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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调研及文献调研过程



1.1 科研过程中的文献需求



科研工作者直接从事科研活动的时间分配情况

• 28.2%的时间用在实验设计与实施（包括实验、化验与

测试，数据分析与总结等）；

• 27.3%的时间用于收集、整理和分析资料上；

• 16.9%的时间用于论文、专利与模型的形成与修改上；

• 14.8%的时间用于小组讨论；

• 9.5%的时间用于技术和产品的开发上；

• 3.9%的时间用在其他科研活动中。

数据来自中国科研人员科研时间调查报告，《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 V19 NO.2

1.1 科研过程中的文献需求



•撰写学术论文

•撰写文献综述

•学位论文开题

•科研立项

1.1 科研过程中的文献需求



开题报告的基本内容















课题名称、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综述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分析

主要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研究方案及进度安排，预期达到的目标

为了完成已经具备和所需的条件和经费

预计研究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及解决

的措施

主要参考文献



立项书的主要内容



学位论文



• 文献调研是学术创新的基础。

• 文献调研是学术规范的最基本要求。

正确掌握文献调研的方法，也是一种进行
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1.1 科研过程中的文献需求



在论文的选题、开题阶段或者立项前，通过文献

检索的方式，对拟研究的课题相关的各类文献进

行系统、全面的收集、阅读和分析，以便确定：

课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

国内外发展历史、研究现状和趋势；

研究的前沿、热点、难点

哪些国家、哪些机构、哪些人在做该课题的研究

寻找空白点/创新点，确定自己的研究内容和方向

1.2 文献调研



•文献调研是一个动态调整、循环往复的过程，

不是一次性的工作，贯穿科研始终。

• Why？——Research is often nonlinear and

iterative journey, so is searching! 科研是一段非

线性、循环往复的探索未知的旅程，充满挑

战，检索亦是如此！

1.2 文献调研



•原则1：全面——将与拟研究课题的相关文献网罗无遗

• 文献类型

• 出版时限

• 地域范围

• 语种范围

• 概念范围

•古代、现代，东
方、西方的概念
表述及内涵、外
延的差别

•不同国家和地区
学科特色、研究
优势、立场不同

•自然科学一般20年
• 社会科学类课题
时限30年以内

•人文学科时限更
长

•期刊论文

•会议论文

•学位论文

•专著

•参考工具书 文献
类型

出版
时限

概念
范围

地域
语种

1.3 文献调研的原则



•原则2：准确——在查全的基础上锁定相关度最高的文献

• 准确的专业术语

• 正确的逻辑关系 概念
范围

准确

逻辑
关系

检索
表达

1.3 文献调研的原则



1.4 文献调研的阶段 泛调研&精调研



文献调研阶段-确定主题

确定主题后-进行泛调研（了解概貌）

尽可能完整地收集该领域的所有文献

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专利、研究报告。

泛读—重点阅读文章的摘要、引言和结论了解热点、
前沿、新颖点，并收集规范词、同义词

确定研究方向–实验室研究背景+当前研究热点+自
身兴趣点



文献调研阶段-确定方向

确定方向后-进行精调研

有针对性地查找文献，重点在于热点、前沿、新颖点

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专利、成果

文献阅读— 泛读和精读相结合

确定课题实施方案（技术和方法的创新）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导师课题（实验室背景）

 方向较为明确，通常与自己的研究相关

•结合个人的学业和研究兴趣（兴趣导向）

 自己对某领域的长期跟踪、知识积累，有一定基础

•从实践和社会需要中选题（问题导向）

 社会关注的热点，线索较多，资料积累较为丰富

选题来源



• 选题不能偏离专业方向和领域

• 不能为了套用某种技术或方法而确定选题

•“小题精做”，切忌“大题粗做”，量力而行

选题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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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检索—2.1过程

课题

制定检索式

选择数据库

主题分析

确定检索词

计算机处理

数据库

构造检

索策略

原文

标引 结果评价

用户

N

Y

词表



二、文献检索—2.2检索方法

按时间顺序由
远及近检索文
献的方法

逆时间顺序由
近及远检索文
献的方法

查找某一时段
的文献

利用文献中的
参考文献，进
行追溯查找相
关文献的方法

时间法和追溯
法的综合运用

能收集到某一
课题的系统文
献，适用于较
大课题的文献
检索

重点放在近期
文献上，可以
最快地获得最
新资料

适用于对课题
熟悉者。检索
时间少、漏检

便于读者追踪
阅读，可以收
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灵活、全面、
准确



二、文献检索—2.3课题分析

• 课题的学科范围（选择数据库）
注意：跨学科、交叉学科

• 所需的文献类型
注意：多样性

• 确定课题包含的主题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注意：切忌只根据题目抽取概念，要充分考虑主题分析的

