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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信息

求知——希望知道我所不知道

学习阶段

求知要求：结合需求，吸取知识

研究——发现已有的成果中的不足

研究阶段
研究要求：国内外研究现状调研向创新迈进



有效利用信息为科研助航

在现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熟
练掌握获取、筛选、评价、管理科技文献和信息
的理论与技术、方法和技巧，才具备开展科学研
究的信息素质。

理论-实践-知识宝库

丰富的数字化资源和多元的网络化信息服务



Wisdom

Knowledge

Data
Information

Idea



上科大开通数据库推荐

http://library.shanghaitech.edu.cn/library_resource/3.html

http://www.springerlink.com/
http://www.springerlink.com/
http://archive.nstl.gov.cn/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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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全查准

信息检索七步法



信息检索“七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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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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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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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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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新方面的数
据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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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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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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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
数据库

–全文数据库——IEEE数据库，Elsevier数据库…

–专利数据库——Lens专利检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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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简单检索（快速检索）



高级检索



专家（expert）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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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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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Analysis，Application，Method

− 所有拼写形式，单复数形式，不同的名称

−学名和俗名
− 增材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3D打印3D Printing

−简称和全称，事物的代码
− 如,4G (fourth-generation wireless)



信息检索“七步法”

• 信息检索步骤四：选择合适的检索词（续
）

− 注意同义词、广义词、狭义词、相关词及多义
词等

− layer-wise manufacturing，layer-wise 
production，layer-wise build-up

− 注意同词根相关同义派生词

−如print，printing，printer，printed
− 3D printer(s)，3D Printing，3D pri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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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拼写规范化
– analyse–analyze; center-centre；modeling (美式拼法)，

modelling(英式)

• 标点符号规范化
– 受控词online包含了on line, on-line，online

• 专业或技术性词或词组规范化

– 受控词Television包含了- colour /business  television; TV; 
– 受控词Internet -- Web Servers/World Wide web/www/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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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I和INSPEC数据库提供了叙词表/受控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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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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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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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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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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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平台的其它数据库

，如INSPC、DII数据库等）中

–星号 * 可表示任何字符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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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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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词检索

–注意：

• 利用截词检索时，截词的部位一定不能截的太深，否则误检

率会很大。

– 例：rat*可检出rate、rats、rational等词义不全不同

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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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er NEAR/4 diode，Searches for the word laser 

within 4 words of diode in any order

–radar near/1 imag*

–radar images，radar imaging，imaging ra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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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分析不同概念间的逻辑关系

−“合成孔径雷达”与“目标”、“识别”的逻
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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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标”和“识别”之间相隔的单词数量小于等于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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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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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研究概况

擅用文摘数据库



文摘数据库——“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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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我科研成果的评估

• ……



三个文摘数据库要牢记！

Web of Science
Ei

CS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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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References

1993
1991

1995

1980

2003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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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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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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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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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R/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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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检索、高
级检索均可使
用精确检索、
截词符、逻辑

运算符





高级检索

4.字段标识代码
前缀 TS="signal process*"
后缀

不同的字段用逻辑运算符连接
。

PY=2007 AND TS="signal 
process*"



三个文摘数据库要牢记！

Web of Science
Ei

CS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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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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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eoBase数据库
– 跨学科主题的文摘数据库

– 学科方向：地质、人类和自然地理学、环境科学、海洋学、地质
力学、替代能源等

– 时间范围：1980年至今。

– 文献类型：同行评审期刊、会议论文集、行业杂志等2000多种



Ei检索

• Quick Search快速检索

• Expert Search专家检索

• Thesaurus Search叙词表检索



快速检索

多种字段检索

两个子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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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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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检索

• 1.作者索引

在作者的索引列表中，勾选需要查找的人名，勾选内容将自
动出现在检索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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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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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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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检索

编写检索式

字段代码列表



专家检索

1.逻辑算符

AND OR NOT NEAR 
以太阳能： solar energy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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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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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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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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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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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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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词表检索

