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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的流程

发现问题 试验 数据分析 发现

•
•

•

•

检索相关的研究

分析现有的研究

成果

发现问题

提出假说

•
•

•

•

制订试验方案

定义试验步骤

试验

数据汇总

•
•

•

•

数据可视化

数据验证

调整试验

重新校验假说

•
•

撰写研究论文

发表研究论文

•
•

•

研究前人的成果，提出并验证新问题，发表论文沉淀知识

在论文中体现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

反复、重复、动态、以人为中心，依赖于各种不同的信息资源



科学研究的流程（社会科学）

•
•

•

研究前人的成果，提出并验证新问题，发表论文沉淀知识

在论文中体现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

反复、重复、动态、以人为中心，依赖于各种不同的信息资源

肯尼思·D·贝利的“五步循环”模型（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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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找和消化

资料占 51%

实验研究占

32%

书面总结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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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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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阶段主要科学研究行为

• 专业课程学习

• 科研选题与科研基金申请

• 参加学术会议

• 论文写作、毕业设计与毕业论文



第一步

认识学术信息资源



学术信息资源主要类型

根据信息源的内容形式，10大信息源：图书专著、学

术期刊、学位论文、会议文献、标准文献、专利文献、
科技报告、政府出版物、产品资料、科技档案



中国知网 – 电子期刊论文 电子期刊论文www.cnki.net



超星电子图书数据库 www.sslibrary.com 电子图书



超星电子图书数据库 推荐在线阅读 电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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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子书

超星移动阅读（APP）



万方数据 – 学位论文 wanfangdata.com.cn 电子学位论文



万方数据 – 学位论文 电子学位论文



万方数据 – 专利 wanfangdata.com.cn 电子专利



中国知网 – 学位论文

2016/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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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资源收藏揭示中心

实例演示

图书馆馆藏学术信息资源



图书馆纸质资源(lib.bupt.edu.cn)

