 学科分类检索 

 分类代码用单一字符与其后的4位阿拉伯数字表明分类的级别。

字符(A、B、C、D 或 E)表示学科领域，第一位阿拉伯数字表示

范围最大的第一级，第二位阿拉伯数字表示第二级，依此类推到

第四级。 

– B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ngineering  

– B7000 Instrumentation and special applications  

– B7600 Aerospace facilities and techniques  

– B7650 Ground support systems  

– B7650A Avi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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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一 学科分类检索 

输入检索词检索
相应的学科分类 

，允许使用布尔
运算符（AND、
OR、NOT）和
通配符 (* ? $)。 

点击“+”逐级查
看学科分类层级
结构的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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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一 学科分类检索 

 每一篇文献至少会有一个主要的分类号及从属的副分类号。这些

分类号是依文献的主题而订的，有时可能会跨不同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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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二 文献处理类型检索 

 处理类型可以帮助读者识别文献内容所涉及的类别和目的. 

– Applications (a) ：仪器、设备的应用 

– Bibliographic(b)：含有参考文献数超过50条，作为行业书目参考 

– Economic (e): 经济、商业上的应用如：市场预测、价格、趋势 

– Experimental (x)：实验方法、观测或结果 

– General or Review (g)：综述 

– New Developments (n)：包括新的可能转变为专利的技术 

– Practical (p)：实际应用 

– Product Review (r)：同类产品比较、购买指南 

– Theoretical /Mathematical(t):理论或数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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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二 文献处理类型检索 

检索在学科分类
B6270下的
“Experimental”
的INSPEC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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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三 INSPEC受控词检索 

 Inspec叙词包含用于为Inspec 数据库中的记录编制索引的受控检索

词。从叙词中选择检索词可检索记录的“受控词索引”字段或

“主题”字段。 

 控制词是择自Inspec叙词表用来表达或描述文章的主要概念的关键

词或词组。在Inspec叙词表里的控制词，它们的标点符号、拼写和

专有名词都被规范化。  

 用控制词作检索主要好处:  

– 1. 用标准化的词或词组省去写出在拼写、标点符号和专业名词的各

种变化写法，避免因漏写这些变化而得不到齐全的结果。  

– 2. 增加记录相关性：滤去些与主题不相关的文献。  

– 3. 可获取更多的，相关的文献，但用自由词检索而漏掉的文献。 

例如： Internet 会获取用自由词: www, world wide web; web site; 

Network…等词或词组所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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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三 INSPEC受控词检索 

受控词索引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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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
加将选
中的叙
词加入
检索列
表 

了解该词在学
科中的位置 

特色三 INSPEC受控词检索 

点击了解该叙
词的细节 

输入检索词以确定相
关叙词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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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四 INSPEC 数值数据索引 

INSPEC数据库为文献中的数值数据建立标

准化索引，检索某一物理性质的特定数值或

数值范围 

 数值按科学记数法表示：1.8E+04 for 

18000, 9.5E-01 for 0.95 

 检索覆盖了大多数物理量，如频率

(frequency), 温度(temperature)等 

 采用国际标准单位，如：hertz, Ke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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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四 INSPEC 数值数据索引 

主题中含有radar imaging

的300MHz——500MHz之
间的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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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文摘数据库要牢记！ 

Web of Science 

Ei 

INSPEC 

CS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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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简称

CSCD）创建于1989年 

 收录我国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农林科学、

医药卫生、工程技术、环境科学和管理科学等领域出版的中英文

科技核心期刊和优秀期刊千余种，目前已积累从 1989 年到现在

的论文记录300 万条，引文记录近 1700万条。 

 文献类型 

 核心资源为期刊文献，每两年遴选一次。 

 CSCD来源刊列表下载 

http://sciencechina.cn/style/sourcelist13_14.pdf
http://sciencechina.cn/style/sourcelist13_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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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数据库除具备一般的检索功能外，还提

供引文索引，可查询某篇文献被引用的详细情

况；还可以从一篇早期的重要文献或著者姓名

入手，检索到一批近期发表的相关文献。被誉

为“中国的SCI ”。 

 CSCD数据库作为中文文摘数据库，提供了全

文数据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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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D数据库登陆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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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D数据库登陆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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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D数据库检索功能 

可以按来源出版
物、年代、作者
、学科对检索结
果限定 

按期刊、年代、作
者、学科分类显示 

提供全文链接入口 可以按被引频次
排序 

查看具体一篇文献
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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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引文献：87篇 

参考文献：29篇 

相关文献： 

作者相关——合作作者的文献 

关键词相关——具有若干相同关键词 

参考文献相关——引用了若干篇相同的参考文献 

CSCD文献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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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研究概况 

 

 

多角度分析课题研究现状 

 
• 了解课题的总体发展趋势 

• 了解课题在不同学科的分布情况 

• 了解课题的研究机构分布情况 

• 了解课题的研究同行/竞争者 

• 有哪些基金资助该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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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分析课题的研究现状 
了解课题的总体发展趋势-WOS 

1212篇与SAR目标识别相
关的研究：检索式信息；
数据库信息；年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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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分析课题的研究现状 
了解课题的总体发展趋势-WOS 

选择“出版年”，分析
1212篇与SAR目标识别相
关的论文的年代分布趋势，

即该研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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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分析课题的研究现状 
了解课题的总体发展趋势-WOS 

将分析数据下载
保存到Excel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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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分析课题的研究现状 
了解课题的总体发展趋势-WOS 

本课题最近20年WOS收录论文的年代分布图

示和论文被引用状况图示，点击“查看所有年
份的图表”可以得到所有年份的总体趋势图 

论文总数、被引频次总数、
篇均被引次数等统计信息 

论文按照被引频次排序，查看每篇论文的
每年被引用次数和年均被引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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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分析课题的研究现状 
了解课题的总体发展趋势-INSPEC 