⑤根据词表词汇组合新
的检索式和检索策略

根据词表词汇
组合的检索式



三个文摘数据库要牢记！

Web of Science
Ei

CS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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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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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已在我国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的课题查新、基金资助、

项目评估、成果申报、人才选拔以及文献计量与评价研究等多方面作为权威

文献检索工具获得广泛应用。主要包括：

– 自然基金委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指定查询库；

– 第四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申报人指定查询库；

– 自然基金委资助项目后期绩效评估指定查询库；

– 众多高校及科研机构职称评审、成果申报、晋级考评指定查询库；

– 自然基金委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查询库。

– 中国科学院院士推选人查询库；

– 教育部学科评估查询库

– 教育部长江学者

– 中科院百人计划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登陆入口
• 2007年，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实现与Web of Science的跨库检索，

成为Web of Science平台上第一个非英文语种的数据库；

• 支持中、英文检索；

• 适用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检索功能：逻辑运算符、截词符*
？$，作者索引功能、期刊索引功能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WOS平台检索

与Web of Science数据

库的作者索引、出版物
索引的检索功能相同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WOS平台检索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的
文献类型包括：
期刊论文
综述
短文



CSCD数据库登陆入口二



CSCD数据库登陆入口二



CSCD数据库登陆入口二



CSCD数据库检索规则

• 检索字段特色：第一作者、第一机构、基
金名称、实验室检索

–作者检索，要用汉字与拼音两种形式

–拼音又分为全拼和缩写两种形式

例如：刘东（模糊）

"刘东生"（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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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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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相关——引用了若干篇相同的参考文献

耦合度——共同

引用的参考文献
，共引文献可以
通过数字超链接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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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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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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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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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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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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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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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角度分析课题的研究现状
了解课题的总体发展趋势-CSCD

CSCD被称为“中文SCI”
，功能上也尽量与WOS数
据库保持一致，“检索结
果分析”和“引文分析报
告”与WOS数据库对应

CSCD收录的中文文献分
析课题年代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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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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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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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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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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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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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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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EC、CSCD

• CSCD数据库不具有分析研究机构的功能！

寻求国内、国际合作

寻求深造（博士、博士后）、留学、访问学者的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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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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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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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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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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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CSCD

• EI、CSCD均可基于本数据库的数据，分析
某课题研究的同行和竞争者！

• 操作步骤与WOS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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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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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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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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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论文

前人种树

后人乘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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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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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被引论文

同行都在引用哪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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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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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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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会议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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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Scholar的引文检
索范围远远大于W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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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了检索范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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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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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I高被引论文



热点论文

同行都在关（xia）注(zai)哪些论文？



IEEE热点论文

该刊近期的热门文章



Elsevier数据库热点论文



ESI热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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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专利信息分析引导专利战略和专利布局，
为机构带来技术进步和国际专利商战的巨大利益



Patent No: US7,479.949 B2
Date of Patent: Jan,20,2009TOUCH SCREEN DEVICE,MENTHOD,AND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OR
COMMANDS BY APPLYING HEURISTIC 
DETERMING

Steven.P.Jobs

Apple.Inc



专利信息的外在特点

外在

特点

专有性

地域性

时效性

他人无法实施使
用该发明创造的
权利

依照一国法律取
得的知识产权只
在该国境内具有
法律效力

各国专利法均规
定了专利的有效
时间



专利信息的内容特征

内容

特征

技术性

法律性

经济性

受专利法保护的
人类科学技术的
研发成果

发明创造的权利
保护范围、生效
日期、优先权、
地域范围等

与国家、行业、
企业的经济活动
密切相关



• 专利号：Patent Number

• 专利授权日期：Issue Date

• 专利名称：Title

• 专利发明人：Inventor

• 专利申请人：Assignee

• 专利申请号：Appl.Number

• 专利申请日期: Appl.Date

• 专利国际分类：Int. Patent Class

• 专利美国分类：U.S.Class

专利文献著录项目(1)



