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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内容

1. 常用中外文文摘索引数据库简介

CSCD、CSSCI、中国引文数据库

2. Ei、SCI数据库的常用检索方法

3. 如何利用文摘索引库助力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查询、筛选、分析、利

用信息的过程。

通过文献了解学科领域的研究状况，追踪最新研究

进展，避免重复别人研究，这种“查重查新”的过程就

是借助文献筛选与分析帮助形成创新性研究内容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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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和消化资料占51% 

计划思考占8%

实验研究占32% 

书面总结占9%

科研人员花费在科研各个环节上所需时间占全部科研时间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NSF美国科学基金会）



科技文献获取途径-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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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献获取途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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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类型

中文

外文

全文数据库

文摘索引库

期刊

会议

电子书

学位论文

标准

专利

……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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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型数据库

也称索引数据库，类似于查字典时的检索表，

或者是图书馆的书目检索，文摘数据库以单篇文献

为著录对象，对所收录的单篇文献进行标引（题名、

作者、来源和内容摘要等）以提供各种检索途径。

尤金·加菲尔德博士1955年在 Science发表论文提出

将引文索引作为一种新的文献检索与分类工具。

引文索引
——即利用文献引证关系检索相关文献的索引



文摘索引库特点及作用

１、数据量大，语种多，质量高，文献类型齐全。

收录数据范围广，经过筛选，通过英文摘要可了解非
英语国家的研究成果。

２、索引系统完备，是查找全文文献的重要和必要线索。

通过阅读文摘，判断是否需要下载或查找全文。

３、从参考文献入手获得大量的相关文献，可全面了解与
某课题或某研究领域相关的研究状况，把握研究前沿动态，
判断课题的新颖性。

４、根据论文的被引用情况来评价它的学术价值



SCOPUS
Elsevier公司2004年推出的文摘引文索引数据库，每日更新。

收录范围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命科学，工程技术、农业、

地球和环境科学、医药卫生、心理、社会、人文艺术等学科领域。收

录同行评议期刊21,500多种，电子书120,000 多种，720万会议文献及

来自于美、日、英及欧洲的专利信息2700万。

引文索引，即利用文献引证关系检索相关文献的索引。使用该功能可

迅速从数百万条引文中查询到某篇科技文献被引用的详细情况，可从

一篇早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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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交叉学科和新学科的发展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引文索引
——即利用文献引证关系检索相关文献的索引

将一篇文献作为检索线索，从参考文献入手，追踪一个Idea的发展过程。



图书馆主页-信息资源-数据库导航-检索工具
https://lib.bupt.edu.cn



索引(Index)将某种信息集合(如目录、题录、文摘)中的一组相关信息，按照某种顺序组织

并指引给用户的一种指南。它具有便于检索，揭示文信息深入、详细的优点。通常，索引
从属于特定的信息集合，为其提供多种不同的检索途径(入口)，在检索系统中占有重要地

位。索引条目一般由检索标识和存贮地址组成。标识是索引目所指示的文献信息某方面的
特征，如主题词、著者姓名、分类号等；存贮地址是指明标识所表达的特定信息在信息集

合中的地址，它通常是文献存取号(文摘号)。

中文文摘索引数据库

CSCD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俗称“南大核心”或“C刊”）

中国引文数据库 Chinese Citation Database（CNKI）

“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俗称“北大核心”，2008年后每3年一版）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俗称“社科院核心”）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
http://sciencechina.cn/cscd_source.jsp

2017-2018年收录1229种刊，其中英文刊201种，核心库887种（标记为C）



CSCD基本检索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



CSCD高级检索



CSCD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出版年

引用时间段



CSCD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CSCD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为什么专业人员通常使用被引参考文献检索引用情况？