INSPEC数据库的检索结果

页面没有“创建引文报
告”，只有“分析检索结
果”功能，操作方法与

WOS相同，下面凡是用到
此按钮的部分，INSPEC不

再重复介绍！ 

检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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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分析课题的研究现状 
了解课题的总体发展趋势-Ei 

10个角度的精炼分析： 

 作者 

 机构名称 

 出版年 

 来源出版物 

 学科领域 

 没有基金资助机构精炼选项！ 

 

 国家与地区 

 控制词 

 文献类型 

 文献语种 

 出版商 
Ei数据库无创建引文报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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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分析课题的研究现状 
了解课题的总体发展趋势-CSCD 

本课题最近20年CSCD收录论文的年代分布图
示和论文被引用状况图示 

论文总数、被引频
次总数、篇均被引
次数等统计信息 

论文按照被引频次排序，查看每篇论文的
每年被引用次数和年均被引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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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分析课题的研究现状 
了解某特定课题在不同学科的分布情况-WOS 

 

选择“研究方向”分析该
课题在哪些学科有分布 

除了传统的和熟知的与目标课题相
关的学科领域外，如Engineering，

Remote Sensing，Optics，
telecommunication、imaging 

Science等，可以发现一些其它的学

科领域：计算机科学、声学、环境
科学、数学、农业等 

勾选查看某学科领域关于
该课题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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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分析课题的研究现状 
了解某特定课题在不同学科的分布情况-INSPEC 

 与WOS相似，INSPEC也可按照“研究方向”分析检索结果，还可按INSPEC

特有的分类代码分析学科分布情况，优点是比“研究方向”更细致和精准。 

RADAR EQUIPMENT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RADAR 

THEORY、OPTICAL IMAGE AND 

VIDEO SIGNAL PROCESSING、
IMAGE RECOGNITION、

COMPUTER VISION AND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S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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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分析课题的研究现状 
了解某特定课题在不同学科的分布情况-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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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分析课题的研究现状 
了解某特定课题在不同学科的分布情况-CS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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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分析课题的研究现状 
了解与自己研究方向有关的机构-WOS 

 选择“机构扩展”分析有哪
些机构在进行该课题研究 

美国国防部、美国空军、美
国加州大学系统、MIT、加

州大学河滨分校、国防科学
技术大学、林肯实验室、美
国空军实验室、中科院等 

勾选查看某机构的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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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分析课题的研究现状 
了解与自己研究方向有关的机构-Ei 

作者机构“Author Affil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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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分析课题的研究现状 
了解自己研究领域里的同行和竞争者-WOS 

 选择“作者”分析你所在领
域里的同行、竞争者 

分析结果，
勾选某个
作者查看
该作者的
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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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分析课题的研究现状 
了解自己研究领域里的同行和竞争者-WOS 

 

√ 

该作者发表的关于该课题研
究的36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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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分析课题的研究现状 
了解自己研究领域里的同行和竞争者-WOS 

打开任一篇该作者的文章 

点击作者姓名，查看该作者
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

所有被收录的论文 

利用Web of Science数据

库独有的“唯一作者记录
集”功能，准确查看某作
者的论文，避免重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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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分析课题的研究现状 

了解自己研究领域里的同行和竞争者-WOS 

 

该作者最新发表论
文所署的单位名称 

根据姓名的写法，
结合研究方向，勾
选作者姓名的不同
写法，然后点击
“查看记录”列出
该作者所有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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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分析课题的研究现状 
有哪些基金资助该领域的研究，有助于申请项目-WOS 

 选择“基金资助机构”
分析有哪些基金组织资
助该课题方向的研究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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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阶段01 

 查全查准 

 了解研究概况 

 综述论文、高影响

力论文、热点论文 

 专利文献 

 学位论文 

 文献管理 

研究中期02 

 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文献获取 

投稿写作 03 

 选择投稿期刊、会议 

 辅助写作 

 个人科研成果评价：

SCI、CPCI、EI、

CSCD收录引用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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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论文 

 

 

前人种树 

后人乘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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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综述文献，帮助了解研究现状-WOS 

 凡是满足以下条件之一，WOS将其归为综述文献 

– 参考文献大于100篇 

– 文献刊登在综述类型的出版物上或期刊的综述栏目中 

– 文献篇名中含review或overview词 

– 摘要说明文献是综述或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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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综述文献，帮助了解研究现状-WOS 

 

与该课题研究相关的
10篇综述论文，在课

题研究初期，应重点关
注此类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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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被引论文 

 

 

同行都在引用哪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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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锁定本课题相关的高被引论文-WOS 

 按照被引频次降序排列 

被Web of Science数据库
中的论文引用53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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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锁定本课题相关的高被引论文-WOS 

 该论文在Google Scholar中的被引用次数与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的被引次数不同，为什么？ 

在GoogleScholar的搜索范
围内，该论文被引用73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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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锁定本课题相关的高被引论文-WOS 

 Google Scholar与Web of Science引文分析的比较 

– 通常，一篇论文在Google Scholar上的被引频次高于在

Web of Science上的被引频次； 

– 由于Google Scholar的检索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形式的

期刊文献，还包括了网上多种非传统形式公开的文献，因

此，Google Scholar不仅可以免费搜索跟踪同行评议过的

文献的引证文献，还能搜索会议录、学位论文、预印本和

在版文献, 以及其他非传统媒体形式文献（Web网页）的

引证文献，这就大大拓展了Google Scholar的引文检索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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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锁定本课题相关的高被引论文-WOS 

 Google Scholar与Web of Science引文分析的比较（续） 

– Web of Science的检索是根据其所收录的、经过筛选的期刊, 

选择各学科领域权威的、影响力高的期刊，在这样的准则下

无疑会对其检索范围产生一定限制。 

– Web of Science数据库规范、系统、权威，但遗漏了很多文

献之间相互引用的情况。Google Scholar能够广泛地反映文

献之间相互引用的情况，但是不够稳定、权威。 

– 如果是科研的需要，为了保证引文分析的客观性和准确度，可以同时采用多个
引文分析工具进行综合分析 

– 如果是评奖、职称等，要根据评价部门的要求检索被引次数，由于权威性的要
求，通常不会将GoogleScholar的被引次数作为评价依据。 

参考文献：http://www.cnindex.fudan.edu.cn/zgsy/2008n4/taohuiq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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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锁定本课题相关的高被引论文-WOS 

