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文学术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 

• 馆员：蓝方（信息咨询室） 
• 电话：010-62281933 
• 邮箱：lanfang@bupt.edu.cn 



2018/6/11 研究生讲座 2 

我校图书馆能为我提供哪些文献信息 3 

如何找到与自己研究课题相关的信息 4 

有了信息线索，如何找到文献全文 5 

如何尽早开始进行毕业论文的准备 1 

如何找到并筛选有用的文献为我所用 2 

讲座提纲 



研究生学习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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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信息爆炸，可以看到的信息太多，所以一定要建构一棵属于自己的知识

树，只有这样，才能在这棵知识树上挂相关的东西，而且要慢慢的舍掉一些挂不

上去的东西，再随着您研究领域的深入，让这棵知识树有主干和枝叶，然而这棵

知识树要如何形成？怎样让它成为一篇硕士论文呢？ 

       今天就研究生关心的问题，主要给大家讲讲有关
硕士学位论文的那些事…… 

如何尽早开始进行毕业论文的准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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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  高校特殊的成果与收藏 

• 各高校图书馆一般都有本校学位论文收藏，并视为特藏 

• 我校图书馆收藏着我校的硕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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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 
Thesis Proposal 

• 一张理由充分的申请表 

• 一份有学术价值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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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到并筛选有用的文献为我所用 2 

•老师或实验室同学的推荐 
 
•网络资源阅读与积累 
(如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 
 
•检索专业数据库 
 
•通过订阅获取到的推荐信息 
 
•阅读书籍或期刊的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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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资源与图书馆资源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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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购买了经过加工、授权的文献资源 

在北京邮电大学IP范围内可以阅读或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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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购买的资源 

硕、博士学位论文 

专业图书 学术期刊 学位论文 

会议文献、标准、工具书、专利…… 

    相关服务 文献管理 文献分析   检索技巧 文献指引 



阅读专业书籍，
掌握导师研究 
领域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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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图书 自学专业图书，打牢专业知识，为看期刊文献做准备。 

1. 到借阅室或者阅览室对应导师研究领 

域的书架上找到此类图书。 



印本资源 – 图书馆 2 层 

新书借阅室 

 4 大层  7 小层 

 早期的中外文图书 5年前 

 影印版外文图书 6层 

 图书证件管理 赔书罚款 

 毕业转单办理 

中心书库 

 科技图书 近5年 

- 通信、电子、计算机 

 社科图书 近5年 

- 小说、经管、文法 



印本资源 – 图书馆 1 层 

样本书阅览室 

 科技图书 近5年 

 社科图书 近5年 

 考研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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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图书 自学专业图书，打牢专业知识，为看期刊文献做准备。 

2. 明确知道书目信息的情况下，可以通过 

书刊检索系统进行查找，定位，记下索书 

号，到借阅室或者阅览室按图索骥，直 

接找到此书。 



输入检索词 

选择资源类型 



点击查看流通信息 

根据检索结果选择进行
二次检索或重新检索 





随书光盘 

在线浏览 

下载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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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图书 自学专业图书，打牢专业知识，为看期刊文献做准备。 

3. 如果在我校图书馆没有找到所需要的 

图书，可以用馆际互借借阅此书。 



需要的图书本校图书馆没有，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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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返还式服务 

 BALIS 

 2007年 北京市教委 发起 

 70家成员馆 

 馆际互借系统注册并提交申请 

 通过物流借还书到中心书库 

借阅规则 

 对   象：中外文图书 

 借书量：5册 

 期   限：30天（还书时间见打印小条） 

 服务口：中心书库（二层） 

 电   话：62282123 

馆际互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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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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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 阅读学术期刊，掌握某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动向、最
新研究进展等。 

1. 到阅览室对应导师研究领域的书架 

上找到此类期刊。 



印本资源 – 图书馆 3 层 

中文报刊阅览室 

 中文期刊 > 1993年 

 报纸 近3个月 

外文书刊阅览室 

 英文图书 > 1990年 

 英文会议录 > 1995年 

 英文期刊 > 1992年 

 日文图书、期刊 少量 

 中外文数据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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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 阅读学术期刊，掌握某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动向、最
新研究进展等。 