http://cssrac.nju.edu.cn/index.html CSSCI数据库检索入口







23个学科及综合社

科和高校学报来源
期刊导航

http://cssci.nju.edu.cn/



来源文献检索

高级检索

一框式检索



索引(Index)将某种信息集合(如目录、题录、文摘)中的一组相关信息，按照某种顺序组织

并指引给用户的一种指南。它具有便于检索，揭示文献信息深入、详细的优点。通常，索
引从属于特定的信息集合，为其提供多种不同的检索途径(入口)，在检索系统中占有重要

地位。索引条目一般由检索标识和存贮地址组成。标识是索引条目所指示的文献信息某方
面的特征，如主题词、著者姓名、分类号等；存贮地址是指明标识所表达的特定信息在信

息集合中的地址，它通常是文献存取号(文摘号)。

来源文献检索结果



索引(Index)将某种信息集合(如目录、题录、文摘)中的一组相关信息，按照某种顺序组织

并指引给用户的一种指南。它具有便于检索，揭示文献信息深入、详细的优点。通常，索
引从属于特定的信息集合，为其提供多种不同的检索途径(入口)，在检索系统中占有重要

地位。索引条目一般由检索标识和存贮地址组成。标识是索引条目所指示的文献信息某方
面的特征，如主题词、著者姓名、分类号等；存贮地址是指明标识所表达的特定信息在信

息集合中的地址，它通常是文献存取号(文摘号)。

作者二次检索结果



索引(Index)将某种信息集合(如目录、题录、文摘)中的一组相关信息，按照某种顺序组织

并指引给用户的一种指南。它具有便于检索，揭示文献信息深入、详细的优点。通常，索
引从属于特定的信息集合，为其提供多种不同的检索途径(入口)，在检索系统中占有重要

地位。索引条目一般由检索标识和存贮地址组成。标识是索引条目所指示的文献信息某方
面的特征，如主题词、著者姓名、分类号等；存贮地址是指明标识所表达的特定信息在信

息集合中的地址，它通常是文献存取号(文摘号)。

来源文献详细页



被引文献检索

高级检索

一框式检索



索引(Index)将某种信息集合(如目录、题录、文摘)中的一组相关信息，按照某种顺序组织

并指引给用户的一种指南。它具有便于检索，揭示文献信息深入、详细的优点。通常，索
引从属于特定的信息集合，为其提供多种不同的检索途径(入口)，在检索系统中占有重要

地位。索引条目一般由检索标识和存贮地址组成。标识是索引条目所指示的文献信息某方
面的特征，如主题词、著者姓名、分类号等；存贮地址是指明标识所表达的特定信息在信

息集合中的地址，它通常是文献存取号(文摘号)。

作者被引文献列表



索引(Index)将某种信息集合(如目录、题录、文摘)中的一组相关信息，按照某种顺序组织

并指引给用户的一种指南。它具有便于检索，揭示文献信息深入、详细的优点。通常，索
引从属于特定的信息集合，为其提供多种不同的检索途径(入口)，在检索系统中占有重要

地位。索引条目一般由检索标识和存贮地址组成。标识是索引条目所指示的文献信息某方
面的特征，如主题词、著者姓名、分类号等；存贮地址是指明标识所表达的特定信息在信

息集合中的地址，它通常是文献存取号(文摘号)。



索引(Index)将某种信息集合(如目录、题录、文摘)中的一组相关信息，按照某种顺序组织

并指引给用户的一种指南。它具有便于检索，揭示文献信息深入、详细的优点。通常，索
引从属于特定的信息集合，为其提供多种不同的检索途径(入口)，在检索系统中占有重要

地位。索引条目一般由检索标识和存贮地址组成。标识是索引条目所指示的文献信息某方
面的特征，如主题词、著者姓名、分类号等；存贮地址是指明标识所表达的特定信息在信

息集合中的地址，它通常是文献存取号(文摘号)。

来源文献检索



索引(Index)将某种信息集合(如目录、题录、文摘)中的一组相关信息，按照某种顺序组织

并指引给用户的一种指南。它具有便于检索，揭示文献信息深入、详细的优点。通常，索
引从属于特定的信息集合，为其提供多种不同的检索途径(入口)，在检索系统中占有重要

地位。索引条目一般由检索标识和存贮地址组成。标识是索引条目所指示的文献信息某方
面的特征，如主题词、著者姓名、分类号等；存贮地址是指明标识所表达的特定信息在信

息集合中的地址，它通常是文献存取号(文摘号)。

来源文献检索



索引(Index)将某种信息集合(如目录、题录、文摘)中的一组相关信息，按照某种顺序组织

并指引给用户的一种指南。它具有便于检索，揭示文献信息深入、详细的优点。通常，索
引从属于特定的信息集合，为其提供多种不同的检索途径(入口)，在检索系统中占有重要

地位。索引条目一般由检索标识和存贮地址组成。标识是索引条目所指示的文献信息某方
面的特征，如主题词、著者姓名、分类号等；存贮地址是指明标识所表达的特定信息在信