点击列名称，即可按照
被引频次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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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论文 

 

 

同行都在关（xia）注(zai)哪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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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热点论文 

该刊近期的热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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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vier数据库热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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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阶段01 

 查全查准 

 了解研究概况 

 综述论文、高影响

力论文、热点论文 

 专利文献 

 学位论文 

 文献管理 

研究中期02 

 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文献获取 

投稿写作 03 

 选择投稿期刊、会议 

 辅助写作 

 个人科研成果评价：

SCI、CPCI、EI、

CSCD收录引用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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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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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单行本的组成部分 

专利的申请、授权信息 

说明书摘要及附图 

发明所属的技术领域等等 

 

记录专利要求保护的范围 

进行侵权判定的依据 

 
 

技术领域、背景技术、发明内容 

附图说明、具体实施方式、附图 

  

 

以表格形式出版的、审查员找到的 

可进行专利新颖性对比的文件 

 

 

检索报告 

说明书及附图 

扉页 

权利要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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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利 

摘要 

摘要附图 

申请信息 

专利权人 

发明人 

发明名称 

代理机构 

公开号 

IPC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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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
求书 

独立权利要求 

从属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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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 

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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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 

摘要 

摘要附图 

其它引用 

专利引用 

申请信息 

专利权人 

发明人 

发明名称 

审查信息 

公告信息 

IPC分类 摘要 

摘要附图 

其它引用 

专利引用 

申请信息 

专利权人 

发明人 

发明名称 

审查信息 

公告信息 

IPC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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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背景：指明
本发明所属技术
领域、现有技术
状况和存在的不
足；以及解决问
题的方法要达到
的目的。 

发明大意
（Summary of the 

Invention）：概述
本发明内容。 

附图简介（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Drawings）：简要

说明附图的参看方
法 

最佳方案详述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Preferred 

Embodiment）：

对发明内容给以
详细的叙述，使
任何熟悉该发明
所属技术领域的
一般工程技术人
员阅后，能制作
及使用该发明。
发明如有附图，
应结合加以说明。
这是专利说明书
主要部分，提供
了解决技术问题
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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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Claim)：

在说明书的最后，
一般以“What is 

claimed is：”或
“The invention 

claimed is”开始
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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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家族 
 专利家族 

     从专利检索角度，专利族是指由至少一个共同优先权联系的一组
专利文献。 

 从技术理解角度，专利族包括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专利家族，

系指一件专利在不同国家申请的集合，相同专利发明内容（通常
是以claims的判断为主），在不同国家申请的组合即称为狭义专

利家族。广义专利家族，则是指一件专利后续衍生的不同申请案，
包括分割案（Division）、连续案（Continuation）与部分连续案
（Continuation in Part, CIP）等。也就是同一技术发明（通常指
claims所揭露的内容）揭露后，后续所持续衍生的不同的专利申
请情况（其他不同保护范围的 claims），因此同一技术创造后续

所衍生其他发明，加上相关专利在其他国家所申请的专利组合，
即是广义的专利家族。 

 同族专利 

     在同一专利族中每件专利文献被称作专利族成员，同一专利族中
每件专利互为同族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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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优先权 

 同一发明或实用新型在一个国家申请，只要时间间隔不超过一定期限，

则后来向其它国家就相同主题提出申请，申请日期按最早的那次算 

 

 巴黎公约（Paris Convention）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优先权是1年,外

观设计的优先权是6个月 

 

 专利合作条约（PCT）规定优先权则可以长达32个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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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分类体系 

 

   国际专利分类法（IPC） 

   美国专利分类法（US Patent Classes） 

   欧洲专利分类法（ECLA） 

   日本专利分类法 （FI/F-terms） 

   我国采用IPC分类体系  

http://www.wipo.int/tacsy/
http://www.patentec.com/data/class/Classes.html
http://v3.espacenet.com/eclasrch?CY=ep&LG=en
http://www.condot.net/dop/ipc.htm
http://www.condot.net/dop/ip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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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专利分类代码（IPC） 

完整的分类号由代表部、大类、小类、大组或小组的类符号结合构成 

B      01      H      23/00  大组 

部                       或 

      大类             23/15  小组 

             小类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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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阅读IPC表 

 
国际专利分类表小组间的等级结构由各小组类名之前的圆点数来确定 

 

H05K 1/00印刷电路 

H05K 1/02•零部件 

H05K 1/03••基片材料的应用 

H05K 1/05•••绝缘的金属基片 

H05K 1/09••金属图形材料的应用 

H05K 1/11••对印刷电路或印刷电路之间提供电连接的印刷元件 

H05K 1/14••两个或更多个印刷电路的结构连接 

H05K 1/16•含有印制电元件的，例如印制电阻、印制电容、印制电感 

H05K 1/18•在结构上与非印制电元件相联接的印刷电路 

 

H05K 1/05表示： 

                          应用绝缘金属基片作为零部件的印刷电路 

IPC中文版的表获取地址（2013版） 

 http://www.sipo.gov.cn/wxfw/flgj/gjzlfl/201301/t20130107_782520.html 

http://www.wipo.int/classifications/ipc/ipc8/?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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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想要检（索）你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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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的检索专利并非易事 

专利语言具有特殊性 

    ①以文字表达图像 

    ②上位用语（扩大保护范围）与下位用语（实施例）交错运用 

    ③技术名称的多样性（同义字、词性变化、单复数、拼法…） 

    ④某些专利刻意避开常用关键词  

    ⑤语种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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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后的标题：Inkjet printer for 3D objects, 

performs relative movement of printhead and 

object during printing, with rotation component 

about axis of rotation and linear component in 

direction parallel with axis of rotation 

改写后的摘要: NOVELTY - The printer having inkjet printhead with several 

nozzles（喷嘴）, performs relative movement of printhead and object during 

printing, with rotation component about axis of rotation and linear component 

in a direction parallel with the axis of rotation. 