• 专利引证数据：References Cites

• 专利摘要：Abstract

• 专利申请范围：Claim

• 专利优先权号：Priority Number

• 专利优先权日期：Priority Date

• 专利公告号：Pub.Number

专利文献著录项目(2)



专利文献著录项目(3)

“谁在何时、何地、为什么就什么产品或技术做了怎样的保护”

谁 专利申请人、发明人

何时 优先权日、申请日、公开日、公告日、登记日

何地 申请人国家、申请国、指定国

什么 国际专利分类、美国专利分类、欧洲专利分类

为什么 发明名称、摘要、专利全文

怎样 权利要求

号码 专利号、申请号、公开号、公告号、优先权号

其他 引用专利、同族专利、相关专利、代理人



示例



示例



示例



• 国际专利分类IPC－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是根
据1971年签订的《国际专利分类斯特拉斯堡协定》编制的，是
目前唯一国际通用的专利文献分类和检索工具。1997年，我国
正式加入该条约。

• IPC分类表，每年修订，最新分类表是2015年版分类表。

• 国际专利分类法按照技术主题设置类目。分类表采用等级结构，
把整个技术领域按降序依次分为五个不同的等级，即：部、大类
、小类、大组、小组。

• 世界上应用最广泛应用的专利分类体系，覆盖了世界所有专利文
献的95%。

专利分类-IPC(1)



• A: 人类生活必需

• B: 作业；运输

• C: 化学；冶金

• D: 纺织；造纸

• E: 固定建筑物

• F: 机械工程；照明；加热
；武器；爆破

• G: 物理

• H: 电学

例：Int.Cl. A01B1/04（2006.01
）

部 A 人类生活必需

大类 A01 农业、林业；畜牧业；
狩猎；诱捕；捕鱼

小类 A01B 农业或林业的整地；
一般农业机械或

农具的部件，零件或附件。

大组 A01B1/00 手动工具

小组 1/02 • 锹、铲

1/04 • • 带齿的

专利分类-IPC(2)



部 H    电学

大类 H01  基本电器元件

小类 H01F 磁体；

大组 H01F 1/00 特征在于其磁性材料的磁体或磁性物体；

一点小组 1/01 • 无机材料的

二点小组 1/03 • •特征在于其矫顽力

三点小组 1/032 • • • 硬磁材料的

四点小组 1/04 • • • • •金属或合金

五点小组 1/047 • • • • •  特征在于其成分的合金

六点小组 1/053 • • • • • •含有稀土金属

小组H01F 1/053实际涉及的是“特征在于其矫顽力的包括硬磁合金尤其

是含有稀土金属的无机材料的磁体”。

1.4.专利分类-IPC(3) 示例



专利引用(1)

概念
专利引文(Patent Citation)：在专利文献中列出的与本专利申请相关的
其他文献，包括专利文献和非专利文献。

种类
申请人在专利单行本的“技术背景”部分引用参考文献
审查员在专利单行本的“扉页”上注明专利“检索报告”中的对比文件

作用
扩大专利信息检索范围
追踪技术发展方向
确定核心技术
确定竞争对手及竞争对手间的技术联系



示例



• 优先权是《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规定的优惠权利，为巴黎
公约缔约国之间相互承认，共同遵守。优先权指的是，任何缔
约国的申请人，向一个缔约国提出专利申请后。在一定的期限
内（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为12个月，外观设计专利为6个
月），若再向其他缔约国就同一发明提出专利申请，可享受优
惠的权利，即将第一次提出申请的日期视为后来在其他缔约国
提出申请的日期。

因此，一项发明在一个缔约国提出专利申请之后，即使内容已
经公开了，只要在法定的期限内向其他缔约国提出专利申请，
完全不影响后一申请案的新颖性。一般说来，一项发明的第一
次申请的日期称为申请日，如果要求优先权，则称其为优先权
日。

优先权



由至少一个共同优先权联系的一组专利文献，称一个专利族
(Patent Family)。在同一专利族中每件专利文献被称作专利族
成员(Patent Family Members)，同一专利族中每件专利互为
同族专利。在同一专利族中最早优先权的专利文献称基本专利
。