息集合中的地址，它通常是文献存取号(文摘号)。



索引(Index)将某种信息集合(如目录、题录、文摘)中的一组相关信息，按照某种顺序组织

并指引给用户的一种指南。它具有便于检索，揭示文献信息深入、详细的优点。通常，索
引从属于特定的信息集合，为其提供多种不同的检索途径(入口)，在检索系统中占有重要

地位。索引条目一般由检索标识和存贮地址组成。标识是索引条目所指示的文献信息某方
面的特征，如主题词、著者姓名、分类号等；存贮地址是指明标识所表达的特定信息在信

息集合中的地址，它通常是文献存取号(文摘号)。

被引作者检索



索引(Index)将某种信息集合(如目录、题录、文摘)中的一组相关信息，按照某种顺序组织

并指引给用户的一种指南。它具有便于检索，揭示文献信息深入、详细的优点。通常，索
引从属于特定的信息集合，为其提供多种不同的检索途径(入口)，在检索系统中占有重要

地位。索引条目一般由检索标识和存贮地址组成。标识是索引条目所指示的文献信息某方
面的特征，如主题词、著者姓名、分类号等；存贮地址是指明标识所表达的特定信息在信

息集合中的地址，它通常是文献存取号(文摘号)。

数据分析器



索引(Index)将某种信息集合(如目录、题录、文摘)中的一组相关信息，按照某种顺序组织

并指引给用户的一种指南。它具有便于检索，揭示文献信息深入、详细的优点。通常，索
引从属于特定的信息集合，为其提供多种不同的检索途径(入口)，在检索系统中占有重要

地位。索引条目一般由检索标识和存贮地址组成。标识是索引条目所指示的文献信息某方
面的特征，如主题词、著者姓名、分类号等；存贮地址是指明标识所表达的特定信息在信

息集合中的地址，它通常是文献存取号(文摘号)。

数据分析器



索引(Index)将某种信息集合(如目录、题录、文摘)中的一组相关信息，按照某种顺序组织

并指引给用户的一种指南。它具有便于检索，揭示文献信息深入、详细的优点。通常，索
引从属于特定的信息集合，为其提供多种不同的检索途径(入口)，在检索系统中占有重要

地位。索引条目一般由检索标识和存贮地址组成。标识是索引条目所指示的文献信息某方
面的特征，如主题词、著者姓名、分类号等；存贮地址是指明标识所表达的特定信息在信

息集合中的地址，它通常是文献存取号(文摘号)。

数据分析器



索引(Index)将某种信息集合(如目录、题录、文摘)中的一组相关信息，按照某种顺序组织

并指引给用户的一种指南。它具有便于检索，揭示文献信息深入、详细的优点。通常，索
引从属于特定的信息集合，为其提供多种不同的检索途径(入口)，在检索系统中占有重要

地位。索引条目一般由检索标识和存贮地址组成。标识是索引条目所指示的文献信息某方
面的特征，如主题词、著者姓名、分类号等；存贮地址是指明标识所表达的特定信息在信

息集合中的地址，它通常是文献存取号(文摘号)。

期刊分析器

查看期刊历年影响因子



索引(Index)将某种信息集合(如目录、题录、文摘)中的一组相关信息，按照某种顺序组织

并指引给用户的一种指南。它具有便于检索，揭示文献信息深入、详细的优点。通常，索
引从属于特定的信息集合，为其提供多种不同的检索途径(入口)，在检索系统中占有重要

地位。索引条目一般由检索标识和存贮地址组成。标识是索引条目所指示的文献信息某方
面的特征，如主题词、著者姓名、分类号等；存贮地址是指明标识所表达的特定信息在信

息集合中的地址，它通常是文献存取号(文摘号)。

常用外文文摘索引数据库

著名三大检索工具

• EI 工程索引 Engineering Index

• SCI 科学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  （我校1997年至今）

• CPCI-S (原ISTP) 科技会议录引文索引（我校2004年至今）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Science

是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其收录论文状况

是评价国家、单位和科研人员的成绩、水平及进行奖励的重要依据之一。



WOS 核心合集引文索引

将引用与收录整合在一起，在web of Knowledge平台上可同时检索。

SCI 科学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  （我校1997年至今）

CPCI-S (原ISTP) 科技会议录引文索引（我校2004年至今）

SSCI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我校2007-2014年)