 

USE - For 3D printed objects (claimed) such as tubs, cans, tubes and bottles 

used to package food stuffs, beverages, cosmetics, personal care substances, 

medications and DIY products. 

 

ADVANTAGE - Maintains image quality and image density. By combining 

both linear and rotational relative movement, the printhead is caused to print 

on entire printing surface or any desired region, in single 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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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的检索专利并非易事 

专利权人/机构名称复杂 

   公司名称的多种写法、总公司/分公司/子公司等等 

 例： 

 中科院微电子所、中国科学院微电子所、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北京三星通信技术研究有限公司；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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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的检索专利并非易事 

受数据库的限制 

①各个专利数据库的检索规则不同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欧专局；美专局等 

商业专利数据库：Derwent专利数据库；中科院专利在线

分析系统 

②各数据库收录的字段、完整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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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准确而完整的检索专利 

 熟悉专利数据库 

 考虑技术主题词各种可能的写法 

    同义字、词性变化、单复数、拼法、上位用语、下位用语等等 

 考虑机构名称的各种写法 

    公司名称的多种写法、总公司/分公司/子公司等等 

 借助专利分类号（如IPC） 

     用专利分类号结合技术主题，使检索得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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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主题检索的一般步骤 

第一步：利用待查技术的若干主题词进行初步检索，  

找出部分文献，确定初步检索效果。 

第二步：从文献中找出相关国际专利分类（IPC）号，

对照国际专利分类表，找出最相关的IPC号。 

第三步：根据IPC号和相关文献找出同义词、近义词，

确定完整的检索式。 

第四步：进行相关的逻辑组配，在相关的专利数据库

中检索，得到较完整的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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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式实例 

 苹果公司在电子通信技术领域的专利 

   关键要素：苹果公司（专利权人代码APPY） 

  IPC分类号：H04本类包含用微粒辐射束、声波或电磁

波（例如无线电或光通信）作为传输路径的电通信系

统。 

 检索式：AC=APPY and IP=H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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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专利——欧洲专利局esp@cenet网络(免费，全文) 

 国际专利——PCT专利数据库（免费，全文） 

 美国专利——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专利数据库（免费，全文） 

 日本专利——日本专利局(JPO)工业产权数字图书馆（免费，全文） 

 中国专利——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免费，全文） 

 

 各国专利——德温特世界专利（DII）索引(文摘，部分全文)                                  

 

 各国专利——soopat（免费，全文） 

 各国专利——Free patent online  （免费，注册可免费下载全文） 

 各国专利——Patentics专利检索分析平台  （暂时免费，全文） 

 

 

各
主
要
国
家
、
机
构
专
利
数
据
库 

商业数据库 

第三方平台 

http://ep.espacenet.com/advancedSearch?locale=en_EP
mailto:esp@cenet
http://ep.espacenet.com/advancedSearch?locale=en_EP
http://www.wipo.int/pctdb/en/
http://www.wipo.int/pctdb/en/
http://www.uspto.gov/patft/index.html
http://www.uspto.gov/patft/index.html
http://www.uspto.gov/patft/index.html
http://www.ipdl.inpit.go.jp/homepg_e.ipdl
http://www.ipdl.inpit.go.jp/homepg_e.ipdl
http://www.ipdl.inpit.go.jp/homepg_e.ipdl
http://www.sipo.gov.cn/sipo2008/zljs/
http://apps.isiknowledge.com/DIIDW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DIIDW&search_mode=GeneralSearch&SID=R22pJoB24Ak2m1GIh88&preferencesSaved=
http://apps.isiknowledge.com/DIIDW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DIIDW&search_mode=GeneralSearch&SID=R22pJoB24Ak2m1GIh88&preferencesSaved=
http://apps.isiknowledge.com/DIIDW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DIIDW&search_mode=GeneralSearch&SID=R22pJoB24Ak2m1GIh88&preferencesSaved=
http://www.soopat.com/
http://www.freepatentsonline.com/
http://www.patentics.com/
http://www.patent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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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错过使用DII数据库！ 

 Descriptive Titles ——描述性的标题  

 Descriptive Abstract ——描述性的摘要  

 Patent Family Records——专利同族全记录  

 Patent Assignee Codes ——公司代码  

 Derwent Classification——德温特分类号  

 Manual Codes ——德温特手工代码  

 Patent Citation——专利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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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描述性的题目与摘要 

专利文献所具有的法律性质，以及专利申请人

为了有效地保护其发明创造，在专利文献中往

往会用一些上位、繁复晦涩的术语（或法律术

语），与一般科技论文中的通用技术用词不同，

因此用习惯的常用词检索时，很难找全相关的

技术专利文献，了解某项技术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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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描述性标题 

专利文献原标题： 

 “Setting machine”  

Derwent 描述性标题  

“Seedling setting machine 

- has transportation unit for 

using vacuum to suck 

withdrawn seedling into 

predetermined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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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利的翻译 

Derwent 翻译所有英语以外的其他语种出版的专利

文献，对于克 服语言障碍，了解世界各国的科技

进展非常有用。  

比如：日本每周公布4000件专利，全部是日
语， Derwent 的研究人员将其第一页翻译成
英文并编制英文索引与摘要，供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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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利同族 

• Derwent 会将同族专利合并成一条记录，在同

一条记录页里会列出同族专利中不同国家授予

给同一项技术的不同的专利号，从而对某一个

具体专利的全球专利授权情况一目了然。 

• 对于非英文/中文的专利，可以通过同族专利

的记录，找到同一项技术的英文专利，了解技

术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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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会就同一项技术发明
在不同国家申请专利，DII将

其合并在一个记录页中，聚
成同族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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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erwent手工代码（Manual code） 