同族专利检索系统：
欧洲专利局网站法律状态查询系统(Register Plus)中的
“patent family ”功能
印度国家信息中心“Equivalent Search”检索系统
各工业产权局因特网专利检索系统
Derwent Innovation index 数据库

同族专利



同族专利

示例





–专利技术信息检索

–专利相关人（专利权人或发明人）检索

–专利法律状态检索

–同族专利检索

–……

目的：了解某技术领域的技术现状、专利保护
情况。

检索线索：关键词+IPC（MC）+其他相关信息

关键词确定：沟通技术专家、分解技术
IPC（MC）确定：检索、阅读分类表

对初步检索结果的统计
密切相关专利的分类号

目的：竞争对手分析、寻求合作
伙伴、挖掘技术人才

检索线索：名称（包括各种书写
和缩写形式）

专利权人为机构时，要考虑分支
机构构成、兼并等情况。

目的：了解专利目前的法律
状态

检索线索：申请号或文献号

目的：了解专利地域效力、同一发明创造在不同
国家地域的审查情况、文种转换

检索线索：申请号或文献号

专利检索的主要类型



检索要素1 检索要素2 检索要素3 检索要素4 检索要素5 检索要素6 排除的要素

要素名称 太阳能 电池 铜 铟 镓 硒

中文

主题词

太阳
光伏
PV

电池
铜
Cu

铟
In

镓
Ga

硒
Se

CIGS

英文

主题词

Solar
Photovoltaic

PV

Battery
Batteries

Cell
Cells

Copper
Cuprum

Cu

Indium
In

Gallium
Ga

Selenium
Selenide

Se
CIGS

IPC号 H01L31/00~20

技术主题：铜铟镓硒化合物薄膜太阳能电池

检索策略：

（（太阳 or 光伏 or PV）and 电池 or H01L31*）and （（铜 or Cu） and
（铟 or In） and （镓 or Ga） and （硒 or Se）or GIGS）

示例



LENS

http://www.lens.org/lens/






 Lens是一个开放的数据平台，集成了世界范围内可开放获取的

专利文献以及技术文献。Lens可以进行文献的检索、聚合、分

析、共享、管理，从而实现知识的公共创新。 Lens专利分析平

台的突出特点是其专利字段包含有法律状态信息、专利引证信

息以及专利家族信息。

 Lens的优势

专利检索

Lens专利检索提供多字段组合检索，FPO平台专利全文进行文本化处理因此支

持基于全文的专利搜索。

专利分析

Lens分析平台可实现一维统计分析及可视化，便于检索结果的二次筛选。

专利管理

Lens分析平台可以实现主题结果的保存、共现以及标签管理等。



• 目标：检索铜铟镓硒太阳能电池领域的相关专利

• 现状：已经构建检索检索式

• 解决：Lens平台高级检索功能



主题词+主题词







主题词+分类（IPC）









• 目标：简单分析铜铟镓硒太阳能电池相关专利，筛选其中中国专利、
杜邦公司专利以及授权专利

• 现状：已经有检索结果

• 解决：Lens分析筛选功能



















• 目标：遴选铜铟镓硒太阳能电池重要专利

• 现状：已经有检索结果

• 解决：Lens平台引证同族功能





















• 目标：查看重要专利的法律信息

• 现状：已经遴选重点专利

• 解决：Lens平台的法律信息功能















• 目标：对遴选的铜铟镓硒太阳能电池专利集进行管理标引

• 现状：已经形成专利集

• 解决：Lens平台管理功能

















• Lens专利创新平台：https://www.lens.org/lens/

• 专利信息服务平台： http://search.cnipr.com/

• 重点产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http://www.chinaip.com.cn/

• 佰腾专利检索平台：http://www.patexplorer.com/

https://www.lens.org/lens/
http://search.cnipr.com/
http://www.chinaip.com.cn/
http://www.patexplor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