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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怎样的能力来面对？

信息爆炸的环境

4/13/2016



有数据表明，工业革命以后，书刊等以文字为载

体的信息大约每10年翻一番，1970年以后，大约每

3年翻一番，而今，全球信息总量每两年翻一番，

2010年互联网所产生的数据量比之前所有年份的总

和还多。

我们所处的信息环境

4/13/2016



BIG DATA 一场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 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就像望远镜让我们能

够感受宇宙，显微镜让我们能够观测微生物一样，大数据

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成为新发明和

新服务的源泉，而更多的改变正蓄势待发… …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大数据时代》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WORK AND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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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信息环境

• 面临着多样化的、丰富的信息选择

• 越来越多的未经过滤的信息的出现使得它们失去了真实性、

正确性和可靠性

• 大量信息本身并不能使大众从中汲取知识

4/13/2016



信息量不断增加

• 当人类信息存储量每18个月就提高一倍时，你在

获取信息、管理信息、感知世界的方式是否还停
留在马车时代？

社会发展越来越快
信息量越来越大

生活越来越忙碌

时间却越来越不够用

信息社会对人类的信息能力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4/13/2016



我们面对环境所需的能力

• 信息素养
– 能认识到何时需要信息，有效地搜索、评估和使用所需信息的能力

– 内在能力

•
•
•
•

能思考理清问题所在

能分析所需的信息

能正确解读信息

能分析、整合与组织有用的信息

– 外显能力
• 知道信息的来源所在

• 知道如何获取信息

• 能用合适的方式将组织后的信息呈现出来

——Shelly K. Hughe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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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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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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基金会

查找和消化

资料占 51%

实验研究占

32%

书面总结占

9%

计划思考占

8%

4/13/2016



网络OA资源
学术信息资源

检索

学术信息资源

获取

学术信息资源

分析跟踪

学术信息资源

管理

目录



第一步

认识学术信息资源

4/13/2016



学术信息资源主要类型

图书、期刊、报纸、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标准、科技
报告……



中国知网 – 电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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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科技报告信息资源系统
117.34.104.70/ty.html

电子科技报告

4/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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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检索基本知识

16



• 信息检索即用
户从某一信息
集合中找出所
需要信息的过
程。

• 匹配: 信息需求
~ 信息集合

信息检索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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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4/13



根据学科选择

图书： OPAC 、超星、
safari、sp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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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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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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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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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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据库中的执行顺序：NOT → AND → OR
• 可用括号改变默认顺序

4/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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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13/2016



检索式

• 检索式＝检索词 + 组配符号 (布尔算符,通配符,位置算符)

• 可通过数据库普通框架检索辅助生成检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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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13/2016



信息检索效果及调整(refine)

Cranfield
六指标

用户
负担

响应
时间

输出
形式

收录
范围

查准
率

查全
率

• 优化检索策略：找出检索结果
不理想原因，根据检索结果适
当扩大缩小检索范围。例如更
换检索工具、选择能精确表达
需求的检索词、构造合理检索
式、检索点灵活选择等。

4/13/2016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英国克兰弗登 Cranfield 团队在分析用户要求的基础上，提出了项评价检索系统性能的指标，分别是查全率、查准率、系统响应时间、文献收录范围、用户经济负担和结果输出形式，其中查全率和查准率是两个最重要的指标。



信息检索流程

分析
检索
需求

选择
检索
工具

确定
检索
策略

调整
检索
策略

获取
检索
结果

简明检索流程

4/13/2016



学术资源收藏揭示中心

实例演示

图书馆学术信息资源检索

4/13/2016



图书馆主页(lib.bupt.edu.cn)