全面性、专指性，最大限度地满足查全与查准的要求，提
取检索词，构造检索式。



二、文献检索—2.4选择数据库

与Google Scholar、Baidu等搜索引擎相比：
专业数据库

• 对资源的发掘和利用，能提供更多相关准
确的检索结果、权威性的文献信息

• 可以与全文链接

• 更直接、更有序、更全面。



• 中文库CNKI+万方+维普，可满足大部分中文文献要求，如有
专门的专利检索需求，再加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即可满足。

期刊

CNKI

万方

维普

专利

CNKI

万方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学位论文

CNKI

万方

本校学位

论文（纸）

网络

Goolge 

scholar

学协会网站

博客

论坛

会议

CNKI

万方

中文数据库的选择



外文数据库的选择

期刊

SCI

EI

IEL

Elsevier

Wiley

OSA……

学位论文

PQDT

会议

EI

CPCI

IEL

专利

Total Patent 

全球专利DB

各国专利局
网站

网络

Goolge 

scholar

学协会网站
博客
论坛

• 外文库理工: SCI+EI+CPCI-S社科: SSCI可满足大部分外文文献要

求，如有专门的专利检索需求，再加各国专利局网站即可满
足；如果需要查看全文，需要进入全文数据库查找。



各类型文献的特点

• 期刊论文：质量高，出版周期短。

• 学位论文：数据图表充分详尽、参考文献丰富全面、
可得到课题研究现状综述。

• 专利：出版迅速，传递信息快，能及时反映最新技术
成果，专利文献中注重技术细节的描述。

• 会议和学协会网站：跟踪最新的会议，速度快，有利
于查全文献。学协会网站和专业论坛适合和其他研究
者交流。

• 网络资源：了解相关机构的基本信息和研究动态。对
于一些产品类的项目，也可了解和掌握市场的发展情
况。



二、文献检索—2.5选择检索词

• 检索词：指表征研究课题主要概念的关键性词语，
是构成检索提问式的最基本单元。

• 检索词通常从课题的主要概念（课题名称、采用的

具体技术/方法、新颖点）中提取。



二、文献检索—2.5检索词选取注意事项

• 检索词的扩充

1、在试检索过程中，发现并收集规范词、同
义词、缩写词，扩充检索词；

例1：延迟容忍网络+容迟网络+机会网络

例2：SOA  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2、如下位词试检索结果很少，可尝试用上位
词扩大检索范围；

3、利用规范的主题词表，选择检索词。



二、文献检索—2.5检索词选取注意事项

• 注意隐含的概念

例：唐山综合防灾研究

城市综合防灾的研究

灾害 地震、洪水、火灾

研究 决策支持系统、专家系统、智库

• 检索词选择学科的专用术语、规范用语。

• 检索词不宜过长。



二、文献检索—2.5检索词选取注意事项

• 英文检索词的选取

1、利用网络、数据库、工具书检索相应的
中文词的英文表达词。

2、利用翻译助手收集英文关键词的写法。

http://dict.cnki.net/

3、利用数据库对检索词进行扩展、变更、
收集各种变换形式。如EI数据库中的控制词。

http://dict.cnki.net/


二、文献检索—2.6检索式的构造

检

索

式

构

造

检

索

词

+

组

配

符

号

布尔逻辑算符

位置算符

通配符

禁用词



二、文献检索—2.6检索式的构造

• 布尔逻辑算符（logical operator）AND  OR  NOT 

1、AND 检索结果中，检索词A和检索词B必须同时出
现。用于缩小检索范围。

2、OR 检索结果中，检索词A和检索词B中的任何一个
出现即可。用于扩大检索范围。

3、NOT 检索结果中，出现检索词A，但不出现

检索词B。用于缩小检索范围。

一般在数据库中的执行顺序是：NOT → AND → OR，
可用括号改变默认顺序。



• 位置算符(proximity operator)

1、字段限定

2、用来决定两个检索词间的邻近位置关系作用：改进
AND 运算符的不足之处。

3、常用的位置算符。 NEAR (EI)  W   SAME (SCI)

二、文献检索—2.6检索式的构造



二、文献检索—2.6检索式的构造

• 通配符（wildcard character）

1、右截词符常用形式：“*”