A&HCI 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ISSHP 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会议录索引 Index to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Proceeding

ESCI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 2015年至今

BKCI-S 科技图书引文索引 Book Citation Index to Science 

BkCI-SSH 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图书索引 Book Citation Index to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CCR 化学索引 Current Chemical Reactions -- 1985年至今

IC Index Chemicus --1993年至今



常用外文文摘数据库

INSPEC 科学文摘( 又称为SA : Science Abstract)
包括三部分：《物理文摘》(PA),《电气与电子文摘》(EEA),《计算机与控
制文摘》(CCA)

CA 化学文摘 Chemical Abstracts

（SciFinder）

CSA 剑桥科学文摘 Cambridge Scientific Abstracts

（ProQuest CSA）

SCOPUS   最大的学术论文文摘索引数据库

Elsevier公司2004年推出的文摘引文索引数据库，为QS、泰晤士、上海交
大世界大学排名依据。 https://www.scopus.com

http://www.baidu.com/link?url=rqJSfCrT2cqYTwaZxMJ-I7KG55-x0XEIB8y_WwpxtZ3VAyQj3Bwx3GXHVk-2PL5e


www.ei.org

Elsevier
EI Compendex 数据库



Engineering Village

• 美国《工程索引》（The Engineering Index，简称Ei）创刊于

1884年，是美国工程信息公司（Engineering information Inc.）

出版的工程技术领域综合性检索工具，也是世界上最早、连

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工程文献出版物之一。

• 1995年，Ei公司推出Engineering Village.Com在线检索平台

• 1998年，Elsevier公司收购Ei公司，更名为Elsevier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Inc. 。



Engineering Village接口与收录内容

• 现由美国Elsevier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Inc. 出版，主要提供应用科学和

工程领域的信息

• EV 平台下统一跨库检索数据库：

•

•

•

•

•

•

•

•

•

•

•

Compendex （COMPuterized ENgineering inDEX）

INSPEC

NTIS

USPTO/ EPO专利

Referex Engineering 电子书

GeoBASE

GeoRef

EnCompassLIT ＆ EnCompassPAT, 

Chimica & CBNB

PaperChem

Knovel



Compendex

• 收录年代：1970年至今

•  应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会议/期刊/学位论文等文摘索引信息

• 资料量： 4000 +种期刊（330种OA）， 95790各类会议论文集和近12万份
学位论文，超过 2000 万篇，每年新增文献100多万篇。

• 包含 190 种工程领域学科，如：生物工程、计算机和数据处理、应用物

理及光学、电子和通信、控制工程、机械工程、材料工程、交通运输等。

• 收录77个国家，2200个出版商的出版物

• 更新频率：每周

• 回溯期刊： 1884-1968年回溯数据178万条

（截止到2016年12月Ei官方统计数据）

会议论文收录数量约占整个EI收录信息的30%



通过图书馆主页 （http://lib.bupt.edu.cn）"信息资源"栏目下的"数据库导航"进入

http://lib.bupt.edu.cn/


检索技巧

• 右截词 (*)

输入comput*，可找到computer、computers、computerize、computerization

系统默认自动截词检索，选中Autostemming off ，关掉自动取词干功能。

• 万用字符(?，代表一个字母)

输入wom?n，可以找到 woman 或 women的资料

•  作者检索需考虑姓名拼写的各种形式
“张建国”可能会有的拼写方式：zhang  jianguo，zhang  jian guo，

zhang  jian-guo，jianguo zhang，jian guo zhang，jian-guo zhang，

zhang  j.g，zhang  j等

• ｛｝或“”表示精确检索

• ONEAR/n 词序固定，检索词中间插入n个词，
NEAR 词序不定



增加检索字段

选择数据库

限定检索
范围

• Quick Search - 快速检索
• Expert Search - 专家检索
• Thesaurus search - 词库检索

Quick Search –快速检索



Browse indexes–浏览索引检索



Browse indexes



检索结果

二次检索

详细格式/摘要预览/ 

Scopus中被引次数/

全文链接



检索结果

可同时勾选多篇文献，
进行管理(E-mail/打
印/下载/暂存)

管理检索结果：E-mail/打印/下载

可依照相关性、日期、
作者、文献来源、出
版机构排序

已选文件暂存



检索结果三种呈现方式

EI检索号：Accession number



文献内容：摘要形式

全文/分享/打印/下载/检索历史/新检索

!

