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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内容 
1. 资源介绍 

2. 检索功能 

3. 信息利用 
 



 
ProQuest 资源 – 博硕士论文 

 

PQDT：来自1,700多家研究院与综合大学，现与700多家综合大学合作

出版，与卡耐基基金会认定的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合作，美国超过90%

的研究院及博士生院都在ProQuest发表论文，到2014年3月，提供1637年

以来的300万篇记录，其中PQDT A人文社科 130多万，PQDT B科学技

术170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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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Quest  检索 

1. 访问方式 

2. 检索指南 

3. 特定数据库检索举例 – PQDT 

4. 检索定题 

 
 



1.访问方式 

 

 参考图书馆数据库列表  

 

 IP 控制 直接登陆URL 

 

 新平台登录方式：http://search.proquest.com   

 国外站点 ( 已在CERNET 登记IP) 

 

http://search.proquest.com/


2.检索介绍 -指南http://www.proquest.asia/zh-CN/promos/platform/materials.shtml 

 a.运算符 
and     food and nutrition 
or       food or nutrition 
not      nursing not shortage 
near/n   nursing near/3 education 
pre/n    nursing pre/3 education 
b.词组：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通配符 
nurse* 得nurse、nurses、nursed 
colo*r 得 colour、color 
nurse? 得 nurses、nursed 
sm?th 得 smith and smyth 
 
 

出版物名称       PUB(wall street journal) 
全文              FT(food) 
文档标题           TI(food) 
摘要             AB(food)  
分类主题             SU(education) 
索引词（关键词）     diskw(food) 

标签 TAG(benefits)  
ISBN ISBN(0205189997)  
ISSN ISSN(10673881) ISSN(1067-3881) 
期号 ISS(23)  
卷号 VO(85) 

作者             AU (smith) 
出版日期          PD(20051231) 
出版年份          YR(2005)； YR(2005-2008) 

来源类型 STYPE(newspapers) 
文档类型 DTYPE(literature review) 
语言                LA(french)  
位置主题 LOC(france) 

http://www.proquest.asia/zh-CN/promos/platform/materials.shtml
http://www.proquest.asia/zh-CN/promos/platform/materials.shtml
http://www.proquest.asia/zh-CN/promos/platform/materials.shtml


 
3.特定数据库检索举例 - PQDT  
 

检索与Keshab K. Parhi相关的论文 



3-1. Keshab Parhi的毕业论文 

Kesh* Parhi 

提示：由于名字的书写的原因, 可只写姓, 和
名的一部份 ，不分先后 



Keshab K. Parhi 198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论文 



3-2. Keshab Parhi作为导师的毕业论文 

Parhi, Keshab 

提示：导师可浏览查询 



Keshab K. Parhi 所指导的29篇毕业论文 



3-3. Keshab Parhi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的毕业论文 

Parhi, Keshab 



Keshab K. Parhi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的3篇论文 



3-4. 命令行检索-加州大学CMOS方面的论文 

ti,diskw,ab(CMOS or “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and sch(“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提示：diskw索引词（关键词）是作者关键词；PQDT中
的主题词SU是分类主题，适用于按学科检索。 
如果只检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而不需要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加需要“   ” 





3-5. 检索计算机或电气系的论文 

"Millimeter-Wave" AND CMOS 

Computer or Electrical 

提示：2008年起，新添的博硕论文（PDF格式），可
检索全文 



计算机或电气系, 全文中涉及“Millimeter-
Wave” 和 CMOS的122篇论文 



4. 检索定题 

可依据检索式定期获得匹配的新增文献 



4-1. 检索定题 – 电邮 

PQ - Reinforced concrete AND bridge 

myemail@test.com 

另可限定新增/新出版文献，设定时间， 周期等 



4-2. 检索定题–RSS 



RSS定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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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利用 – 获取与利用 – 文献记录 

提供单次电邮多篇文献记录 

单次打印、制作参考、导出/保存多篇记录文摘/索引记录 

单篇浏览记录 



资源利用 – 保存 – 自定义保存 

可选择Refworks， EndNote， RIS， RTF

（用于word 文件）， PDF， 文本等格式 

可选择保存文摘/索引； 全文文献，自定义等

内容 



自定义保存 



全文获取 – 链接  

PQDT 论文引文/摘要页提供PQDT 全文库链接，可以直接 
定位到PQDT全文库查询全文 



全文获取 – 链接  

PQDT 文摘数据库收录了300万篇论文，目前国内已经订购了46万篇，所在机构
如果订购PQDT全文库，那么可直接下载PDF全文，如果显示“未找到符合条件

的搜索结果…”表示国内还没有订购这篇全文 



论文记录查阅 

可电邮、导出、标签、共享等 

可翻译 



论文记录查阅 – 索引部分 



在线个人帐户 

平台支持在线管理 
•信息在线文件夹管理
（多层） 
•检索与定题管理 
•标签主题和共享列表 
•制作检索插件 
•与RefWorks信息管理
工具帐户交互 



个人帐户注册 

创建在线个人帐户 



 Questions? 

 
技术支持，请访问：http://www.proquest.com/go/contactsupport 
 
数据库在线指南： 
http://proquest.libguides.com/pqdt     
 
 

   

http://www.proquest.com/go/contactsupport
http://proquest.libguides.com/pqd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