比德温特分类代码更为详细 

根据专利文献的文摘和全文对发明的应用

和发明的重要特点进行标引  

提高检索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适应于科研人员的习惯和应用  

直接提供手工代码的检索辅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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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阶段01 

 查全查准 

 了解研究概况 

 综述论文、高影响

力论文、热点论文 

 专利文献 

 学位论文 

 文献管理 

研究中期02 

 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文献获取 

投稿写作 03 

 选择投稿期刊、会议 

 辅助写作 

 个人科研成果评价：

SCI、CPCI、EI、

CSCD收录引用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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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的检索方法 

 国外 

–  PQDT-B博硕士论文文摘数据库 (文摘+前24页) 

–  PQDT-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全文) 

 国内 

– CNKI科技类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全文，中科院开通） 

– 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 

– 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检索系统 

–  CALIS高校学位论文数据库 

 

 中科院 

– 中国科学院学位论文数据库 

 国内外开放获取的学位论文资源 

http://proquest.umi.com/login
http://proquest.umi.com/login
http://proquest.umi.com/login
http://proquest.umi.com/login
http://pqdd.bjzhongke.com.cn/
http://pqdd.bjzhongke.com.cn/
http://pqdd.bjzhongke.com.cn/
http://dlib.cnki.net/
http://dlib.cnki.net/
http://dpaper.csdl.ac.cn/
http://dpaper.csdl.ac.cn/


刘艳丽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 

 国外学位论文检索首选该数据库 

 收录欧美1000余所大学1861年来200多万篇的学位论文

的题录与文摘，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和最广泛使用的学位

论文数据库。北美地区90%以上学位论文收入该数据库。 

 特点： 

 收录年代长，从1861年开始 

 更新快，每周更新 

 1997年以后论文可以看到前24页原文 

国外学位论文—— 
PQDT-B博硕士论文文摘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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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DT-B博硕士论文文摘数据库 

 

保存检索、导出
到Endnote 

按相关性、出版
日期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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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DT(B) 全文获取方式 

 部分全文可从PQDT-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下载 

 网上直接订购： 

– 直接下载PDF格式全文需国际信用卡支付费用 

 原文传递： 

– 从ProQuest公司获取一篇国外学位论文全文 

• 纸本   价格：530元，3-5周  

•  电子版（Email）价格：530元，7天 

http://pqdd.bjzhongke.com.cn/
http://pqdd.bjzhongke.com.cn/
http://pqdd.bjzhongk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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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PQDT-B数据库的基础上建设，可下载PQDT-

B文摘数据库中部分学位论文的全文 

 该数据在中科院全院开通使用 

 中科院用户可以看到1998年以来的40万余篇硕

博士学位论文全文 

 年增全文量为1万余篇 

ProQuest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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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ar imaging 

勾选只显示有
全文的结果 

按学科、年代、学位进行
分类查看 

下载学位论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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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的检索方法 

 国外 

–  PQDT-B博硕士论文文摘数据库 (文摘+前24页) 

–  PQDT-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全文) 

– 部分国外大学的学位论文可开放获取 

 国内 

– CNKI科技类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 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 

– 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检索系统 

–  CALIS高校学位论文数据库 

 

 中科院 

– 中国科学院学位论文数据库 

 国内外开放获取的学位论文资源 

http://proquest.umi.com/login
http://proquest.umi.com/login
http://proquest.umi.com/login
http://proquest.umi.com/login
http://pqdd.bjzhongke.com.cn/
http://pqdd.bjzhongke.com.cn/
http://pqdd.bjzhongke.com.cn/
http://dlib.cnki.net/
http://dlib.cnki.net/
http://dlib.cnki.net/
http://dpaper.csdl.ac.cn/
http://dpaper.csdl.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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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录1999年以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秀硕
士和博士学位论文 

 内容覆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林医学、
社会科学等 

 全文文献93多万篇 

 http://www.cnki.net 

国内学位论文—— 
CNKI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http://www.cnki.net/
http://www.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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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图书馆是国务院学位办指定的学位论
文典藏机构 

 人事部指定的全面入藏博士后研究报告的
专门机构 

 已收藏1981年以来博士论文12万余条 

 包括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博士论文和部分
海外华人华侨学位论文 
 

国内学位论文—— 
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检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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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高校文献保障系统（CALIS）高校学
位论文数据库收录1995以来80多个成员馆
的博硕士学位论文文摘信息 

 25万条数据 

 内容覆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医学等 

 http://opac.calis.edu.cn  

国内学位论文——  
CALIS高校学位论文数据库 

http://opac.cali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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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的检索方法 

 国外 

–  PQDT-B博硕士论文文摘数据库 (文摘+前24页) 

–  PQDT-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全文) 

– 部分国外大学的学位论文可开放获取 

 国内 

– CNKI科技类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全文，中科院开通） 

– 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 

– 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检索系统 

–  CALIS高校学位论文数据库 

 

 中科院 

– 中国科学院学位论文数据库 

 国内外开放获取的学位论文资源 

http://proquest.umi.com/login
http://proquest.umi.com/login
http://proquest.umi.com/login
http://proquest.umi.com/login
http://pqdd.bjzhongke.com.cn/
http://pqdd.bjzhongke.com.cn/
http://pqdd.bjzhongke.com.cn/
http://dlib.cnki.net/
http://dlib.cnki.net/
http://dpaper.csdl.ac.cn/
http://dpaper.csdl.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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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学位论文— 

中国科学院学位论文检索系统 

 收录1983年以来中国科学院硕士、博士学位论

文、博士后出站报告 

 可通过“原文传递服务”获取部分全文 

 http://sciencechina.cn/paper/search_pap.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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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的检索方法 

 国外 

–  PQDT-B博硕士论文文摘数据库 (文摘+前24页) 

–  PQDT-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全文) 

– 部分国外大学的学位论文可开放获取 

 国内 

– CNKI科技类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全文，中科院开通） 

– 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 

– 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检索系统 

–  CALIS高校学位论文数据库 

 

