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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常用的信息获取途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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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fox、Chrome、IE……

浏览器的选择



Firefox、Chrome、IE……

浏览器的选择

• 普通用户
– 用户体验

– 同步数据

– 插件扩展

• 研发人员
– 需要多个浏览器

经常登录政府类、银行类网站，建议选择IE浏览器。

需要给浏览器扩展很多功能，比如VPN功能、各种截图功能等，

可以选择谷歌浏览器。

其它建议选择多内核浏览器，如360安全浏览器，百度浏览器，搜

狗浏览器等，可实现在IE内核和chrome内核间自由切换。



据2017年1月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截至2016年12月，

中国网站数量为482万个，中国网页数量为2360亿个，面对浩如烟海的互联网信息资源，

要迅捷的找到自己所需的各类资源和信息，主要得依靠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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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引擎是最具颠覆性，但又最糟糕的创新

搜索引擎是最好的老师

没有搜索就不行了吗？

搜索框正在重塑世界



2

搜商 SQ = K/T(C)

K = Knowledge 知识

T = Time 时间

C = 搜商指数（社会平均知识获取能力）

掌握获取知识的能力比掌握知识更为重要
‘快鱼吃慢鱼’时代,高搜商人才更有竞争力

让搜索成为习惯



Google、Baidu、Bing…
对internet信息资源进行搜索整理,
并提供查询的系统

网络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的原理

数据采集 网页标引 检索



搜索引擎的选择与评价

你更喜欢哪个搜索引擎？为什么？

 收录范围

 分类

 检索功能与效果

 检索结果的处理方式

 页面组织

 特色服务：互动、个性、帮助、附加

 品牌效应：权威性、用户忠诚度、满意度，排名



国内搜索引擎市场份额排名

移动端

平板电脑

全平台

百度：58.55%

神马：28.78%

好搜：5.46%

搜狗：4.55%

谷歌：1.5%

数据来源： StatCounter Global Stats - 2018年2月

http://gs.statcounter.com/


全球搜索引擎市场占有率排名

Desktop, Mobile & Tablet Search Engine

 Google全球市场份额为91.64%，排名第一；

 Bing第二，市场份额为2.70%；

 百度第三，市场份额为1.29%；

 Yahoo!第四，市场份额为1.94%；

 Yandex第五，市场份额0.96%；

 其他搜索引擎的市场份额合计为1.49%。

数据来源： StatCounter Global Stats -2018年2月

http://gs.statcounter.com/


https://www.google.com.hk/Google



Google 地区网址

• http://www.google.co.jp/

• http://www.google.co.uk/

• http://www.google.co.kr/

• https://www.google.com.hk

1998年9月由斯坦福大学博士生 Larry Page ，Sergey Brin创立

Google用户中心
https://support.google.com



Google 专业检索及工具



Baidu 专业搜索 & 各种工具

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 2000年北京李彦宏&徐勇创立



Baidu 专业搜索 & 各种工具



Google&Baidu 常用检索命令算符

符号 google 百度

布尔逻辑算符 AND OR NOT(-)

水果 NOT 苹果; 水果 –苹果
(–前有空格，后无空格)

支持 支持AND OR

空格相当于 AND 支持 支持

词组检索“ ” 精确检索 支持 支持

文件限制 filetype: (搜索特定文件格式)

例如: filetype:pdf 英语六级模拟试题
支持所有能索
引的文件格式

支持 pdf、doc、xls、
ppt、rtf

Intitle: 在网页标题中检索
intitle:奥斯卡颁奖

支持 支持

site：在站点内检索
g20 site:gov.cn

支持 支持

Inurl: 在网页的url中检索 支持 支持

Related：某个网站有关联的页面。 支持 不支持



Google 高级检索 https://www.google.com.hk/advanced_search

目的：精确命中

AND

“”
OR

NOT



Google常用搜索技巧

• 搜索社交媒体

在用于搜索社交媒体的字词前加上 @。例如：@twitter。

• 搜索特定价格

在数字前加上 $。例如：camera $400。

• 搜索 # 标签

在字词前加上 #。例如：#throwbackthursday

• 搜索数字范围

在两个数字之间加上 ..。例如：camera $50..$100。



检索词 site:指定网址类型（edu、gov、hk等）



检索词 filetype:文件格式（pdf、doc、xls、ppt、mv、all等）



Baidu 高级检索/命令检索

Filetype:

Site:
Intitle: Inurl:



