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平台升级 

 

 



新平台升级所带来的…… 

• 满足文献调研的各类资料查找需求 

• 满足文献分析、知识发现的深层挖掘需求 

• 快捷便利的在线查看翻阅功能 

• 跟踪、分享等实时传播功能 

 



引子： 

• 钱伟长先生与研究生谈科研时指出：“你
要解决一个问题，就需要收集情况，也需
要向已经写出的书本学习，要向许多庞杂
的资料进行学习，还要到现场去看问题发
生的情况，背景怎么样？这样才能弄清楚
这个问题的本质，才能想出处理这个问题
的方法，……”。 

 
• 钱伟长：中国近代力学之父，世界著名的力学科学家、高等教育家。中国科
学院资深院士，中国多所大学校长。 

2014-4-23 文献调研是各项工作开展的重中之重！ 



文献调研所需查找各类资料 

• 学术型研究成果（科研基础资料） 

• —期刊、博硕论文、会议论文、报纸信息…… 

• 事实性资料基础（把握历史，通古博今） 

• —年鉴信息、统计资料、概念图表… 

• 技术型成果（避免重复研究；利用已有成果） 

• —标准、科技成果、专利 

• 国际文献信息（通观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 

• --springer、wiley、proquest、taylor&francis…… 

• 形象化图形图像（画图、绘图参照） 

• --学术图片 

 



文献调研所需各类资料 

 

常用资源数据库 

  —满足高校教学、科研、学习基本需求 

通过一框式检索类型切换，快速了解有关于“贸易壁垒” 
不同类型文献的发表情况；一次检索找到中外文多种类型文献 



 

文献调研所需各类资料 

获取国际会议前沿信息 

与大师近距离接触 

收录丰富诺奖论文 

2010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文卡特拉曼·拉马克里希南

（Venkatraman 

Ramakrishnan） 

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获

得者 

托马斯·施泰茨（Thomas 

Steitz） 

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罗杰·D·科恩伯格（Roger D. 

Kornberg） 

2003年诺贝尔化学奖获

得者 

彼得·阿格雷 （Peter 

Agre） 
 

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

得者 

库尔特·维特里希（Kurt 

Wiithrich） 

199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

者 

 约翰.沃克( John 

E.Walker )  



文献调研所需各类资料 

工具类 知识库 

  —概念、数值、历史资料 



 

文献调研所需各类资料 

科技资料必查库 

  —查新、成果辨析必备资料支持 



外文合作数据库 

  --跨国界遴选同步信息资源 

免费正版题录信息，跳转原库提供下载！ 

文献调研所需各类资料 



 

文献调研所需各类资料 



免费获取OA资源 



 

点击来源数据库，选择OA类数据库， 

即可使用OA资源 



学术图片库 

  —绘图参照、形象学术研究 

文献调研所需各类资料 



科研学习流程分析 

选题立项 

---确定创新点、
研究面向 

文献分析、撰
写管理 

--合理分配时间 

成果发布投稿 

---遴选优质期
刊、对口刊物 

实时分享跟踪 

--新的问题？发
展衍生 

选题立项是科研申请、创作投稿的起始工作！ 



入口 

• 各选题调研的方法—通过不同检索方法及分组排序方法组合进行。 



• 具体任务： 

    通过文献检索与分析，查找到不同侧重面的研究
文章，借鉴其研究方法与思想，找出研究空白点 

案例：房产税 



一、如何进行科研选题？ 

抛砖引玉： 

• 从现实应用中选题 

• 从最新研究中选题 

• 从热点趋势中选题 

• 从交叉学科中选题 

• 从基金项目中选题 

• 从学科带头人、导师推荐中选题 



1、在一框检索中输入：房地产税--查全 

----便捷、快速找到有价值文献 

检索第一页即为时间教新被引及
下载量较高的高含金量文献 



2、通过关键词推送，找到不同研究主题的文献 

通过点击不同关键词快速定位 

 



2、或者通过高级检索缩小检索范围 

      ---通过更细致的步骤精确检索结果 

 

第一步：同时输入多个检索词进行查找 
不同检索项之间关系：或者，并且，不包含 

--提高查准率 



 

第二步：通过被引排序查看现实应用情况： 
从高被引文献出发进行研究 
引用频次高，应用扩散广 



 

第三步：快速掌握高被引文献的成果扩散程序 
并学习一篇好文献是怎么写出来的？ 

点击被引频次，查看扩散情
况 点击文献名查看具体内容 



研究方法的现实应用情况如何？ 

 

点击该篇文献的被引频次数 
查看哪些技术及应用采取了该篇文献的研究成果 
调研不同应用之间的研究空白点，跟进最新进展 



 