2. 明确知道期刊信息的情况下，可以利 

用书刊检索系统进行查找，定位，记下 

索书号，到借阅室或者阅览室按图索骥， 

直接找到此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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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 阅读学术期刊，掌握某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动向、最
新研究进展等。 

3. 通过中外文数据库找到某领域的电 

子版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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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期刊——最常用的中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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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期刊——其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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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期刊——其他期刊 

 

 

 

 

 

 

 

 



需要的期刊论文我校图书馆没有，怎么办？ 

邮箱获取式服务 

 BALIS 

 2007年 北京市教委 发起 

 70家成员馆 

 原文传递系统注册并提交申请 

 通过邮件在邮箱中获得 

原文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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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 阅读学位论文，掌握某领域的重要数据、研究方法、研
究现状、学习学位论文的写作方法。 

1. 本校学位论文： 

•纸质：到数字化与特藏室的书架上找到。 

•电子：进入CNKI数据库的学位论文下载。 



印本资源 – 图书馆 4 层 

数字化与特藏室 

 中外文工具书 

 中外文标准、年鉴 

 北邮硕博士论文 

 北邮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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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 
阅读学位论文，掌握某领域的重要数据、研究方法、研
究现状、学习学位论文的写作方法。 

2. 校外学位论文： 

•电子： 
•国内：CNKI、万方数据库 

•国外： PQDT文摘库、ProQuest学位论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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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学位论文 

 

 

 

 

 

 

• 国外学位论文 

 

 

 

 

 

 



中国知网学位论文库 



万方学位论文库 



PQDT全球硕博论文文摘库 



ProQuest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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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到数字化与特藏室的书架上找到。
（国家标准……） 
电子：进入数据库检索、下载标准全文。
（国家标准、通信行业标准……） 

标准 
为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活动或其结果规定共同
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导则或特性的文件。 



标准 

• 国内标准 

 

 

 

 

 

• 国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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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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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购买的资源 

硕、博士学位论文 

专业图书 学术期刊 学位论文 

会议文献、标准、工具书、专利…… 

    相关服务 文献管理 文献分析   检索技巧 文献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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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技巧——检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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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选择意义明确
的专用术语、
规范用语 

–避免使用过长
的词组和短语 

    相关服务 文献管理 文献分析   检索技巧 文献指引 

• 单复数 

•简写缩写  

• 同义词  

• 近义词 

什么样的词可以作为检索词？ 

 

• 能够表征研究课题主要概念的关键性词

语，检索词是构成检索式的最基本单元 

Sub title 检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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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技巧——巧用高级检索 

输入检索词 
选择逻辑 
组配 选择检索 

字段 

51 

高级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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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式 ＝ 检索词 + 组配符号 (布尔算符,通配符,位置算符) 

专业检索 

检索式可以表达一个课题的想法，使得检索结果更准确。 

 

检索式适合一个课题或者一个知识点的检索。 

 

通过检索文献，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研究领域 

检索技巧——巧用专业检索 



检索技巧——巧用布尔逻辑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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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包含所有关键字的数据。 
标题： A AND B 
检索词A和检索词B必须同时出现，用于缩小检索范围。 

OR 

 
检索至少含有一个所给关键字的数据。 
标题: A OR B OR C  
检索词A、B、C中任何一个出现即可，用于扩大检索范围。 

排除含有某一特定关键字的数据。 
标题: A NOT B 

出现检索词A，但不出现检索词B，用于缩小检索范围。 

数据库中的执行顺序：NOT → AND → OR 
可用括号改变默认顺序 

并且，* 

或者，+ 

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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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检索字段: 

