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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文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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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是我们科研活动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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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

数字文献来源



数字资源

•我校数字资源

三个来源 开放资源浙大共享资源

图书馆自购资源



本校图书馆自购资源

•中国建筑知识仓库

• CNKI学术期刊库

•就业培训数据库

•网上报告厅

•方略学科导航

•移动图书馆（手机端、电脑端）

•全球学术快报

资源入口：图书馆主页-数据库导航-本馆自购资源

http://libweb.zucc.edu.cn/redir.php?catalog_id=3884&object_id=3896
http://kns.cnki.net/kns/brief/Default_Result.aspx?code=CJFQ
http://libweb.zucc.edu.cn/redir.php?catalog_id=3884&object_id=3890
http://libweb.zucc.edu.cn/redir.php?catalog_id=3884&object_id=3886
http://zucc.firstlight.cn/Customer/index.aspx


浙大共享资源

•数据库类型覆盖了浙大所有学科。

•浙大图书馆关于使用数字资源的有关规定：

合法用户 访问权限 适度下载

入口：图书馆主页-数据库导航-浙大数据库导航

http://210.32.137.90/s/lib/libtb/maintype/all

http://210.32.137.90/newportal/resource/copyrt.jsp


开放资源

百度

学术搜索
数据研究中心
......

爱问
百度文库
道客巴巴
豆丁网

OA

开放存取的资
源系统

资料共享
平台



开放资源

•杭州科技信息门户 http://www.hznet.com.cn/

•文澜在线数字图书馆——杭州图书馆 http://www.hzlib.net/

注：办理读者证后免费使用

•浙江省图书馆数字资源 http://www.zjlib.cn/zyszzy/index.htm?li_id=1

注：办理读者证后免费使用

•中国国家图书馆 http://www.nlc.gov.cn/

注：网上实名注册

http://www.hznet.com.cn/
http://www.hzlib.net/
http://www.zjlib.cn/zyszzy/index.htm?li_id=1
http://www.nlc.gov.cn/


二

常用中文数据库



事实、数值型数据库

常用中文数据库

书目数据库

索引数据库

文摘数据库

期刊全文数据库

电子图书

参考数据库



PC端
http://www.sslibrary.com/

电子图书

超星数字图书：为目前世界最大的中文在线数字图书馆，提供100多万种的电
子图书资源的信息检索及全文浏览下载。

移动端



移动图书馆-手机版

从图书馆微信内下载



绑定账号

工号/学号

填写后超期信息通
过短信发送到手机



电子书下载



电子书（学术性）下载



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学术期刊库

•维普期刊

•万方数字化期刊子系统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

•超星期刊

•……

http://kns.cnki.net/kns/brief/Default_Result.aspx?code=CJFQ
http://lib.cqvip.com/
http://qikan.chaoxing.com/


• CNKI中国学术期刊
http://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Q

期刊种数收录完整率：

核心期刊、重要评价性数据库来源期刊完整率高于95%；

其它学术期刊完整率高于93%。

文献量：

收录国内学术期刊8,593种，全文文献总量55,478,565篇。

独家收录期刊1514种，累积文献总量850万余篇。

收录年限：自1915年至今出版的期刊，部分期刊回溯至创刊。

• 数据库访问 学校校园网内

期刊全文数据库

http://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Q


全球学术快报

•是CNKI总库平台内容移动访问APP。

注册

登录

机构关联

校园网内
不受网络限制

使用



•维普期刊

http://lib.cqvip.com/

• 数据库访问

校内：IP校园网内

校外：教师VPN；

学生：图书馆学习空间

杭州科技信息门户 http://www.hznet.com.cn/

浙江省图书馆数字资源 http://www.zjlib.cn/zyszzy/index.htm?li_id=1

•收录情况：
1989年-至今 13000余种期刊 1300余万篇文献 年递增约100万篇
•覆盖范围：
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医药卫生、经济、教育和图书情报等学科

期刊全文数据库

http://lib.cqvip.com/
http://www.hznet.com.cn/
http://www.zjlib.cn/zyszzy/index.htm?li_id=1


•万方数字化期刊子系统

 收录情况：

收录了1995年以来世界各国出版20900种重要学术期刊。

 覆盖范围：

涵盖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药卫生、农业科学、哲
学政法、社会科学、科教文艺等各个学科，3200多种核心
期刊。

http://g.wanfangdata.com.cn/index.html

期刊全文数据库

http://g.wanfangdata.com.cn/index.html


事实数据
事实数据检索是要检索有关数据或事实本身，
如名词术语、事件、人物信息、地名信息、
机构信息、产品信息等，或是具有数量兴致
并以数值形势表示的数据，而不是有关信息
的文献或文献线索。

事实与数据主要信息源包括参考工具书、电
子型事实数据性数据库以及网络信息资源。



搜数网

提供各种有关中国和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统计数据表格的专业内容网站。

数据来源于国家及各省市地方统计局的统计年鉴及海关统计、经济统计
快报、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等月度及季度统计资料，其中部分数据可追
溯至1949年，以及部分海外地区的统计数据。

适合经济、工商管理、财经、金融、法律、政治等专业使用，尤其是其
包含有各类报告、统计数据、法律法规、动态信息等内容。

事实数据

http://www.soshoo.com.cn

http://www.soshoo.com.cn/


中国知网——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

内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32个领域/行业的中央级、省级及其主要地市级

统计年鉴和各类统计资料

国家统计局及各部委最新经济运行数据进度指标16830个、

国民经济行业运行指标58110个。

功能：统计数据资源整合 多维度统计指标快捷检索

数据深度挖掘分析 决策支持研究

•收录年限：1949年至今

•地址： http://data.cnki.net/

事实数据

http://data.cnki.net/


•读秀学术搜索：

拥有海量数据库资源，它是全球最大的中文文献资源服务平台，有280
万种中文图书元数据，160万种图书原文，6亿页资料，约占1949年以来全
部出版中文图书的95%以上。