Scopus引用文献，可链至Scopus查看



检索历史

利用布尔逻辑算符编写检索式组合检索

查看详细检索信息

Create Alert：建立e-mail新知通报(*需要注册个人账号)
Save Search：储存检索策略(* 需要注册个人账号)
Edit Search：编辑检索指令



专家检索

输入由检索词与检索字段代码编写的检索式

检索字段代码表



Thesaurus Search –词库检索



词库检索



My Profile

• 个性化功能（注册用户）

• 储存检索策略 (125个)

• 建立E-mail Alert (25篇)

• 建立个人数据夹

• 3个资料夹

• 每个数据夹可储存50篇记录

• 修改个人账号信息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XPANDED)

 Web of Science概述

 通过实例介绍SCI数据库几种常用的检索方法

基本检索

作者检索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高级检索（专家检索）

化学结构检索

SCI-EXPANDED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



WOS 知识服务平台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

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DWPI）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

Techstreet国际标准数据库

Cortellis竞争情报数据库

InCites平台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期刊引证报告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

EndNote文献管理软件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


＠平凡不美

Web of Science 与 SCI

BkCI-SSH

SCI-E

Web of Science

Web of 

Science

CCR

公司

知识服务平台

核心合集数据库

SSCI

BKCI-S

A&HCI



SCI检索入口



http://mjl.clarivate.com/



WOS来源期刊检索



https://clarivate.com.cn/e-clarivate/wos.htm

https://clarivate.com.cn/e-clarivate/wos.htm


经典课程视频



检索方法

检索途径

SCI基本检索

Research ID

WOS号检索



SCI

数
据
库

3

4

5

截词符 *：支持前、中、后截词检索，并可同时使用

SCI检索规则

6

6

7

检索词与检索运算符均不区分大小写

位置算符SAME只支持在“地址”字段中使用

检索优先顺序：NEAR/x → SAME → NOT → AND → OR

位置算符NEAR/x，系统默认X =15 个单词的记录

引号检索内可以同时使用符号(*)，但不支持符号 ($)

1

2

左截词符会自动关闭词形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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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 yuefeng

Ji yf Ji yue-feng

Yuefeng Ji

… …

Ji y-f

纪越峰

实例1：检索某一研究者发表SCI论文情况

SC I 作者英
文名标准写法



基本检索



基本检索



检索结果分析-了解学者主要研究方向



检索结果分析-了解主要合作者情况



查看单篇文献检索结果

入藏号（SC I号）
被SC I收录文献的唯一标识

当期期刊的唯一标识

查看期刊历年的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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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单篇文献的引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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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下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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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管理



作者检索



作者检索



实例2：高校全方位学科表现——北邮为例



北邮SCI论文发表状况

Highly Cited Papers指最近10年间各研究领
域中被引频次排名位于全球前1%的论文

Hot papers指最近2年内各研究领域中被引频
次在最近2个月内排名位于全球前0.1%的论文

迅速锁定机构内的高影响力论文/高热点论文



引文报告

通过被引频次和h指数的变化趋势分析科研影响力



引文报告

通过历年发表论文数量的变化分析我校科研发展状况



检索结果-作者分析了解我校最活跃研究人员

最活跃研究人员
田播、杨义先、温巧燕



检索结果-作者分析



检索结果-出版年分析-了解历年发文情况



检索结果-学科分析了解优势学科，发现潜力学科



检索结果-机构分析-了解合作单位情况



检索结果-基金分析-了解主要科研经费来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检索结果-来源出版物分析 光学快报，光学领域Q1
，2016年影响因子3.307

计算机/信息系统领域Q1
，2016年影响因子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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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3：检索某一研究主题相关文献

量子网络编码、量子密码通信、量子密钥相关文献

选择检索字段输入检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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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锁定经典、热点和高影响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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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锁定特定学科领域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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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找到研究领域中的综述性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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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检出文献进行全方位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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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分析功能