通过知网节了解研究详细信息 

该篇文献应用较好，是怎么写出这样一篇文献的？点击查看该篇文献知网节 

参考文献反应一篇文章的研习脉络 



 总库知网节中的相似文献利用快速向量检索 

算法实现文献的实时聚类计算，自动推送 

与检索主题相关的文献。扩充研究内容 



第四步：多篇文献综合分析 
利用导出、分析综合功能按钮 

更全面的把握调研文件 



 
同组文献之间的相互关联度如何？可以通过可视化引证图表一窥究竟 

图形之间紧密度高-则改组调研文献有较高的相关性 

A        B，则A引用了B 



一、如何进行科研选题？ 

抛砖引玉： 

• 从现实应用中选题 

• 从最新研究中选题 

• 从热点趋势中选题 

• 从交叉学科中选题 

• 从基金项目中选题 

• 从学科带头人、导师推荐中选题 



通过独家合作获取唯一情报来源 

 



通过优先出版掌握第一手情报资料 



通过时间排序定位最新文献 

查看某一年的文献 

按发表时间排序，找出检测最新技术；
找出技术空白点，辅助选题 
 



科研选题 

• 从现实应用中选题 

• 从最新研究中选题 

• 从热点趋势中选题 

• 从交叉学科中选题 

• 从基金项目中选题 

• 从学科带头人、导师推荐中选题 



查看房地产税研究近年的发展态势 

 



一个学科中最新、最早、最有
价值的文献。辅助快速定位，
更好了解研究主题 

快速查看每一年该主题的高关
注度文献 



 



试试其他指数检索 

 

2014-4-23 

1963年，

毛泽东发出
“向雷锋同
志学习”的
伟大号召 

1990年，江泽民

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分别题词，号
召全国人民进一
步向雷锋学习 

2012年，雷锋逝
世50周年 



 



科研选题 

• 从现实应用中选题 

• 从最新研究中选题 

• 从热点趋势中选题 

• 从交叉学科中选题 

• 从基金项目中选题 

• 从学科带头人、导师推荐中选题 



通过学科类别分组寻找学科交叉点 

寻找交叉学科，拓宽定题范围 



通过被引频次删选最有价值信息 

找到最有价值文献信息，通过被引频次定位， 
学习经典理论，通读研究脉络 



科研选题 

• 从现实应用中选题 

• 从最新研究中选题 

• 从热点趋势中选题 

• 从交叉学科中选题 

• 从基金项目中选题 

• 从学科带头人、导师推荐中选题 



2、目前相关基金项目有哪些？ 

主页中选择国家各级科研项
目 



科研选题 

• 从现实应用中选题 

• 从最新研究中选题 

• 从热点趋势中选题 

• 从交叉学科中选题 

• 从基金项目中选题 

• 从学科带头人、导师推荐中选题 



1、如何找到学科带头人？ 

--通过文献作者分组 

发现学科专家，牛人 

可追踪已知学者，寻访名师 



通过发表时间排序：了解学科带头人目前
的新观点、新看法，多为此领域的新兴研

究方向 



• Q 查一下中央财经大学 



 



 



Tips:查到这么多文献，如何快速浏览？ 

在线浏览一篇文献的文献 
勾选浏览多篇文献 

在线浏览阅读，无需下载任何插件，且支
持多终端ios,windows,andriod…… 



Tips:快速阅读 

 

实现对原版全文的在线浏览，支持 
多平台、多浏览器，无需安装CAJ 
浏览器，减少学习成本。 

呈现选文献的列
表，点击跳转 



小结 

• 选题调研，皆可通过总库平台一站式检
索资源，选择合适的检索方式，通过分
组、排序功能进一步细分需求，分析挖
掘热点趋势、学科交叉点，准确定位高
质量文献、最新文献。 
 

• 通过不同的分组、排序组合找到选题立
项的突破口！ 



科研学习流程分析 

选题立项、确
定创新点、研
究面向 

文献撰写、文
献管理（合理
分配时间） 

成果发布、投
稿（遴选优质
期刊、对口刊

物） 

实时分享跟踪 

---新的问题？
发展衍生 



二、如何管理/撰写调研得到的文献 

• 撰写文献 

– 用到学术研究成果、数据、图表、专业解释等… 

• 管理文献 

• --查找到的大量文献快速阅读，个性化分类管理，查看聚合
效应 

• 存盘管理所查找到的文献 

• 充分利用阅读器 

 

• 案例1:在选题立项的基础上研究现有商品房销售情况，调查
大量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等 

 

 



 

论文题目、关键词、摘要， 
皆需中英翻译。 
去哪里查找？ 



查找中英翻译 

 

进入CNKI首页，选择数字

化学习研究平台中的翻译
助手。 



• 书写文献综述、文献关键词时，需要查找相关词汇的定义及翻译，选
择翻译助手，查的各类型译文议句，权威可靠！ 



 

学术概念 



 

研究遇生僻概念-工具书及知识元检索 

百科、词典搜索：查找专业学术概念 



如何深入挖掘工具类资源？ 
www.cnki.net 

2014-4-23 



2014-4-23 



裂璺 





选中词汇点击左键，可直接跳
转工具书库中查找释义 



屏幕取词按钮 



屏幕取词功能 

以光标为中心前后自动取词 

词典与文献学科类型对应 



 



 

数值数据 



查找实证研究数据，如何快速获得？ 

 选择统计年鉴，快速获取指标 

点击阅览，快速查看指标 



 