2016/04/13



2014/3/20 8

馆藏目录书刊检索



馆藏数据库资源



数据库资源检索-数据库导航
http://lib.bupt.edu.cn/a/shujukudaohang/charStor/all.htm



3 大中文数据库 – CNKI www.cnki.net

常用中文数据库



3 大中文数据库 – 万方 wanfangdata.com.cn



3 大中文数据库 – 维普 www.cqvip.com



我馆主要工科类外文全文数据库

数据库名 资源类型 介绍

IEL(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数据库 期刊、会议录、标准（全文） 介绍

Elsevier（SD）期刊数据库 期刊 介绍

Wiley数据库 期刊、电子图书 介绍

SpringerLink数据库 期刊、电子图书 介绍

IET Digital Library(IDL)数字图书馆 电子图书 介绍

Frontiers of Computer Science（工程前沿） 中国出版的英文期刊 介绍

ProQuest®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学位论文 介绍

全球产品样本数据库 事实数据库 介绍

Knovel数据库
参考工具书、手册、百科全书、专题论文、
会议论文等。

介绍

外文学科研究科技报告全文数据库 科技报告 介绍

LexisNexis Total Patent 全球专利数据库 专利 介绍

ACM数据库 期刊、会议录、部分书目 介绍



我馆主要人文类外文全文数据库

数据库名 资源类型 介绍

EBSCO数据库 期刊 介绍

Emerald（爱墨瑞得）数据库 期刊 介绍

Cambridge Journal回溯数据库 期刊 介绍

ProQuest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学位论文 介绍



我馆主要物理/光学全文数据库



我馆主要电气/电子/通信/控制/计算机全文数据库



我馆主要电气/电子/通信/控制/计算机全文数据库



我馆主要文摘索引类数据库

数据库名 资源类型 语种

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检索工具 中文

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检索工具 外文

中国引文数据库 检索工具 中文

SCI（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检索工具 外文

CPCI-S 科技会议录索引数据库 检索工具 外文

EI village 检索工具 外文

CSCD（中国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检索工具 中文



了解信息检索的简单方法技巧，提高检索能力

用最快的时间，检索出你最相要的东西

通用信息检索基础



信息检索工具

根据不同信息文献载体、内容或者学科、语言来选择对的检索工具。

纸质资源－ＯＰＡＣ 电子资源－数据库检索系统



根据学科选择

图书： OPAC 、超星、
京东、safari、
springer、Wiley、
IET

期刊论文: CNKI、VIP、
万方、IEEE、SD、
ACM、EBSCO、Wiley

标准: 通标网、万方

学位论文： 万方、CNKI

根据内容选择

根据信息资源是否收费

有偿学术信息资源检索

网络免费信息资源检索

图书馆或其他信息中心

学术搜索引擎、网络OA



信息检索途径（检索点、检索字段）

• 就是信息检索的路
线和出发点

• 分为从信息内容特
征（主题词，分类
号等）入手和从信
息外部特征（题名、
作者、机构、出版
社、专利号等）入
手。

常用检索途径

• 主题检索

• 题名检索
• 著者检索
• 全文检索



一般来讲数据库中通过下拉菜单选择检索字段，

搜索引擎中，查询范围限定在标题、资源类型等
同于字段检索。



布尔逻辑运算

• 布尔逻辑广泛运用于计算机网络信息检索系统中。

• 布尔逻辑运算符主要有逻辑与、逻辑或、逻辑非。



布尔逻辑运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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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运算优先级：NOT → AND → OR（也有特例）

• 可用括号改变默认顺序



检索词选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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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词是构成检索提问式的

最基本单元

• 检索词＝单复数 + 简写缩写 + 同义词 + 近义词

多系统认知无线电环境中从用户频谱切换QoS保障技术
从用户+ 感知用户+次用户+认知用户

• 注意事项
– 选择意义明确的专用术语、规范用语，不用自创词

– 注意隐含的概念，如灾害：地震、洪水、火灾

– 避免使用过长的词组和短语

– 诸如“研究 技术 发展”之类的词不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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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式检索（检索式）

• 检索式＝检索词 + 组配符号 (布尔算符,通配符,位置算符)

• 数据库普通框式检索

• 创新实践教育机制：(高校 OR 高等学校OR大学 OR 本科) AND 创新
实践 AND (教育机制 OR 管理模式 OR 创新文化 OR 校园文化)



实例演示

馆藏学术信息资源



检索实例：国外关于“社交网络用户隐私保护”文献

检索框里都支持 OR"  " 精确检索



4/13/2016

快速锁定特定学科领域论文



4/13/2016

检索实例-检索结果阅读、导出及分析

点击标题阅读详细信息

导出检索结果



检索实例-分析检索结果

▪作者 ▪出版年 ▪来源期刊 ▪文献类型 ▪会议名称 ▪国家/地区

▪基金资助机构 ▪授权号 ▪团体作者 ▪机构 ▪语种 ▪学科类别

▪ WOS学科类别 ▪编者



检索实例-分析检索结果

定位顶级期刊



检索实例-分析检索结果



检索实例-分析检索结果



检索实例-分析检索结果



4/13/2016

检索实例-分析检索结果



我校电子资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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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外访问——VPN 



校外访问——VPN 



校外访问——CARSI 

2020/12/8



校外访问——CARSI 



电子资源使用注意事项



注意电子资源的合理使用，杜绝过量下载



注意电子资源的合理使用，杜绝过量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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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搜索引擎

网络OA资源

其他信息机构资源



公共图书馆、专业图书馆、高校图书馆

各类图书馆联盟

其他信息机构资源

资源揭示

资源获取

信息门户



资源揭示/目录检索

1.Calis(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e读

2.Cashl 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期刊目次数据库

3.NSTL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4.国家图书馆文津搜索

5.Google



资源揭示 –1.Calis E读 http://www.yidu.edu.cn/

CALIS学术搜索引擎

集成高校所有资源，整合图书馆纸本馆藏、电子馆藏及相关网络资
源，使读者能在海量的图书馆资源中通过一站式检索，查找所需文
献。（并可通过CALIS文献传递获取全文）

资源范围

全国600多家高校图书馆馆藏
200多万种图书、3600万多篇外文期刊论文、70多万种学位论文以及
陆续增加的古籍拓片等特色资源

CALIS首页嵌的检索框就是e读

检索入口



资源揭示 –2.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期刊目次数据库
http://www.cashl.edu.cn/portal/search.html?res=article 



资源揭示 –3.NSTL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国家科技数字
图书馆 http://www.nstl.gov.cn/