 中科院 

– 中国科学院学位论文数据库 

 国内外开放获取的学位论文资源 

http://proquest.umi.com/login
http://proquest.umi.com/login
http://proquest.umi.com/login
http://proquest.umi.com/login
http://pqdd.bjzhongke.com.cn/
http://pqdd.bjzhongke.com.cn/
http://pqdd.bjzhongke.com.cn/
http://dlib.cnki.net/
http://dlib.cnki.net/
http://dpaper.csdl.ac.cn/
http://dpaper.csdl.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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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获取的学位论文资源 

 NDLTD 

– Networked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是由美国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支持的一个网上学位论文共建共享项目，成员馆来自全球各地，有

德国、丹麦等欧洲国家和香港、台湾等地。可查到来自全世界的学位论文7

万条，包含全球十几家成员，多数有全文。 

– 提供免费的学位论文文摘 

– 部分免费学位论文全文 

http://www.ndltd.org/serviceproviders/scirus-etd-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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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获取的学位论文资源 

 Academic Archive On-line 

– 30所大学学位论文入口，免费全文下载 ，还包含了发表论文的检索 

 EthOS 

– 包含 90 余所英国高等院校所提供的 250000 余条记录，部分可免费下载全文  

 

 

http://www.diva-portal.org/index.xsql?lang=en
http://www.diva-portal.org/index.xsql?lang=en
http://www.diva-portal.org/index.xsql?lang=en
http://ethos.bl.uk/Home.do;jsessionid=B0591FC187286BA58E2828D2768745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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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获取的学位论文资源 

 麻省理工学院 

– 免费下载MIT学术成果资源全文 

– 不仅包含学位论文，还包括期刊论文 

 加州理工大学 

– Electronic Theses-Caltech Library System，按作者、年份、
导师、学位等检索，免费下载全文 

 密歇根大学 

 北卡罗来纳大学 

 俄亥俄高校电子学位论文联合检索OhioLINK 

ETD Search 

http://thesis.library.caltech.edu/
http://thesis.library.caltech.edu/
http://thesis.library.caltech.edu/
http://thesis.library.caltech.edu/
http://deepblue.lib.umich.edu/
http://www.lib.ncsu.edu/ETD-db/ETD-search/search
http://search.ohiolink.edu/etd/index.cgi
http://search.ohiolink.edu/etd/index.cgi
http://search.ohiolink.edu/etd/index.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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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获取的学位论文资源 

 宾夕法尼亚大学 

 佛罗里达大学 

 美国新奥尔良大学The Institute for 

Systems Research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马里兰大学 

http://etda.libraries.psu.edu/ETD-db/ETD-search/search
http://web.uflib.ufl.edu/etd.html
http://www.isr.umd.edu/research/TR_gateway.htm
http://www.isr.umd.edu/research/TR_gateway.htm
http://scholar.lib.vt.edu/theses/browse/http:/usa.edutime.net/University/VirginiaPolytechnicInstituteandStateUniversity/VirginiaPolytechnicInstituteandStateUniversityInfo.aspx
http://drum.lib.umd.edu/handle/1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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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获取的学位论文资源 

 诺丁汉大学 学位论文Nottingham eTheses 

 剑桥大学 

 澳大利亚高校学位论文索引Australian Digital Theses Program 

 加拿大学位论文Theses Canada 

 瑞典高校学位论文 

 日本博士论文书目数据库 

http://etheses.nottingham.ac.uk/
http://etheses.nottingham.ac.uk/
http://www.dspace.cam.ac.uk/
http://adt.caul.edu.au/
http://www.collectionscanada.ca/thesescanada/index-e.html
http://svep.epc.ub.uu.se/testbed/start.xml?lang=en
http://dbr.nii.ac.jp/infolib/meta/CsvDefault.exe?DEF_XSL=default&IS_TYPE=csv&IS_STYLE=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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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获取的学位论文资源 

 北大学位论文数据库 

 香港大学 

 国立清华大学 

– 部分全文（有全文标志的学位论文可以下载） 

 厦门大学 

– 学位论文、发表论文、工作文稿 

 

 

http://thesis.lib.pku.edu.cn/dlib/List.asp?lang=gb
http://thesis.lib.pku.edu.cn/dlib/List.asp?lang=gb
http://thesis.lib.pku.edu.cn/dlib/List.asp?lan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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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阶段01 

 查全查准 

 了解研究概况 

 综述论文、高影响

力论文、热点论文 

 专利文献 

 学位论文 

 文献管理 

研究中期02 

 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文献获取 

投稿写作 03 

 选择投稿期刊、会议 

 辅助写作 

 个人科研成果评价：

SCI、CPCI、EI、

CSCD收录引用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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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管理利器Endnote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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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导入文献 

 PDF文件批量导入 

– 本地电脑的PDF文件单篇或批量导入Endnote 

 网络搜索结果导入Endnote 

– Web of Science 

– IEEE 

– Ei 

– ACM(仅支持单篇文献) 

– DII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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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检索功能 

甚至可以对PDF全
文、笔记进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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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阶段01 

 查全查准 

 了解研究概况 

 综述论文、高影响

力论文、热点论文 

 专利文献 

 学位论文 

 文献管理 

研究中期02 

 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文献获取 

投稿写作 03 

 选择投稿期刊、会议 

 辅助写作 

 个人科研成果评价：

SCI、CPCI、EI、

CSCD收录引用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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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研究最新进展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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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研究最新进展 

-创建检索式跟踪-WOS 

打开“检索历史” 

“保存检索历史”/创建跟踪 

创建“Email跟踪”，

定期（每周或每月）发
送符合检索式的与课题
相关的最新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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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研究最新进展 

-创建某篇论文的引文跟踪-WOS 

创建引文跟踪，收到的邮件，
最近有六篇论文引用了您所关
注的文章（此引文跟踪只做示
例，非举例文献的施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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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研究最新进展 