如：comput*---computer，computation ，
computational 等等。

减少输入步骤，简化检索程序，扩大检索范围，提高
查全率，实现模糊检索。

2、字母替代字符：“？”

如：ne?t---neat/nest/next



二、文献检索—2.6检索式的构造

• 禁用词（Stop words）

介词、连词、冠词等停用词（Stop words：
the, is, for,and）



二、文献检索—2.6检索式的构造

• 注意：不同检索系统的算符，其表示方法
会有所不同，使用算符前需阅读检索系统
指南。



二、文献检索—2.7检索技巧

• 选用主题（Subject/Title/Abstract）检索字段，
并利用检索式进行文献检索，检索结果全
面准确，单用题名或关键词检索，重点突
出、查准率高。

查准率由高到低：题名>关键词>文摘>主题>
全文

查全率由高到低：全文>主题>文摘>关键词>
题名



二、文献检索—2.7检索技巧

• 检索结果过多

1、增加检索词，在检索结果的基础上进行二次检
索。

2、选择更专指的检索词，排除无关概念。

3、限定检索范围：检索字段、时间、文献类型、
语言。

4、使用“词组检索”或用位置算符替代“AND”算
符。



二、文献检索—2.7检索技巧

• 检索结果过少

1、减少检索词、选择更宽泛的检索词、增加同义词。

2、减少检索范围限定：检索字段（All fields）、时
间、文献类型、语言等。

3、用“AND ”算符替代位置算符或词组。

4、使用通配符*。



实例1：

课题名称：黄河三角洲盐碱地土壤改良与植被构

建技术研究

改良方法：结合脱硫石膏和农作物秸秆两种方法

检索词：盐碱地、脱硫石膏、农作物秸秆、植被构建

数据库：中国知网

检索式1：主题=盐碱地*脱硫石膏*农作物秸秆*植被构

建，结果为0

二、文献检索—2.8检索实例



实例1：
植被构建等同于种植、栽培、培育

检索式2：主题=盐碱地*脱硫石膏*农作物秸秆*(植被构
建+种植+栽培+培育) ，结果为3

检索出的文献中，提到了玉米秸秆和植物秸秆，因此选
择更宽泛的词，秸秆

检索式3：主题=盐碱地*脱硫石膏*秸秆*(植被构建+种
植+栽培+培育)，结果为20

二、文献检索—2.8检索实例



检索实例-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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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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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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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要点：

传媒业务环境下，面向节目制作的多媒体自动同步与质量保障

方法。



检索实例-选择中文数据库

• CNKI（期刊+学位+会议+专利）

• 万方（期刊+学位+会议+专利+成果）

• 维普（期刊）

• Baidu+Google



检索实例-选定中文检索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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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索式为：

(媒体 or 视频) and (字幕 or 唱词) and 同步



检索实例-检索CNKI库

• (媒体 or 视频) and (字幕 or 唱词) and 同步

• CNKI专业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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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SCDB&crossDbcodes=CJFQ,CDFD,CMFD,CPFD,IPFD,CCND,CCJD




检索实例-检索万方库

• (媒体 or 视频) and (字幕 or 唱词) and 同步

• 万方专业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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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g.wanfangdata.com.cn/searchResult/getAdvancedSearch.do?searchType=all




检索实例-检索维普库

• (媒体 or 视频) and (字幕 or 唱词) and 同步

• 维普专业检索

• R=((媒体 OR 视频)  AND  (字幕 OR 唱词) AND 同步)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Advance?from=index




检索实例-检索本校学位论文

• CNKI和万方学位论文有重复，收录部分我校学位
论文，有必要检索我校相关专业/导师/院系其他
团队研究生博士生论文，去图书馆403看纸质学位
论文，对我们的开题文献调研有参考价值。



检索实例-选择外文数据库

• 检索类（EI+WOS平台包括了SCI、SSCI和
CPCI-S）

• 全文类

（ IEL+ ACM +Elsevier+Wiley+Springer）

• 学位论文（PQDT）

• 搜索引擎 Google Scholar



检索实例-选择外文检索词

 (媒体 or 视频) and (字幕 or 唱词) and 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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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OR  subtitle  OR caption)  AND  (video OR  audio 
OR speech)  AND  synchr*



检索实例-检索EI库

• EI：检索式检索

((((text or subtitle or caption) WN TI) AND ((video or 
audio or speech) WN TI)) AND ((synchr*) WN TI))