资源揭示 –4.国家图书馆文津搜索
http://www.nlc.gov.cn/ 



获取我校无馆藏文献 -馆际互借&原文传递

• 目的: 为了弥补图书馆自身馆藏的不足，促进文献资源共享。

获取我校图书馆没有的资源的有效途径

• 馆际互借与原文传递的区别

馆际互借 原文传递

对象 依据各成员馆规定
授权使用的中外文
图书

除系统内各成员馆授权可传
递的文献（期刊文章、标准、
学位论文、图书章节）外，
还提供查询国内外文献信息
机构的文献和代索取文献的
服务

方式 返还式

需在读者所在馆的
馆际互借处接收或
者归还

非返还式
一般为电子文献采用EMAIL
发送，部分使用快递 复印版



获取我校无馆藏文献 -馆际互借&原文传递



借阅规则

 对象：中文图书(部分图书馆外文图书)

 借书量：3册

 期限：30天

 服务口：图书馆2层中心书库

 覆盖：北京地区及上海图书馆



原文传递 -我馆可使用的便捷的原文传递工具



原文传递 -读秀&百链 www.bupt.edu.cn



案例演示 –百链获取电子图书

http://www.blyun.com/



百链 –获取图书



百链 –原文传递-获取电子书



百链 –获取图书

填写提交后会有全文发送到你的邮箱



百链 –获取期刊文章

Integrating velocity, time and distance
information: A developmental study



百链–获取期刊文章



Integrating velocity, time and distance
information: A developmental study
百链揭示- sciencedirect 数据库- 我校未购买



Integrating velocity, time and distance
information: A developmental study

百链揭示- sciencedirect 数据库- 我校未购买



百链 –获取期刊文章



Integrating velocity, time and distance
information: A developmental study
百链揭示- sciencedirect 数据库- 我校未购买-文献传递



百链 –获取会议论文、学位论文

专利、标准等其他类型文献

百链校内认证后，可以在校外访问



文献传递 – 电子资源 - BALIS原文传递

服务规则

方式：非返还式

 内容：依据知识产权法及各馆规定提供服务

 服务口：图书馆3层中文报刊阅览室

TEL：62282253

 覆盖：大陆地区馆藏

http://202.112.118.46/balis/



文献传递 – 电子资源 - BALIS原文传递

读秀百链无法获取的时候使用

• 系统注册（注册到北京邮电大学），待管理员认证开通账户后

• 填写申请单

文献信息尽量多填、填准（相关信息可填到备注栏中

通过各种资源揭示工具，直接发送到有馆藏的馆 快，准

无法定位或者体系外的文献，通过学科服务馆 慢，不一定能获取

http://202.112.118.46/balis/



OA期刊

- 出版社、学协会等

预印本

- Preprint，working paper

网络OA资源



开放获取 Open Access （OA）
Making resources freely available to 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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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放存取、开放获取、公开获取、开放使用、开放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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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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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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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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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网络学术信息资源

搜索引擎检索到全文、文摘、数据直接获取
OA资源网站检索浏览获取
加入学术社区

ResearchGate进行合作、交流、

论文评阅、分享研究数据常用
工具，甚至可作为科学家上传
研究数据的网络资料库



综合搜索引擎（专业搜索 & 高级检索）

- Google、Baidu、Bing
学术搜索引擎

- Google Scholar

网络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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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什么是 Google 学术搜索？
– Google 学术搜索提供可广泛搜索学术文献的简便方法。

– 您可以从一个位置搜索众多学科和资料来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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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oogle 学术搜索可帮助您在整个学术领域中确定相关性最强的研究。

• Google 学术搜索的功能

–
–

–

–

从一个位置方便地搜索各种资源

查找报告、摘要及引用内容

通过你所在的图书馆或在 Web 上查找完整的论文

了解任何科研领域的重要论文



科学研究与学术

信息资源

馆藏学术信息

资源

馆外学术信息

资源

学术信息资源

评价与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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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信息资源的鉴别

• 适用
是否适合自己的课题要求，信息适用范围只适合某一方面，还是适用于多个方面…

• 新颖
首次发现的报道文献,是在原有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假说、理论与事实？还是在原有的