-跟踪期刊的最新目次-W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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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研究最新进展 

-跟踪期刊的最新目次-W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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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会议/标准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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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某专题领域/机构/专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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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阶段01 

 查全查准 

 了解研究概况 

 综述论文、高影响

力论文、热点论文 

 专利文献 

 学位论文 

 文献管理 

研究中期02 

 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文献获取 

投稿写作 03 

 选择投稿期刊、会议 

 辅助写作 

 个人科研成果评价：

SCI、CPCI、EI、

CSCD收录引用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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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两个重要的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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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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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数据库 

 IEL数据库（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是IEEE（电气和电子

工程师学会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旗下

的在线数据资源，提供了当今世界在电气工程、通信工程和计算机

科学领域中近三分之一的文献。 

 学科领域覆盖航空航天、计算机、通信、电力、半导体等。 

 IEL数据库内容包含：IEEE的期刊、会刊（最早回溯到1872年）

和会议录，IET的期刊和会议录，VDE会议录，IEEE标准、所有

文献的Inspec索引目录。 

 每年在全球范围内举办1000多场会议 

 提供1000多个现行的产业标准，及500个正在制定的标准 

 登陆入口：国科大图书馆/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网站——IEL数据库 



刘艳丽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文献检索 

IEEE数据库 

 3百多万篇全文文档 

 160+ IEEE 期刊和杂志 

 1200+ IEEE会议录（每年） 

 5000+ IEEE标准 （标准草案除外） 

 20+ IET期刊和杂志 

 40+ IET会议录（每年） 

 20+ VDE会议录（每年） 

 完整文档回溯到1988，最早到1872 

 1000+ 电子书 （IEEE-Wiley; MIT） 

 IBM Journal of Research & Development (including IBM 
Systems Journal) 

 Five AIP/AVS 期刊 

 300+ 电子学习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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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Journals 

 Journals, Transactions, and Letters 

are the primary means for 

publishing technical papers 

concerning original work in IEEE 

fields of interest.  

– The primary purpose of Journals, 

Transactions, and Letters is to 

disclose and provide a permanent 

archival record of original 

technical work that advances the 

state of the art or provides novel 

insights.  

– Letters are for the publication of 

brief papers, usually three to four 

pages in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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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杂志-Magazines 

 Magazines are characterized by 

regular and continuing issues with 

significant technical content in 

addition to general news and 

regular columns 

– 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 IEEE Microwave Magazine 

– IEEE  Signal Processing 

Magazine  

– IEEE Instrumentation & 

Measurement Magazin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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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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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 美国计算机协会简介 

 ACM（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创立于1947年，是全球历史最悠久和最大的计算机科

研和教育机构。 

 服务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会员超过9万名，涵盖工

商界、学术界及政府单位。 

 ACM致力于发展信息技术的教育、研究和应用，全球

计算机领域的专业人士将ACM出版物视做最权威和最

具前瞻性的计算机学科核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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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主要出版物 

 期刊－Journal 

 

 杂志－Magazine 

 

 会报－Transaction 

 

 会议录－Proc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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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出版期刊 7种 

 ACM Computing Surveys (CSUR)   

   《美国计算机协会计算概观》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Algorithmics  (JEA)  

   《美国计算机协会实验算法期刊》 
 

 Journal of the ACM (JACM)   

   《美国计算机协会会刊》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Computing  (JERIC)   

   《美国计算机协会计算机教育资源期刊》 
 

 ACM Journal on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Computing Systems  
(JETC)   

   《美国计算机协会新兴技术期刊》 
 

 Journal on Computing and Cultural Heritage  (JOCCH)   

   《美国计算机协会计算和文化遗产期刊》 
 

 ACM Journal of Computer Documentation  (JCD)  已停刊 

   《美国计算机协会计算机文献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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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出版杂志 10种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CACM)  《美国计算机协会通讯》 

 Computers in Entertainment (CIE)  《计算机在娱乐业》 

 Crossroads 《十字路》 

 Queue 《队列》 

 Ubiquity 《普遍存在》 

 eLearn 《远程教育》 

 Interactions 《ACM人机交互》 

 netWorker 《网络工作者》 

 StandardView  《标准概览》已停刊 

 Intelligence 《智能》 已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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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出版会报3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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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出版会议录 

 近300个会议的会议录 

 会议文献的重要性 

– 会议录是人们及时了解有关学科领域发展状况的重要渠道，

对学科领域中最新发现、新成果等重大事件的首次报道率最

高； 

– 传递新产生的但未必成熟的科研信息；许多科研人员依赖于

会议交流信息，许多创新的想法、概念和理论往往首先在各

种会议中出现； 

– 涉及的专业内容集中、针对性强；同一会议围绕一个主题交

流相关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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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数据库 

 ACM Digital Library 

– 全文数据库 

 Guide to computing literature 

– 文摘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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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 Digital Library 

 Journal  7种专业期刊 

 Magazine  10种专业杂志 

 Transaction  32种专业会报 

 Proceeding  近300种学术会议的会议录 

 Newsletter  时事通讯 

 Special Interest Group   SIGs相关出版物 

 Publications by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  附属机构出版物 

 ACM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ACM口述历史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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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 to computing literature 

 计算文献指南，简称The Guide； 

 收录超过3000家出版社出版的计算机科学领域的

文献题录信息和摘要； 

 文献类型涉及图书、期刊、会议录、博士论文、

技术报告等，130多万条记录，ACM相关机构的

文献大多可以看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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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阶段01 

 查全查准 

 了解研究概况 

 综述论文、高影响

力论文、热点论文 

 专利文献 

 学位论文 

 文献管理 

研究中期02 

 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文献获取 

投稿写作 03 

 选择投稿期刊、会议 

 辅助写作 

 个人科研成果评价：

SCI、CPCI、EI、

CSCD收录引用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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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选择投稿期刊,有助于论文的发表-WOS 

 选择“文献类型”分析
得出期刊论文、会议论

文分别有多少篇 

勾选期刊论文的文献类
型，点击“查看记录” 