• 用下拉菜单选检索
http://www.engineeringvillage.com/

http://www.engineeringvillage.com/




检索实例-检索WOS平台

• WOS检索式：
TI=("text" OR "subtitle OR "caption") AND TS=("video" 

OR "audio OR "speech") AND TS=(synchr*)

• 网址：
http://webofknowledge.com/?DestApp=WOS&edition
s=SCI

• 注：用 OR 表示或的关系，用引号表示精确

http://webofknowledge.com/?DestApp=WOS&editions=SCI




检索实例

• 大部分的库都可以用高级检索，输入检
索词，用下拉菜单选择字段来进行检索。

• 专家检索需要编制检索式，每个库的检
索规则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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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献阅读与分析

• 研究生要先进行有关论题的文献调研，然后
撰写文献综述；

• 文献调研的数量越多越好，泛读的数量应在
50-200篇，精读应在10-30篇；



三、文献阅读与分析-方法与技巧

相关性判断
1、看检索词：

• 主要检索词是否出现在关键字段（题名、文摘、关键词）

• 检索词作为短语出现还是作为独立单词出现

• 若作为单词被分别检索出来，则位置越接近越好

• 检索词出现的频率越高越好

2、看摘要：

• 摘要内容是否跟自己的研究课题方向相关



三、文献阅读与分析-方法与技巧

• 时效性、全面性
1、查找课题的研究热点和最新研究成果

• 将检索结果按年代排序

2、通过阅读文后参考文献获得经典文献

• 如果参考文献中大多数不是最近3-5年的文摘，该
文献的参考价值就不大了（经典文献除外）

3、阅读综述性（Review）文献

注意：引言中是如何阐述其研究思路以及如何得出
研究想法的。



三、文献阅读与分析-方法与技巧

• 先看综述性论文，再看研究论文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往往需要从宏观上把握某一研究领域

或专题的主要研究成果、最新进展、研究动态、前沿问题或
历史背景、前人工作、争论焦点、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等内
容，可以通过检索综述性文献来方便高效地找到信息。

特点

• 综合性、扼要性、评价性，参考文献多。

• 应作为起步文献加以参考利用







三、文献阅读与分析-方法与技巧

• 注重学位论文的检索和阅读

1数据图表充分详尽

2参考文献丰富全面

3可得到课题研究现状综述

4可跟踪名校导师的科研进程

5学习学位论文的写作方法



三、文献阅读与分析-方法与技巧

• 泛读与精度相结合，略读和概读多数文献，
详读和精读少数文献。

• 总结评述：

总结论文的主题、目的、前期工作分析、
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结果以及创新之处。
指出论文可能进行改进的地方，或对我们
研究的启发，并提出自己可能的新思路。



SCI数据库
• 作者
• 会议标题
• 国家/地区
• 文献类型
• 基金资助机构
• 授权号
• 机构名称
• 语种
• 出版年
• 来源出版物
• 学科类别

CNKI学术平台

• 学科类别

• 期刊名称

• 研究资助基金

• 研究层次

• 文献作者

• 作者单位

• 中文关键字

三、文献阅读与分析-方法与技巧

巧用数据库的文献分析



三、文献阅读与分析-方法与技巧

• 巧用数据库的文献分析

SCI数据库



分析条件







三、文献阅读与分析-方法与技巧

• 巧用数据库的文献分析

CNKI数据库-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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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献管理

• 建立个人文献数据库

• 组织、管理获取到的文献

• 对个人的文献数据库进行快速检索

• 按特定格式要求快速插入参考文献

• 导出/导入、备份/恢复个人文献数据库中
的内容



四、文献管理-文献管理软件

1、EndNote Web

2、Refworks

2、NoteExpress（我馆已经购买，推荐使用）







获取图书馆资源主页(lib.bupt.edu.cn)





获取我校图书馆资源 lib.bupt.edu.cn;

http://lib.bupt.edu.cn/a/fuwu/shangwangfuwu/
• IP内不要使用代理浏览器,不要过量下载

• IP外的远程访问系统



VPN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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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 欢迎利用图书馆数字资源与服务，在使用或培训中
有问题或建议请与我们联系

• 电话： 62281933
• E-mail: serlib@bupt.edu.cn
• 地点：图书馆125室
• BBS:北邮人BBS图书馆版
• 讲座PPT在图书馆主页-用户教育-数据库培训课件栏
目下

• http://www.lib.bupt.edu.cn/infoserver/yonghujy/yong
hujyz.htm

mailto:serlib@bupt.edu.cn
http://www.lib.bupt.edu.cn/infoserver/yonghujy/yonghujyz.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