2016/04/13



图书馆 馆藏揭示

• 馆藏目录
– 馆藏资源检索
– 图书学科导航
– 纸本期刊导航

• 电子资源导航
– 数据库导航

• 按文献类型（图书、期刊、学位论文、工具书、多媒体等）
• 按文献层级（目录、文摘、全文）
• 按收费方式（免费、商业）

– 电子期刊导航
– 核心期刊导航
– 学科导航

• 统一检索平台 知识发现系统

– 各数据库资源的整合
– 图书馆的Google

2014/3/20 8



电子期刊导航
http://coreej.cceu.org.cn/ej/bupt/ej.htm

数据库导航
http://lib.bupt.edu.cn/a/shujukuda
ohang/charStor/all.htm



核心期刊导航 http://coreej.cceu.org.cn/

2016/04/13



统一检索系统(知识发现)



数据库资源检索



常用中外文数据库

中文三大全文库

CNKI、万方、维普期刊

• CNIKI和万方文献类型丰富，资

源互相补充

• 维普基本被CNKI和万方覆盖，

有学科排名、高被引、热点论

文等指标分析。

电子图书

超星 在线+移动

引文索引库

CSSCI、CSCD

文摘索引库

• SCI、EI、CPCI、SSCI、OCLC

理工科常用全文库

• Elsevier（SD） 、Springerlink、Wiley、IEL、ACM、

OSA、APS、NATURE、SCIENCE

• ACS、IOP、AIP、SAGE、Taylor & Francis 、

Derwent

人文社科常用全文库
- EBSCO、Emerald、Elsevier（SD 管理经济）、

HeinOnline

-Gale（人物传记、文学）、Elsevier SD（艺术、心理、
社会学等）JSTOR（人文、社会、艺术、商业、语
言等）、wiley-blackwell（人文、法学、行为学
等）、LexisNexis（新闻、法律、政府出版物、商
业等）、Project MUSE、（文学、历史、政治学、
经济学、教育学、电影等）、SAGE（传播媒体、
教育、心理与咨询、社会学、犯罪学）

2016/04/13



检索实例1：北京邮电大学作者群2014-2015年发表在学报的文献

2016/04/13



检索实例2：高校创新实践教育机制

2016/04/13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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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索实例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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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social media"  OR social network* OR SNS  OR twitter OR microblog OR Web 2.0privacy protection OR patron privacy OR user privacy



快速锁定特定学科领域论文

4/13/2016



识别影响力高的文献-高被引论文

点击标题阅读详细信息

导出检索结果

4/13/2016



网络免费学术信息资源检索

网络搜索引擎

网络OA资源

网络资源导航

4/13/2016



Google、Baidu、Bing……

网络搜索引擎

54/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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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13/2016



Google 地区网址

• http://www.google.co.jp/
• http://www.google.co.uk/
• http://www.google.co.kr/

4/13/2016



检索结果分组聚类Google

4/13/2016



Google 专业搜索 & 各种工具

174/13/2016



2014/3/1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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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精确命中



Google&Baidu 常用检索算符

符号 google 百度

布尔逻辑算符 AND OR NOT(-)
水果 NOT 苹果; 水果 –苹果

支持 AND OR 支持

空格相当于 AND 支持 支持

词组检索” ” 精确检索 支持 支持

字段限制 filetype: (搜索特定文件格式)
例如: 该死的温柔 Filetype:mp3

该死的温柔 Filetype:Ly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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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支持

site：在站点内检索 支持 支持

Inurl: 在网页的url中检索 支持 支持

4/13/2016



检索关于 Python 的幻灯片（ppt）教程

264/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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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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2016



Google 学术搜索

284/13/2016



Google 学术搜索

314/13/2016



百度 学术搜索 xueshu.baidu.com

314/13/2016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其他学术搜索类http://scitopia.com/http://www.magportal.com/ 



OA期刊

- 出版社、学协会等

预印本

- Preprint，working paper

网络OA资源

4/13/2016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https://www.plos.org/http://home.highwire.org/https://www.ncbi.nlm.nih.gov/pmc/http://www.springeropen.com/http://arxiv.org/https://doaj.org/http://dspace.mit.edu/http://www.opendoar.org/http://roar.eprints.org/http://www.socolar.com/http://www.ezinesearch.com/search-it/e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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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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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资源导航