特点：集文献搜索、试读、文献传递、参考咨询等多种功能为一体。

地址：http://www.duxiu.com/

文摘数据库

http://210.32.137.90/s/lib/libtb/turning/531


•百度学术搜索

是百度旗下的一个免费提供海量中外学术文献资源搜索的平台，涵盖了
各类学术期刊、会议论文等学术资源，旨在为国内外学者提供最好的科研
体验。

特点：免费使用，但本身不提供资源下载，下载将链接到各个数据库平台，
由各个数据库平台决定是否能下载。

地址：http://xueshu.baidu.com/

文摘数据库

http://210.32.137.90/s/lib/libtb/turning/1440


三

文献检索技巧

（例：知网）



案例1：政府管理创新

各新闻网站中有关文献

百度知道的相关问答

百度推送的广告

您是不是会这样检索？--------百度



案例1：政府管理 您是不是会这样检索？--------百度

 百度检索结果杂乱无序

 检索结果缺乏学术性

 相关搜索关联不大

 花费时间精力、降低了学习效率



选当前热点话题：代购



请思考：

如何轻松GET?





•哪里查？

期刊文章： CNKI期刊库、维普期刊、万方期刊……

学位论文： 万方中国博硕学位论文

报纸资料：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电子图书： 超星移动图书馆

查找中文参考文献



•以知网为例——查找论文





你是不是这样检索？— — —在检索框中输入检索词

海量数据！
需要花多久才能看完？
真的需要全部看完么？？



•检索实例：查找代购方面的文献

检索词：网络代购 微商 微信代购 海外代购

根据主题提取检索词

 提取有关课题实质内容的关键词

——课题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

 少用概念泛而检索意义不大的词

——策略、性能、研究、技术……

 尽量使用规范化的表述

 避免过长的检索词

查找中文参考文献



构造检索式

•单个检索词
海外代购、微信代购

•组合检索词（高级检索）
布尔逻辑
“AND”
“OR”
“NOT”



检索结果较多，可以缩检

--减少检索词，或将检索词的上位类词、近义词等删除

--调整组配算符，如改“or”为“and”

--缩进检索限定，如检索年限，检索期刊等

--减少或修改检索入口

检索结果过少，可以扩检

--扩检，参照缩减的方式反向操作即可



合理选择检索字段:

数据库中主题检索对应的主要字段：主题、标题、关键词、
摘要、关键词（叙词）全文等；

 一般情况下首先选择主题字段进行检索；

需查非常密切的相关文献时，可选择在标题字段检索；

命中文献过少时，可选择在全文字段中检索



1.1 从现实应用中选题—通过高被引文献出发进行研究

限定作者、发表时间、文献来源、支持基金

布尔逻辑：或者，并且，不包含

细化检索结果--提高查准率



1.1 从现实应用中选题—通过高被引文献出发进行研究

第一步，从被引排序查看现实应用情况

从高被引文献出发进行研究，

引用频次高，应用扩散广



点击文献名查看具体内容 第二步：快速掌握高被引文献的成果扩散程序

并学习一篇好文献是怎么写出来的？



通过知网节了解文献的详细
信息



点击引证文献

引证文献反映哪些技术及应用采取了该篇文献的研究成果

调研不同应用之间的研究空白点，跟进最新进展



更好的检索方法：

1、学科分类选择要检索的学科范围

2、利用高级检索将检索结果细化

3、利用被引频次排序功能找到有价值的好文章

4、查到一篇好文献还不够

怎么办？
分组浏览



从交叉学科中选题—通过学科类别分组寻找学科交叉点

在分组浏览框里寻找交叉

学科，拓宽定题范围



从学科带头人、导师推荐中选题

发现学科专家，牛人
可追踪已知学者，寻访名师



从学科带头人、导师推荐中选题——作者知网节



从学科带头人、导师推荐中选题——作者知网节





•怎么读？

1、 (中文库：综述、进展、展望)与主题组合
(外文库：review、survey、advance、challenge)与主题组合

3、 参考文献，越查越旧，找到信息源头。
引证文献，越查越新，找到最新进展。

2、 利用数据库文献类型筛选功能



附：

万一知网没有，怎么办?

统一检索平台



附：



超星期刊

超星期刊——打破期刊三足鼎力形势

•收录范围：目前有6500多种期刊，其中包含1200多种核心期刊。

•优点：

1、支持不同的终端，两种格式适应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PC端 手机端 PDF格式 流媒体格式

2、统一身份认证登录，无须受IP限制。

选择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登录号手机号或学号（工号）

3、大数据分析，不限于文献检索功能。



附：

除了论文
数据、图书怎么查？



数据类资源，怎么办？——统计数据



数据类资源，怎么办？——统计数据

第一步：选择地区参数

第二步：选择指标参数

第三步：选择时间参数



报表的每一个数字都提供权威来源；
数据序列的统计口径都已统一处理。

数据类资源，怎么办？——统计数据

除提供普通的报表分析之外，

还可以生成弧线图、柱状图、点

图、折线图等形式辅助分析。



数据类资源，怎么办？——统计数据

构建的个性化指标

也加入到现有的指

标库中，一起分析

和检索。



数据类资源，怎么办？——统计数据



专业图片，怎么办——学术图片库（http://image.cnki.net/）

图片上下文的提供，便于更

好理解图片

http://image.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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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8285701

zhull@zucc.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