检索特定格式文件：filetype:文件格式（pdf、doc、xls、ppt、all等） 检索词



标题中检索：Intitle:检索词



检索某类网站：site:检索词



实例：检索华北地区除北京之外的雾霾新闻





图片搜索

https://images.google.com.hk



图片检索结果



特色功能-百度快照



特色功能-多语种互译



特色功能-多语种互译



生活与搜索引擎

• 旅游搜索引擎（Travel search engine）
如去哪儿网、携程、酷讯等

• 购物搜索引擎（Shopping Search Engine)
比较来源于不同购物网站价格，如聪明点、51比价网、
省省比较网、帮5买等。



专业搜索引擎

 特定的功能

 特定的学科 Law crawler,Sciseek

 特定的用户 Ask jeeves for Kids

 特定的信息类型 IP search

 特定的地域 google中国



学术搜索引擎

一站式获取众多学科文献及资料来源



Google 学术搜索 http://scholar.google.com/

• 学术搜索
– 提供一种广泛搜索学术文献的简便方法。

– 一站式获取众多学科文献和信息来源渠道：包括来自学术著作出版商、专

业性社团、预印本、各大学及其他学术组织的经同行评议的文章、论文、
图书、摘要等信息。

– 学术搜索可帮助确定与研究领域相关性最强的文献。

• Google 学术搜索的功能

–

–

–

–

一站式搜索各种资源

查找题录、摘要及引文信息

通过你所在的图书馆或在 Web 上查找论文全文

了解特定学科领域的重要论文



Google 学术搜索



Glgoo 学术搜索



学术搜索-文献揭示 实例

• Baron, R. M., &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
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 (6), 1173-1182

• Wilkening, F. (1981). Integrating velocity, time and

distance information: A developmental study.
Cognitive Psychology, 13, 231-247.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检索结果页面出现全文链接，可以直接获取全文

检索结果页面出现图书馆链接，可以直接获取馆藏信息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检索结果页面出现图书馆链接，可以直接获取馆藏信息

例：Integrating velocity, time and distance
information: A developmental study



Integrating velocity, time and distance
information: A developmental study

来源数据库未购全文，无法直接获取全文

通过百链或原文传递获取全文



百度学术搜索 http://xueshu.baidu.com

数据挖掘



免费下载、批量引用、引用、收藏



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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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 Directory dir.yahoo.com



雅虎被收购 48亿美元卖给

Verizon（ 1994.04-2016.07）

杨致远和David Filo

网络免费学科资源导航

1. 国内外专业学会、协会及其网站

2. 国内外专业研究机构、科研院所

3. 国内外专业电子期刊网站

4. 国内外其他专业资源



热点门户 – 认知科学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 热点门户
http://www.nstl.gov.cn/NSTL/nstl/facade/hotweb.jsp



图书馆-资源导航(以北邮图书馆为例)

2016/04/13



其它类型信息检索工具
工具类型 名称 网址 工具类型 名称 网址

文 档 资 源
搜 索 与 分
享平台

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 百 科 知 识
搜索工具

维基百科 https://www.wikipedia.org

豆丁文库 http://www.docin.com 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

MBA 智 库
文档

http://doc.mbalib.com 搜狗百科 http://baike.sogou.com

道客巴巴 http://www.doc88.com MBA智库百科 http://wiki.mbalib.com

360doc个人
图书馆

http://www.360doc.com 公 开 课 分
享网站

网易公开课 https://open.163.com

爱问共享资
料

http://ishare.iask.sina.co

m.cn

新浪公开课 http://open.sina.com.cn

资源分享网 http://www.ziyuan.tv 爱课堂 http://www.icourses.cn

博 客 搜 索
工具

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 腾讯视频淘课 http://bb.news.qq.com/ope

n.htm

科学网博客 http://blog.sciencenet.cn 中国公开课 http://opencla.cctv.com

搜狐博客 http://blog.sohu.com 学堂在线 http://www.xuetangx.com

博客搜索 http://www.blogso.cn Mooc学院（慕
课）

http://mooc.guokr.com

博客网 http://www.bokee.com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rg

edX https://www.edx.org

https://wenku.baidu.com/
https://www.wikipedia.org/
http://www.docin.com/
https://baike.baidu.com/
http://doc.mbalib.com/
http://baike.sogou.com/Home.v
http://www.doc88.com/
http://wiki.mbalib.com/
http://www.360doc.com/
https://open.163.com/
http://ishare.iask.sina.com.cn/
http://open.sina.com.cn/
http://www.ziyuan.tv/
http://www.icourses.cn/
http://blog.sina.com.cn/
http://bb.news.qq.com/open.htm
http://blog.sciencenet.cn/
http://opencla.cctv.com/
http://blog.sohu.com/
http://www.xuetangx.com/
http://www.blogso.cn/
http://mooc.guokr.com/
http://www.bokee.com/
https://www.coursera.org/
https://www.edx.org/


https://wenku.baidu.com

百度教育云平台 https://eduai.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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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文库的升级版本
，包含百度文库等内
容