• 搜索引擎提供的网站指南/目录
– Yahoo！ Directory
– Open Directory
– 百度中的hao123

• 图书馆/信息机构提供的网络导航
– 各图书馆网络资源导航

–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热点门户

– CALIS重点学科网络资源导航门户



网络OA资源
学术信息资源

检索

学术信息资源

获取

学术信息资源

分析跟踪

学术信息资源

管理

目录



获取我校购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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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我校未购买资源 lib.bupt.edu.cn

• 搜索引擎、OA 网站、学术交流社区是否有所需资源

• 通过读秀、百链工具获取所需文献

• 馆际互借&原文传递



例：The ESL Teacher as Plurilingual: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
TESOL Quarterly 2013年47卷，第3期， 446—



填写提交后会有全文发送到你的邮箱



获取网络免费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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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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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接获取馆藏信息
4/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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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全文链接获取全文

利用馆藏链接获取流通信息

4/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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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2016



检索结果页面出现图书馆链接，可以接获取馆藏信息

Integrating velocity, time and distance
information: A developmental study

4/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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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2016



Integrating velocity, time and distance
information: A developmental study

利用馆藏链接获取流通信息

4/13/2016



Integrating velocity, time and distance
information: A developmental study

因图书馆搬家，1979年文献尚未整理完毕，未开放
4/13/2016



Integrating velocity, time and distance
information: A developmental study

利用SFX链接中的他馆馆藏目录进一步查询4/13/2016



Integrating velocity, time and distance
information: A developmental study

4/13/2016



Integrating velocity, time and distance
information: A developmental study

可通过馆际互借证访问北大图书馆4/13/2016



Integrating velocity, time and distance
information: A developmental study

通过文献传递获取全文



其他获取文献途径

联系原文作者(EMAIL)
社区互助(小木虫等)
请朋友帮忙

2016/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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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重要文献
了解文献脉络、知识图谱、学科发展
态势

学术信息资源分析

2016/04/13



利用数据库工具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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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数据库工具进行分析



利用数据库工具进行分析

进行科学研究评价和追踪前沿研究

学科角度、学科发展竞争力，学科评价多为机构科研决策
发展用



文献分析可视软件 知识图谱

引文分
析理论
与方法

共被引分
析理论与

方法

因子
分析

词频分
析方法

社会网
络分析
方法

科学知识图谱研究是一个以科学学为基础涉
及应用数学、信息科学及计算机科学等交叉
科学领域，是科学学和信息计量学的新发展

基本原理是分析单位（文献、作者、关键词
等）的相似性及测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技
术绘制不同类型的科学知识图谱

2016/04/13



文献分析可视软件 知识图谱

• Histcite
• Citespace
• Bibexcel
• CoPalRed
• IN-SPIRE
• Leydesdorff's Software
• Network Workbench Tool
• Sci2
• SciMAT
• VantagePoint
• VOSViewer

