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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信息检索步骤 

 二、CNKI使用指南 

 三、文献管理工具-E-Study 

 四、文献信息综合利用 

 



一、信息检索方法与技巧 

信息检索是把信息按一定的方式组织和存储起来并根据用户需要找

出相关信息的过程。 

广义的信息检索包括文献的存储和检索两个部分； 

狭义的信息检索则只包括检索。 

 



 信息检索步骤 

1、分析研究课题，明确需求 

2、选择数据库 

3、选择检索词 

4、检索式的编制与调整 



1、分析研究课题，明确需求 

（1）检索课题的类型 

（2）检索内容所涉及的学科主题范围 

（3）需要的文献类型及文献数量，包括语种、年代、地区等 

 

2、选择数据库 

基本原则：所选用的数据库应包含有与检索课题相关的信息。 

 

 



3、选择检索词 

（1）确定主要概念 

一般情况下，课题名称一般都能反映检索的主题内容和所涉及的
概念。 

 找出隐含概念 

 泛指概念具体化 

 排除重复概念 

 收集检索词 

 
 



（2）根据主要概念来收集检索词 

 从检索结果中选词 

       首先以检索课题中的主要概念作为检索词，到数据库中试检，然

后浏览检索结果，从题名、摘要及中文关键词中收集同义词。最后还可

以根据查全率和查准率要求，对收集到词汇进行筛选，选择重要的词汇

作为检索词。 

 从综述文章中选词 

    从综述性文章中查找与主要概念相关的其他同义词。 

 

 



 从主题词表中选词 

     主题词表是许多检索系统对文献资料进行主题分类的依据。

许多数据库都有联机主题词表，如EI COMPENDEX，INSPEC等。 

 如何从中文概念入手查找相关的英文词汇 

  途径：①有道词典/谷歌翻译②CNKI翻译助手③英文数据库 

 
 



 



（3）选词要点 

 充分收集各位词汇 

应充分收集各种与主要概念相关的词汇。如同义词、相关词，以及表

达同一概念的各种隐含词、替代词。英文的全称、缩写、单复数等。 

 结合研究点选择检索词 

 注意检索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有些检索词表达的概念存在着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如果检索词涉及表
达整体的概念时，还应针对具体情况分别列出每一个表达部分概念的检
索词，以免漏检。 

 



4、检索式的编制与调整 

 检索式是指计算机检索中用来表达检索提问的表达式，由检索

词、检索运算符以及系统规定的其他连接符号等构成。通常计算

机支持的检索运算符包括逻辑算符、截词符、位置算符等，同时

还支持字段检索。 



（1）检索式的编制 

（1）用逻辑算符说明词间关系 

 OR/+：逻辑或——连接同一概念的检索词（如同义词、近义词、相关
词） 

 AND/*:逻辑与——连接不同概念的检索词 

 NOT/-：逻辑非——排除该词 

（2）用截词符描述词尾变化 

 截词检索是指利用检索词的词干或不完整词形进行查找的一种检索技
巧。主要有：？、*等。 

 注：仅在英文检索中有效。 

 在Web of Science中：星号 (*) 表示任何字符组，包括空字符。 

                      问号 (？) 表示任意一个字符。 

 



（2）检索式的调整 

 扩检策略： 

 使用截词符； 

 使用OR连接 

 选择上位词、相关词、近义词等 

 删除不重要的词 

 增加检索途径 

 取消限制，如前后缀、限制符；等。 

 



（2）检索式的调整 

 缩检策略： 

 增加前后缀 

 用AND连接限定概念 

 增加或使用下位词或专指度较强的自由词 

 限制检索词出现的字段 

 用NOT限制不相关文献的输出 



 例：地沟油识别技术 

     检索词：地沟油 识别 

     检索式：地沟油 AND 识别 

 

 

 

 这种检索策略合适吗？ 

 

 



例：地沟油识别技术 
检索词： 
    ①地沟油/ 潲水油/ 泔水油/餐厨废弃油/煎炸油 
    ②识别/ 检测/ 检查/ 鉴定/ 鉴别 

 
检索式：（地沟油 OR 潲水油 OR 泔水油 OR餐厨废弃油 
OR 煎炸油） AND （识别 OR 检测 OR 检查 OR 鉴定 OR 
鉴别）  

 
 

 
 



二、中国知网-CNKI 

1、检索特点 

2、检索结果 

3、知网节 

4、知识搜索 

 



 CNKI 即是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由清华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实施 

 涵盖我国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与社会科学期刊、博硕士论文、会议、报纸、

专利、成果、图书等 

 网址：http://www.cnki.net/ 

 

二、中国知网（ CNKI） 



（一） 中国知网（CNKI） 



1、 检索特点 

提供一站式知识搜索 

（1）跨库检索 

（2）单库检索 

 无论是单库检索还是跨库检索，检索方式都包含：简单检索

和高级检索。 

 

 

 



（1）跨库检索 

能够在一个界面下完成对期刊、博硕士、会议、专利、报纸等数据库的

统一检索。 

① 简单检索 

在“跨库”中选择所需数据库，在检索框中直接输入检索词。 

 



 

②高级检索 

 由多个检索项进行逻辑组合检索； 

 通过“+” 、“-”来增加或减少检索项； 

 控制条件：词频、匹配方式、时间范围、文献来源、支

持基金、作者、作者单位、学科领域等。 

 



 

 

4.1 中国知网（CNKI） 



②高级检索 

 检索项：主题、关键词、篇名、摘要、全文、被引文献、中图分类号等字段； 

 “词频”：表示限制输入的检索词在所选的检索项中至少出现的次数，默认为1； 

 匹配方式：“精确”和“模糊”，默认“精确” 