• SU=主题,TI=题名,KY=关键词,AB=摘要,FT=全文,AU=作者,FI=第一作者,AF=
作者单位,JN=期刊名称,RF=参考文献,RT=更新时间,YE=期刊年,FU=基
金,CLC=中图分类号,SN=ISSN,CN=CN号, CF=被引频次,SI=SCI收录刊,EI=EI
收录刊,HX=核心期刊,DOI=注册DOI,QKLM=期刊栏目层次 

检索技巧——选择检索字段 



2018/6/11 研究生讲座 55 

检索技巧——检索示例 

• 示例： 

1）TI="生态" and KY="生态文明" and (AU % "陈"+"王" ) 

2）SU='北京'*'奥运' and FT='环境保护' 

3）SU=('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转变'-'泡沫' 

 

 

• 温馨提示： 

• 精确检索词可以用“插入符号”——“基本拉丁语”——“引号”(“撇号”) 

• 区别“”和””和" "和' ' 

 



56 



检索技巧——构建中文检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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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查找“三节双频匹配结构的共时双频放大器”相关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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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技巧——巧用通配符 

符号意义 示    例  

* 

零个或多个字符 

gene*可查找 gene, genetics, generation 

s*food 可查找  seafood , soyfood 

$ 

零或一个字符  

colo$r 可查找 color, colour 

grain$ 可查找 grain , grains  

? 

只代表一个字符  

 

m?n 可查找 man, men 

pt nanorods or pt nanoparticles or pt nanowires or pt nanoflowers or pt 
nanofilms or platinum nanorods or platinum nanoparticles or platinum 
nanowires or platinum nanoflowers or platinum nanofilms 

pt nano* or platinum nano* 



构建英文检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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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放              Power amplifier or PA 

功率放大器  power amplifier or PA 

双频匹配      dual-band transformer or dual-band matching 

共时双频      concurrent dual-band or concurrent dual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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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信息： 

  《传媒业务协同处理关键技术及应用》 

• 了解课题背景： 

         随着信息技术向着网络化、智能化、平台化的方向发展，传媒行业
核心业务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改变了声音、图像、文字等多

媒体信息的生产、传播、交换、消费的方式，使信息传播正在从单向、

单一形态向双向、多元形态、从资源垄断向资源共享、从自成体系向开

放体系、从不对称传播向互动交流方向转变，多样性、网络化、数字化、

异构化、高清化将成为当今传媒行业变革的主题，以往单一的电视业务

或广播业务正发展演变并形成为集传统电视、广播、有线数字电视、网

络媒体、手机媒体、平面媒体在内的多种数字媒体业务。 

检索实例 
检索技巧——定题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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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索要点： 

        本课题在多媒体协同处理技术、媒体业务协同平台和典型传媒行

业应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研究和设计出一系列多媒体协同处理关键技术,这些技术正

在改变多媒体内容生产环境的标准模式，从而实现自动唱词字幕、

视音频内容自动审查等实用性、革命性功能，由传统只能手动控制

的工作变为自动化，大大提高效率，并确保内容质量安全； 

            …… 



• 在试检索的基础上，在查阅和浏览文献的过
程中，逐步确定检索词为： 

    媒体、视频、字幕、唱词、同步 

选定中文检索词 

Page  62 

形式一：(媒体 or 视频) and (字幕 or 唱词) and 同步 
形式二：(媒体+视频)*(字幕+唱词)*同步 

构造检索式 



选择外文检索词 

Page  63 

构造检索式 

 
 
• (媒体 or 视频) and (字幕 or 唱词) and 同步 

 

• video、 audio、 speech、 text 、subtitle、 caption 、 
synchr* 

•(video OR  audio OR speech) and (text OR  subtitle  
OR caption)  AND sync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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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调研的数据来源 

• CNKI（期刊+学位+会议+专利+成果） 

 

• 万方（期刊+学位+会议+专利+成果） 

 

• 维普（期刊） 

 

• 百度学术 

选择中文数据库 



检索中文数据库——CNKI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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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中文数据库——CNKI数据库 