▪作者 ▪出版年 ▪来源期刊 ▪文献类型 ▪会议名称 ▪机构

▪基金资助机构 ▪研究方向 ▪语种 ▪国家/地区

▪ WOS学科类别 ▪编者 ▪授权号 ▪团体作者

从引文量查看总体发展趋势



98

• 90年代中期电话固网大发展，1993年我国第一个数字移动
电话通信网在浙江省嘉兴市开通，

• 2000年左右的移动通信大发展

• 2009年中国移动得到了3G牌照，TD-SCDMA业务经营许
可，之后联通、电信也相继拿到WCDMA和CDMA2000-

EVDO的3G牌照。

• 2013年12月，4G牌照(TD-LTE)发布

• 2017年11月工信部正式启动5G技术研发试验第三阶段工
作

通信行业发展的几个主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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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版年了解随时间推移相关研究的发展动向

大约每5年有小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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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该研究领域的高产作者，寻找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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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该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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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从事该方面研究工作的热点国家



103

了解该研究领域的学科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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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该研究领域的热门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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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该研究领域的基金资助情况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了解课题的全貌

– 某一理论有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是否已经应用到新领域?

– 某项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延伸？

– 某个实验方法是否得到改进？

– 通过了解某篇论文/某部论著被引用情况以揭示其影响力.

70

以一篇文章、一个作者、一个期刊、一篇会议文献或者一本书作

为检索词进行被引文献的检索.

通过参考文献即文献间的引证关系展开检索，通

过作者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发现论文间潜在的科学关系，

以获取相关的科学研究信息。



实例4: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通过施引文献追踪最新研究进展

1992年林毅夫博士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中国的

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成为一段时间发表于国际经济

学界刊物上 被同行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获得美国科学

信息研究所(ISI)的经典引文奖。

作者: Lin, Yifu

来源出版物: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卷: 82 期: 1 页: 34-51

出版年: 1992



去掉被引时间条件重新进行检索，发现得到的不是所检索文献的引用

，但发现了新的检索词

检索结果为0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被引文献作者

被引著作

被引文献出版年

施引文献时间范围





通过施引文献查看最新研究进展



选择学科领域查看最新研究进展



查看某机构或作者相关研究进展



通过检索结果分析，全面了解研究现状与进展



实例5:如何从已知研究了解相关拓展领域研究

• 电荷耦合元件 (CCD，Chare-

coupled Device)是一种集成电
路，上有许多排列整齐的电容
，能感应光线，并将影像转变
成数字信号。经由外部电路的
控制，每个小电容能将其所带
的电荷转给它相邻的电容。
CCD广泛应用在数码摄影、天
文学，尤其是光学遥测、光学
与频谱望远镜和高速摄影技术
。 没有CCD，数码相机的发展将更为缓慢。没有

CCD，我们就不会看到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的令人
诧异的图片，也不会看到我们的邻居火星上的红色
沙漠图像。”

“没有CCD，数码相机的发展将更为缓慢。没有CCD，我们就不会看到哈勃太

空望远镜拍摄的令人诧异的图片，也不会看到我们的邻居火星上的红色沙漠

图像。”                              ——诺奖评语



检索主题:电荷耦合元件(Charge-coupled Device,CCD)

检索式: 主题=("CCD sensor*" OR Charge*-couple* Device*)



了解最新研究进展



快速锁定高影响力论文



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威拉
德·博伊尔（Willard Boyle）和乔
治·史密斯（George E. Smith）在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上发表的文章。



全记录的引文链接（施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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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记录的引文链接（施引文献）了解后续工作

天文学领域的应用-DAPHOT一种测
光软件包，用于CCD观测恒星的后
期数据处理

乔治·史密斯后续
发表的一些论文，
谈及CCD的发明
历史和科研心路。



全记录的引文链接（参考文献）-了解前期基础



49

在同时期，Boyle和Smith的同
事Amelio也在做着探索电荷转
移方式的实验，并发表文章描
述实现该一种新的装置



全记录的引文链接（相关记录）



全记录的引文链接（相关记录）-相关研究

Amelio和Smith等人通过实验证实了
CCD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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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检索（专业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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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结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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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录 apps.webofknowledge.com 

2、search

3、点击 检索历史，然后保存检索历史

4、点击 订阅

通过订阅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web of science

订阅步骤（要求注册登录）



订阅研究前沿 apps.webofknowle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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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研究前沿 apps.webofknowledge.com—创

建跟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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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研究前沿 apps.webofknowle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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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图书馆一层咨询部125室

Tel：010-62283502/1790/1933

E-mail: libconsult@bupt.edu.cn，serlib@bupt.edu.cn

mailto:libconsult@bupt.edu.cn
mailto:serlib@bup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