•  使用内容：百度文库平台所有非标价文档

注：标价的文档无法下载。标价的文档（约占总资源的7%）是和百度文
库合作的第三方资源，百度没有版权。



百度文库使用方式

64

校内 — 校内IP段内直接登录进行下载
校外 — 使用vpn使用

https://libvpn.bupt.edu.cn

请注意知识产权\ 不要过量下载

https://libvpn.bupt.edu.cn/global-protect/portal/portal.e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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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获取 OA
Making resources freely available to all(上世纪90年代末)

• 用户在使用该文献时不受财力、法律或技术的限制，对其

复制和传递的唯一限制是使作者有权控制其作品的完整性

及作品被准确接受和引用。

•  2001年12月，布达佩斯国际研讨会起草“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倡议”

（BOAI）给出开放存取的定义：开放存取文献是指互联网上公开出版的，

允许任何用户对其全文进行阅读、下载、复制、传播、打印、检索或连接，

允许爬行器对其编制索引，将其用作软件数据或用于其他任何合法目的，

除网络自身的访问限制外不存在任何经济、法律或技术方面的障碍的

全文文献。

• 比传统的出版模式，传播速度更快，受众更广



OA 资源

• OA期刊(金色)
–由出版商诸如施普林格、威利、爱思唯尔等传统学术出版巨头主导的OA期刊

及以PLoS和PeerJ为代表的新兴在线OA出版商来实现学术内容免费开放

–作者付费,读者获取 (常带有各类free标志)

• 预印本（Preprint 绿色）

– 指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还未在正式刊物发表，而出于和同行交流的目的自

愿通过邮寄或网络等方式传播的科研论文、科技报告等。

– 预印本具有交流速度快、利于学术争鸣、可靠性高的特点。

• 机构库资源（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绿色）

– 基于机构的服务，对机构所创建的内容进行存储、传播、管理和监管。

– 对本机构成员的智力资产进行收集、组织、保存并提供服务的一个集成系统。

• 课件、视频资源（网易公开课、MOOC）



OA期刊(免费获取同行评议期刊)

• 发展迅速
–据统计，2015年OA期刊的数量就高达12000种，其中有超过1000家期

刊被SCI收录

–到2014年为止，施普林格通过旗下的两大OA平台BioMed Central 和

Springer Open总共发表了20万篇OA论文

– 2015年10月，爱思维尔出版OA期刊也已达458种。

– 2015年在SCI收录OA期刊发表OA论文数量位居前3位的国家：中国

(43581篇)、美国(41071篇)、英国(15196篇)



OA 期刊

• 费用（作者）昂贵

–我国作者2015年支付SCI收录OA期刊的论文发表费约为4.5亿人民币。

PLoS出版社旗下有7种OA期刊，向作者收取的费用为1495-2900美元/篇
Hindawi出版社旗下的OA期刊约1200美元/篇
Scientific Reports约1350美元/篇
Nature旗下的Nature Communications费用为33100元/篇
BioMed Central出版社旗下OA期刊大约1400-2580美元/篇

• 质量饱受争议

–为了与传统期刊竞争，OA新期刊往往承诺更快的出版速度和更宽松的同行评议。



DOAJ（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doaj.org
经过同行评议的OA期刊文献检索系统，不包括预印本资源





COAJ 中国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是开放获取、学术性、非营利的科

技文献资源门户 www.oaj.cas.cn



https://www.jstage.jst.go.jp



Launched in 2001 by Informatics India 

Limited, J-Gate is an electronic gateway to 

global e-journal literature. J-Gate provides 

seamless access to millions of journal 

articles          https://jgateplus.com.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http://www.paper.edu.cn



中图链接服务
中国图书总公司开发的国外期刊网络检索系统，其中约29306种开放获取期刊可免
费下载全文。http://cnplinker.cnpeak.com



Socolar
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提供的OA资源一站式检索。http://www.socolar.com.



arXiv arxiv.org
收集物理学、数学、计算机科学与生物学论文预印本的网站，1,374,465 e-print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社会科学研究网预印本库 www.ssrn.com



SINDAP全球科技预印本检索服务
http://egroups.istic.ac.cn/cgi-bin/egw_metasweep/10556/screen.tcl/name=find-a&service=sindap&lang=chi

可对全球知名的17个预印本系统进行一站式检索，并可获得相应系统提供的预印本全文。



机构知识库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IR）

• 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网格

• CALIS机构知识库

• 台湾机构典藏

• 香港机构知识库

• 日本机构知识库

• 麻省理工学院机构收藏库



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网格 www.irgrid.ac.cn



CALIS机构知识库 ir.calis.edu.cn

CALIS：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台湾机构典藏 tair.org.tw



香港机构知识库 hkir.ust.hk



日本机构知识库 jairo.nii.ac.jp



麻省理工学院机构收藏库
http://dspace.mit.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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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联系电话：62283502

电子邮件：serlib@bup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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