98



引文分析软件histcite
加菲尔德

Synthetic biology

704这篇文献应该是一篇开创性的工作或重要的综述。1077 
1134 1089这三个圆圈较大，说明这几篇文献受到广泛关注，具有较
重要的地位



前沿分析软件citespace



利用各种工具定制跟踪获取想要的
信息资源

学术信息资源追踪定制



常规的信息获取

• 逐个浏览网站，效率低下

基于订阅的信息获取

• 信息聚合，把关心的信息集中到一起，

无需逐个浏览网站



基于订阅的信息追踪方式

• 信息聚合，把关心的信息集中到一起，无需逐个浏览网站

–
–
–
–

不会受到广告的骚扰

一站式信息服务

便于管理、阅读效率高

便于分享

• Email 订阅
– 需提供邮箱帐号

• RSS订阅
– 不需提供任何帐号

11



RSS 订阅
用RSS阅读器管理各网站提供的RSS订阅信息

21

常见 RSS 源的标识



• RSS（简易信息聚合）
– 主要用于订阅网站内容

– 用户可以在客户端借助于支持 RSS 的新闻聚合工具软件，在不打开网站

内容页面的情况下阅读支持 RSS 输出的网站内容

• RSS阅读器
– RSS阅读器客户端软件

新浪点点通、 FeedReader 、CAJViewer 个人数字图书馆

– 在线的免费网页版 RSS 阅读器

、InoReader、 Reeder 、QQ邮箱 - 阅读空间、 鲜果阅读器、
Google Reader

– 更多来源：http://www.iplaysoft.com/rss-reader.html

2014/4/10 4

http://www.iplaysoft.com/reeder.html


RSS 订阅 以 CAJViewer 为例 cajviewer.cnki.net



RSS 订阅 以 CAJViewer 个人数字图书馆为例



RSS 订阅 以 CAJViewer 个人数字图书馆为例



订阅网站、论坛、博客、

新闻

• RSS地址举例
– http://bbs.byr.cn/rss/focus
– http://bbs.byr.cn/rss/recommend
– http://bbs.byr.cn/rss/board-BUPT



订阅研究前沿、科学新闻 、期刊杂志、作者、实验室、研究社区

EMAIL，RSS

订阅文献

462014/4/10



订阅研究前沿 通过关键词、期刊订阅CNKI中的文献



订阅研究前沿 www.sciencedirect.com



订阅研究前沿 www.sciencedirect.com



订阅研究前沿 www.engineeringvillage.com



订阅研究前沿 apps.webofknowledge.com



订阅研究前沿 apps.webofknowledge.com



订阅研究前沿 apps.webofknowledge.com



订阅科学新闻 科学网 www.sciencenet.cn

2014/4/10 47



订阅高质量期刊 www.nature.com



订阅高质量期刊 scienceonline.org



订阅作者、实验室

• 一些学术博客、论坛以及实验室的Wiki网站，尽管不具备

期刊杂志那样的权威性，但其及时性仍然值得我们关注！

• 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
– 全名John Craig Venter，1946年10月14日出生于美国盐湖城，是一位

生物学家及企业家。时代杂志在2000年7月将他与人类基因组计划代表佛
兰西斯·柯 林斯同时选为封面人物，他又在2007年入选世界上最有影响力
的人之一。

– 2006年成立J. Craig Venter Institute，涉足多个研究领域！

– 如何追踪他们的研究进展？



订阅作者、实验室 www.jcvi.org



订阅学术社交网络 https://www.researchgate.net

关注ResearchGate中的一些业界大牛。许多大牛都会第一时间更新他们
所发表的论文，并上传论文的PDF稿件。同时，你可以在ResearchGate
中提问题，来自全球同领域的同行便有可能回复你的问题。唯一要求是，
注册ResearchGate需要有一个以.edu打尾的邮件地址。

2016/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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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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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学术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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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到的东西是别人的，管理的是自己的。

在学习、科研、工作中，如何记录和管理自己的知识？

管理知识比搜索知识更重要



学术文献管理

• Zotero
• Mendeley
• Endnote
• NoteExpress（图书馆已购买）

• Refworks

2016-4-25



Evernote evernote.com 印象笔记 yinxiang.com

捕捉灵感

管理知识

多终端同步 分类导航检索

功能强大



同类产品

• Google Keep

• Microsoft OneNote

• 有道云笔记

• 盛大麦库记事

• 我知科技为知笔记



Thank you!