基础上提出了新方案、新设备、新措施…

• 权威
是否包含业界权威机构和作者的成果？是否来源于核心资源？是否有业界代表作、高被引文

献？…

• 准确
文章逻辑推理是否严谨,是否有精密的数据为依据，阐述是否达到一定的深度与广度。是否是

有疑问的作者所做…

需考虑 学术信息资源来源的可靠性



学术评价与文献计量
核心期刊\三大检索\被引频次\网络评价

学术信息资源评价



学术信息评价-定性角度(导师推荐)

国际知名出版社\知名期刊

作者及作者单位

导师推荐的参考书及期刊

刊名 eISSN ISSN 收录情况 网址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1044-7318 1532-7590 SCIE、EI http://www.tandfonline.com/openurl?genre=j
ournal&eissn=1532-7590

Interacting with Computers 0953-5438 1873-7951 SCIE、EI http://academic.oup.com/iwc



学术信息评价-定量角度(权威数据库收录\引文分析)

学术量化评价主要指标

单篇文献的评价指标

核心资源(期刊\会议)体系

图: 学术量化-文献计量评价主要指标



学术信息评价 单篇文献-被引频次-全文库



学术信息评价 单篇文献-被引频次-引文索引库



学术信息评价 单篇文献-被引频次-网络



学术信息评价 单篇文献-高影响力论文-web of science 为例



学术信息评价-期刊\会议资源 常用评价指标-三大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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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Science（我校2004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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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WOS 核心合集

图： 国际三大检索工具演变图

学术信息评价-期刊\会议资源 常用评价指标-三大检索



学术信息评价-期刊\会议资源 --三大检索

国际
期刊
• EI 工程索引 Engineering Index
• SCI  科学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
• SSCI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 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rts&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会议
• CPCI-S 科技会议文献引文索引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 CPCI-SSH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会议录索引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 EI 工程索引 Engineering Index



学术信息评价-期刊\会议资源 常用评价指标-核心期刊

核心期刊是些发表在该学科（该领域）论文较多，使用率（被引、摘转、
流通）较高，学术影响较大的期刊。

在核心期刊中检索并阅读相关文献，可以用最少的精力获得最大的信息
量。将科研成果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可以增加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同行看到
的几率。

 SCIE（科学引文索引）国外

 SSCI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国外

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 国外

 EI（工程索引）国外

 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内

 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南京大学）国内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大学）国内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国内

中国科研评价常用核心期刊体系



学术信息评价 期刊\会议资源-核心期刊-
SCI\SSCI\ A&HCI 来源 http://mjl.clarivate.com/ 



学术信息评价 期刊\会议资源-核心期刊-EI 来源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content#compendex）



学术信息评价 期刊\会议资源-核心期刊-CSCD 来源

http://sdb.csdl.ac.cn/cscd_source.jsp



学术信息评价 期刊评价指标-影响因子-国际JCR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该刊前两年发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
数） / （该刊前两年发表论文总数）

Web of science 之父 加菲尔德 1972年提出，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是一个
动态变化的相对指标，是测度期刊的学术水平，乃至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

JCR的期刊影响因子 IF



学术信息评价 期刊评价指标-影响因子-国内

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提供国内期刊的复合影响因子及综合影响因子
CNKI数据库（http://www.cnki.net/）、 中国引文数据库（http://ref.cnki.net/ref）



期刊影响力：基于期刊影响因子（IF）的期刊分区

一区期刊 > 二区期刊> 三区期刊> 四区期刊

国际：JCR 期刊分区（四分位）

国内：中科院分区

SCI 平台直接查看期刊最新的IF和JCR分区

学术信息评价 期刊评价指标-期刊分区



学术信息评价 期刊评价指标-期刊分区-中科院分区

http://www.fenqubiao.com/



学术信息评价 期刊评价指标-期刊分区-中科院分区

http://www.fenqubiao.com/ 2019年升级版



学术信息评价 期刊评价指标-期刊分区-中科院分区

http://www.fenqubiao.com/ 2019年升级版



图书馆提供的相关学术评价服务 主页-查收查引



图书馆提供的相关学术评价服务 主页-查收查引



图书馆提供的相关学术评价服务 主页-查收查引



图书馆提供的相关学术评价服务 主页-查收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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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Q&A

李玲 学科馆员

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信息咨询部
serlib@bup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