选择“来源出版物”分析
得出该课题领域的SCI论
文集中在哪些SCI期刊 

这些期刊的学科覆盖与
该课题研究内容契合度
较高，供投稿SCI期刊
时参考，提高中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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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同行们都参加哪些国际会议-WOS 

 选择“文献类型”分析
得出期刊论文、会议论

文分别有多少篇 

勾选会议论文的文献类
型，点击“查看记录” 

选择“会议名称”分析得
出该课题领域的同行都参

加哪些国际会议 

参加这些会议，增加与
同行之间的交流，及时
掌握本领域最新的研究

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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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选择投稿期刊,有助于论文的发表-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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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同行们都参加哪些国际会议-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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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阶段01 

 查全查准 

 了解研究概况 

 综述论文、高影响

力论文、热点论文 

 专利文献 

 学位论文 

 文献管理 

研究中期02 

 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文献获取 

投稿写作 03 

 选择投稿期刊、会议 

 辅助写作 

 个人科研成果评价：

SCI、CPCI、EI、

CSCD收录引用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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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写作“利器”Endnote 

 让插入参考文献“自动化” 

– 自动批量修改参考文献及引文格式 

– 自动批量修改文献编号 

– 学位论文的分章节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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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阶段01 

 查全查准 

 了解研究概况 

 综述论文、高影响

力论文、热点论文 

 专利文献 

 学位论文 

 文献管理 

研究中期02 

 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文献获取 

投稿写作 03 

 选择投稿期刊、会议 

 辅助写作 

 个人科研成果评价：

SCI、CPCI、EI、

CSCD收录引用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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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科研成果评价 

 

 

自己的成果 

自己来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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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SCI/CPCI被引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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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SCI/CPCI被引检索 

 论文的被引检索，即检索论文的被引用情况。 

 论文的SCI/CPCI的被引检索，即检索该论文被

哪些SCI论文或CPCI论文所引用。该论文不必

被SCI或CPCI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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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SCI/CPCI被引检索 

 通过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被引参考文献

检索”，可以检索论文被SCI/CPCI论文引用的

情况。 

 意义： 

–了解某个已知理念或创新获得确认、应用、改进、

扩展或纠正的过程。 

–了解哪些后续发表的论文在引用这篇研究论文，以

及这篇论文对世界上其他研究人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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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SCI/CPCI被引检索 

选择“Web of Science核心

合集”和“被引参考文献检
索”选项卡 

设定时间跨度、索
引数据库的选择，
论文的SCI/CPCI被
引检索应选择SCI和
CPCI两个子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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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SCI/CPCI被引检索 

被引检索方法1：作者+期刊（期刊缩写）+年代 

被引检索方法2：论文标题（利用截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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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SCI/CPCI被引检索 

被引检索方法1：作者+被引著作+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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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SCI/CPCI被引检索 

勾选被引参考文献的不同
形式，然后点击”完成检
索”，查看施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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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SCI/CPCI被引检索 

引用了目标文献的207篇
SCI/CPCI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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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SCI/CPCI被引检索 

被引检索方法2：论文标题（可用截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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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SCI/CPCI被引检索 

利用论文标题检索该论文的施引文献，会漏掉那些在参

考文献中未写出该论文标题的施引文献。 

漏掉7篇被引文献 

利用作者+被引著作+

年代 检索到207篇施引
文献 

利用论文标题检索到
200篇施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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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询SCI期刊的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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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期刊影响因子 

 利用Journal Citation Report（JCR）查询SCI

期刊的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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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期刊名称中包含signal 

processing的SCI期刊 

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查找期刊的影响因子 

完整的期刊名称 

期刊名称缩写 

期刊名中包含的单词 

ISSN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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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中包含“signal processing”的SCI期刊列表 

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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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收录期刊 

1）SCI收录期刊 

      SCI收录来源期刊 

      SCIE收录来源期刊 

2）SCI收录中国期刊列表 

3）SCI收录中国期刊学科分类表 

http://www.thomsonscientific.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K
http://www.thomsonscientific.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K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D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D
http://www.las.ac.cn/subpage/Information_Content.jsp?InformationID=5344
http://www.las.ac.cn/subpage/Information_Content.jsp?InformationID=5344
http://www.las.ac.cn/subpage/Information_Content.jsp?InformationID=5352
http://www.las.ac.cn/subpage/Information_Content.jsp?InformationID=5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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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Ei收录检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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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Ei收录检索方法 

在Ei数据库中检索论文的Ei收录情况，在检索设

置中选择Compendex数据库 

 一篇论文是否被Ei收录的检索方法 

 某一作者被Ei收录的论文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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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论文是否被Ei收录的检索方法 

 

1.选择“title”字段，输入文章题名 

只勾选Compendex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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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论文是否被Ei收录的检索方法 

 

 1.检查检索结果，确认无误 

2.点击“Detailed”查看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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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论文是否被Ei收录的检索方法 

 

这篇论文的EI收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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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CSCD收录与引用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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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D收录检索 

 通过检索论文的题名、作者、期刊、第一机构

等，确认论文是否被CSCD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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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CSCD引用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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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CSCD引用检索 

 例子：检索下面论文的被引用情况 

– “云计算：系统实例与研究现状” 

– 作者：陈康；郑纬民 

– 期刊名：软件学报 

– 2009,20(5),pp.1337-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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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CSCD引用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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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CSCD引用检索 

勾选参考文献的不同写法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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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CSCD引用检索 

“云计算：系统实例与研究现状” 

作者：陈康；郑纬民 

期刊名：软件学报 

2009,20(5),pp.1337-1348 

该论文共被146篇CSCD论文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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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ica.nipic.com/2007-10-10/20071010042149_2.jpg 

http://pic7.nipic.com/20100428/1412106_103714741200_2.jpg 

鱼？ 

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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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同学们踊跃交流提问！ 

 

TEL：82626611-6153，82626379 

Email：liuyl@mail.las.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