2016-4-13

侯瑞芳 学科馆员

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信息咨询部
serlib@bupt.edu.cn


	幻灯片编号 1
	幻灯片编号 2
	幻灯片编号 3
	BIG DATA 一场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幻灯片编号 5
	信息量不断增加
	幻灯片编号 7
	幻灯片编号 8
	幻灯片编号 9
	幻灯片编号 10
	幻灯片编号 11
	学术信息资源主要类型
	幻灯片编号 13
	幻灯片编号 14
	幻灯片编号 15
	幻灯片编号 16
	幻灯片编号 17
	幻灯片编号 18
	幻灯片编号 19
	�国外科技报告信息资源系统117.34.104.70/ty.html��
	幻灯片编号 21
	信息检索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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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学科选择
	信息检索途径（检索点、检索字段）
	幻灯片编号 26
	�布尔逻辑运算
	幻灯片编号 28
	幻灯片编号 29
	幻灯片编号 30
	信息检索效果及调整(refine)
	信息检索流程
	幻灯片编号 33
	图书馆主页(lib.bupt.edu.cn)
	幻灯片编号 35
	电子期刊导航http://coreej.cceu.org.cn/ej/bupt/ej.htm
	核心期刊导航 http://coreej.cceu.org.cn/
	统一检索系统(知识发现) 
	数据库资源检索
	常用中外文数据库
	检索实例1：北京邮电大学作者群2014-2015年发表在学报的文献
	检索实例2：高校创新实践教育机制
	检索实例3：国外关于“社交网络用户隐私保护”文献�
	幻灯片编号 44
	幻灯片编号 45
	幻灯片编号 46
	幻灯片编号 47
	幻灯片编号 48
	Google 地区网址�
	幻灯片编号 50
	幻灯片编号 51
	幻灯片编号 52
	Google&Baidu 常用检索算符
	幻灯片编号 54
	幻灯片编号 55
	幻灯片编号 56
	幻灯片编号 57
	幻灯片编号 58
	幻灯片编号 59
	幻灯片编号 60
	幻灯片编号 61
	幻灯片编号 62
	幻灯片编号 63
	幻灯片编号 64
	幻灯片编号 65
	幻灯片编号 66
	幻灯片编号 67
	幻灯片编号 68
	幻灯片编号 69
	幻灯片编号 70
	幻灯片编号 71
	幻灯片编号 72
	幻灯片编号 73
	获取我校购买资源 lib.bupt.edu.cn; http://lib.bupt.edu.cn/a/fuwu/shangwangfuwu/
	获取我校未购买资源    lib.bupt.edu.cn
	幻灯片编号 76
	幻灯片编号 77
	获取网络免费文献
	幻灯片编号 79
	幻灯片编号 80
	幻灯片编号 81
	幻灯片编号 82
	幻灯片编号 83
	幻灯片编号 84
	幻灯片编号 85
	幻灯片编号 86
	幻灯片编号 87
	幻灯片编号 88
	幻灯片编号 89
	其他获取文献途径
	幻灯片编号 91
	发现重要文献�了解文献脉络、知识图谱、学科发展�态势�学术信息资源分析
	利用数据库工具进行分析
	幻灯片编号 94
	利用数据库工具进行分析
	利用数据库工具进行分析
	文献分析可视软件 知识图谱
	文献分析可视软件 知识图谱
	�引文分析软件histcite加菲尔德�
	幻灯片编号 100
	利用各种工具定制跟踪获取想要的信息资源�学术信息资源追踪定制
	幻灯片编号 102
	幻灯片编号 103
	幻灯片编号 104
	幻灯片编号 105
	幻灯片编号 106
	幻灯片编号 107
	幻灯片编号 108
	幻灯片编号 109
	幻灯片编号 110
	幻灯片编号 111
	幻灯片编号 112
	幻灯片编号 113
	幻灯片编号 114
	幻灯片编号 115
	幻灯片编号 116
	幻灯片编号 117
	幻灯片编号 118
	幻灯片编号 119
	幻灯片编号 120
	幻灯片编号 121
	幻灯片编号 122
	订阅学术社交网络 https://www.researchgate.net
	幻灯片编号 124
	幻灯片编号 125
	学术文献管理
	幻灯片编号 127
	幻灯片编号 128
	幻灯片编号 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