想要各省、各年代、不同类型的大量数据？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入口 



 

更多数据功能展示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简单三步勾选，快速生成！ 

进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
计数据库，选择要查找的

数据指标 



节省时间，可直接导出EXECL 

 

通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直接可提取三省住宅及商品房平均销售价
格情况。数据来源统计年鉴，真实可靠。可作为分析的基础数据 



 

根据数据绘制曲线图谱，更加便于应用分析，判断走势 



最新季月度数据 

 



 

学术图片 



房地产供给实例-用图片说话 

 

提供有出处来源的权威学
术图片，用以丰富学术研

究素材 



以图找文，并可实现图片之间知网节关联 

 



 

图片对比，选择更加适合研究需要的信息 



如何管理/撰写调研得到的文献 

• 撰写文献 

– 用到学术研究成果、数据、图表、专业解释等… 

• 管理文献 

• --查找到的大量文献快速阅读，个性化分类管理，查看聚合
效应 

• 存盘管理所查找到的文献 

• 充分利用阅读器 

 

 

 



管理查到文献 

选定文献与文献管理器对接，可
直接导出标准参考引文 



Tips:e-learning学习软件 

 



• 一站式阅读和管理平台      

• 系统通过将文献库中的学习资料按照不同的主题进行分类，理清知识
脉络，为您构建知识地图； 

• 多种途径导入文献， EndNote、NoteExpress、 CAJ、PDF 

• 互联网文献收藏 

 

 

 



一站式阅读和管理平台 
 

 

2014-4-23 

1、新建学习单元，
分类管理文献 2、添加本地计算

机CAJ、PDF、
doc等文件 

3、从CNKI中心网
站及EndNote、
NoteExpress等文
献管理器导入题录。 



 

2014-4-23 

互联网文献收藏 
 



 

2014-4-23 

记录笔记 知识管理 



 

2014-4-23 

导出所有笔记 



将网页内容添加为笔记 

 

2014-4-23 



 

2014-4-23 

文献检索与批量下载 
 



如不能正常下载，请检查下载
设置 

 

2014-4-23 



 

2014-4-23 

Word中的E-Learning插件管理引文 

安装E-Learning程序后，word会自动安装引文加载项，在撰写论文时，可以通
过加载项自动生成参考文献。 



106 

提供期刊写作模板 

不断追加投稿模板，让写文章有规范可循 



 

2014-4-23 



科研学习流程分析 

选题立项、确
定创新点、研
究面向 

文献撰写、文
献管理（合理
分配时间） 

成果发布、投
稿（遴选优质
期刊、对口刊

物） 

新的问题？发
展衍生 



寻找对口期刊投稿、查阅信息 

 

方法1：检索结果页面中查看来源类别、期刊分组，可了解“房地产税”
的研究文献来源，发现投稿期刊等重要信息 

排在前面的很多都是本学科的重点期刊 

方法2：选择出版物检索 



 方法2：通过“导航”中选
择不同专辑学科，查看本学

科下重点期刊 

寻找关注学科核心期刊、把
握核心领域研究动向，为科

研发文找到渠道 



112 

利用E-learning投稿 



方法1：在“出版物检索”中找到某本刊物，选择具体的刊期，点击“目录页
浏览” 

职称评审、毕业评定时需要打印期刊封面？ 





方法2：在文献知网节中找到“目录页浏览功能” 



科研学习流程分析 

选题立项、确
定创新点、研
究面向 

文献撰写、文
献管理（合理
分配时间） 

成果发布、投
稿（遴选优质
期刊、对口刊

物） 

新的问题？发
展衍生 



关注主题最新动态 

• 当你了解了如何查找资源，如何进一步深度挖掘
信息进行选题立项之后，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做什
么？ 

• 对一项主题的关注是随时的且具有持久性的！每
次一次次查找相关文献和信息？ 

 

 

 

 

• 不如时刻分享、时刻跟踪！ 



多种分享模式，传送知识，时
刻关注！ 

分享传播 





 

 增值功能---个人数字图书馆 

选择定制检索式按钮 



增值功能 –CNKI学者库 

• 如何快速有效管理本人发文、关注学者？ 

• 创建、管理和评价本人学术成果 

• 汇集各类型学术成果 

• 推送最新成果 

• 自动生成学术影响力分析报告 

• 找到学术同行 

 

2014-4-23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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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成果库 

页面展示 

 



2014-4-23 

 



• 多种分享传播跟踪方式 

 

• 免去了次次查找的麻烦 

• 自动的为你推送最新信息 

• 时刻保持新鲜的学习动态！ 

 



科研学习流程分析 

选题立项、确
定创新点、研
究面向 

文献撰写、文
献管理（合理
分配时间） 

成果发布、投
稿（遴选优质
期刊、对口刊

物） 

新的问题？发
展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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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资讯：微博/微信 

新浪微博:    

 @CNKI知者汇 

 

 

        

微信公众平台： 

CNKI知者汇 

   *  微信号： 

cnkizhizhehui            



谢谢大家 

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