检索中文数据库——CNKI数据库 



检索中文数据库——CNKI数据库 



检索中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 



检索中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 



检索中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 



检索中文数据库——维普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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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调研的数据来源 

选择外文数据库 

• 检索类 （EI+SCI+CPCI） 
 

• 全文类 （IEL+Elsevier+Springer+Wiley+……） 
 

• 学位论文（PQDT文摘库、ProQuest全文库） 
 

• 搜索引擎（Google Scholar） 

Web of Science 



检索外文数据库——SCI、CPCI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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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外文数据库——EI数据库 



检索外文数据库——PQDT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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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业数据库进行检索，获得相关的中英文文献 

对文献进行粗读、删选、提炼最重要的论文进行精读。 

对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整理，用逻辑性的语言表达 
对文献中的相关观点进行客观评述，提出自己的见解 
证明选题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是有意义的。 

完成课题的国内外研究动态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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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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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cite 

• Citespace 

• Bibexcel 

• CoPalRed 

• IN-SPIRE 

• Leydesdorff's Software 

• Network Workbench Tool 

• Sci2 

• SciMAT 

• VantagePoint 

• VOSViewer 

    相关服务 文献管理 文献分析   检索技巧 文献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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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管理的三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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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率 

1.卡片式管理 

2. 非专业化工具管理 

3. 专业化工具管理 

阅读电子文献，利用专业文献 
管理工具进行管理，效率较高。 

阅读电子文献，用资源管理器或
Excel表管理，效率较低。 

阅读纸质文献，手抄、复印或剪报，效率极低。 



文献管理软件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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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文献信息（在线检索） 
 

• 文献信息管理、检索 
 

• 全文管理 
 

• 笔记管理 
 

• 文献阅读 
 

• 参考文献的引用和样式编辑 
 

• 分享与协作 
 
 

    相关服务 文献管理 文献分析   检索技巧 文献指引 

推荐的文献管理软件 



NoteExpress（图书馆已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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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图书馆能为您提供哪些文献信息 3 



和研究生相关的图书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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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教学培训 

RSS订阅 

借阅服务 

移动图书馆 

参考咨询服务 

信息服务 

推荐书赠书 

资源 

VPN 



教学培训 

数据库专场 

 每年春季学期，由图书馆咨询部老师或者邀请数据

库商来我校培训 

系列讲座 

  数据库在线讲座，如SCI在线大讲堂讲座 

院系专场 

 结合专业背景开展培训，供实验室、小班或者小组预约。 

 地点：一层信息咨询室，电话：62281933 

    相关服务 文献管理 文献分析   检索技巧 文献指引 



数据库在线讲座 系列讲座 



数据库专场和院系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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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 

科技查新 

我馆为教育部审批的科技查新工作站。可以为科研立项申请、科研项目鉴定、评估、

验收、科研成果申报、转化、博士论文开题、评审等提供科学依据。 

查收查引 

根据读者需求，通过多种途径查找文献被Web of Science（SCI、SSCI、CPCI-

S）、工程索引（E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等国内外权威数据库收录

和引用的情况，并根据检索结果出具检索证明。 

    相关服务 文献管理 文献分析   检索技巧 文献指引 





VPN 

    相关服务 文献管理 文献分析   检索技巧 文献指引 



VPN 

    相关服务 文献管理 文献分析   检索技巧 文献指引 



移动图书馆 



移动图书馆 

通过二维码进行客户端下载 

选择学校 登录帐号 



移动图书馆 

馆藏查询 个性化订阅 学术资源 
视听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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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信息线索，如何找到文献全文？ 5 

知识海洋 任我畅游 

•书籍 

•期刊 

•学位论文 

•标准 

•报纸 

信息 
•电子书 

•电子期刊 

•学位论文 

•标准 

•报纸 

•专利 

•研究成果 

•…… 

•专利 

•研究成果 

•…… 



文献传递 – 电子资源（本馆无馆藏的情况下） 

检索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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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顺利完成学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