精确：表示输入的检索词作为一个词组来检索 

模糊：表示输入的检索词可以分开出现在检索项中 

 逻辑关系：并且、或者、不含 

 

练习1：检索华北电力大学师生2000年以来发表的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方面的文献。 



检索步骤： 

Step1：选择检索项“主题”,在第一、二个检索框输入“电力系统” 、 “继  

电保护”； 

Step2：控制条件“发表时间”选择从“2000-01-01”开始； 

Step3：作者单位输入“华北电力大学”，默认为“模糊”匹配； 

Step4：点击“检索”按钮，得到563条结果。 

 

 

 

 



 



②高级检索 

在高级检索界面，可以转换到专业检索、作者发文检索、科
研基金检索、句子检索、文献来源检索。 

（1）专业检索 

需要在输入框中输入完整的检索式。 

（2）作者发文检索 

检索学者发表的全部文献及被引下载等情况；通过学者知网
节可以全方位地了解学者主要研究领域，研究成果等。 

 



（3）科研基金检索 

全面了解科研基金资助学科范围，科研主题领域等信息。 

（4）句子检索 

通过用户输入的两个关键词，查找同时包含这两个词的句子；
为用户提供有关事实的问题的答案。 

（5）文献来源检索 

包括期刊、博士硕士学位授予点、报纸来源、年鉴来源和一
些外文数据库来源；可查找到其出版的所有文献，再利用分组、
排序等工具，对这些文献进一步分析和调研。 



 



（2）单库检索 

    ① 简单检索   ② 高级检索 

 

 
① 简单检索 

在CNKI首页数据库区域选择相应的数据库，如“期刊” 、“博

硕士” 、“专利”等，直接再检索框中输入检索词。如:检索主题

为“信息素养”的文献。 

 



② 高级检索 

针对每个单库的高级检索，可选择的检索项和控制条件稍有不同。 

如： 

 期刊库有ISSN号、CN号等，控制条件中的“来源类别”可选择
“全部期刊” 、“SCI来源期刊” 、“EI来源期刊” 、“核
心刊” 、CSSCI 、CSCD。 

 博硕士论文库，有导师、目录、学科专业名称等字段，可选择
优秀论文级别“全国” 、“省级” 、“校级”。 





2、检索结果 

（1）分组浏览 
按“来源数据库” 、“学科” 、“发表年度” 、“研究层

次” 、“作者” 、“机构” 、“基金”进行分组浏览； 

（2）排序 
按“主题相关度” 、“发表时间”、“被引次数”、下载次数。

默认按发表时间降序排列 

（3）批量下载 

（4）导出参考文献 

（5）计量可视化分析 
 

 



全文下载格式： 

 PDF 

 CAJ 

注：阅读CAJ格式的文献(硕博士论文）需要下载CAJ浏览器。 

 



 



 



 





批量下载——可对已选文献批量下载，需要先下载E-Study 

 

 



导出参考文献——可对已选文献导出参考文献格式 

 

 



计量可视化分析——可对已选文献、全部检索结果分析 

 

 



 



 比较分析：如点击“继电保护” 

 



 “继电保护”和“电气保护”主题发文量比较 



   3、知网节 

 在检索结果页面上点击任意文献题名，即进入“知网节”页面。 

 包含了单篇文献的详细信息（如题名、作者、机构、来源、时间、
摘要等），各种扩展信息的入口汇集点（如引文网络、 关联作者、
相似文献、作者推荐、相关基金文献等） 。 

 按照文献之间的内容关联，将CNKI系列数据库中内容相关的学位
论文、期刊、图书、报纸、会议论文等各类文献整合链接起来，
形成知识网络型数据库，以集中显示文献的研究背景与继承发展
以及文献的学术影响力。 

 “引证文献链接” ，可以使作者随时直接看到该论文（包括CNKI
系列数据库中收录该作者的其他文献）的所有引证文献。 

 

 



 作用：通过概念相关、事实相关等方法揭示知识之间的关联关系，
达到知识扩展的目的，有助于用户关注某一学科和研究领域的进展，
实现对新知识的获取与发现。 

 
    例如：题名为“直流换相失败对交流侧保护的影响分析与对策研
究”的知网节信息。 

 

 

 



 



“引文网络”，包括这篇文献的参考文献、二级参考文献、引证文
献、二级引证文献、共引文献、同被引文献的链接。 

每种文献的数量标在标题后，用括号括起来，如，引证文献（2）。 



 



4、 CNKI知识搜索 

（1）数字搜索 

（2）学术定义搜索 

（3）翻译助手 

（4）学术趋势 

 

 

 



（1）数字搜索 

 提供数字知识和统计数据搜索服务，以数值知识元、统计图片/表格和
统计文献作为基本的搜索单元。 

 

 

 



（2）学术定义搜索 

 只提供简单搜索，只需要输入想要查询定义的词就可以。 

如：检索 “信息素养”这个词的定义，那么直接输入“信息素养”，然后点击
“搜索”按钮即可。 

 

 

 



 



（3）翻译助手 
 

 以CNKI总库所有文献数据为依据，对翻译需求中的每个词给出准确翻译
和解释，给出大量与翻译请求在结构上相似、内容上相关的例句，方便
参考后得到最恰当的翻译结果。 

如：检索“信息素养”这个词的翻译，那么直接输入“信息素养”，然后
点击“搜索”按钮即可。 

 

 

 

 



（三）翻译助手 

 

 

 

4.1 中国知网（CNKI） 



（4）学术趋势 

通过关键词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的“学术关注指数”，知道所在的研究领
域随着时间的变化被学术界所关注的情况，又有哪些经典文章在影响着学术
发展的潮流； 

通过关键词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的“用户关注指数”，知道在相关领域不
同时间段内哪些重要文献被最多的同行所研读。 

如：检索“信息素养”的研究趋势。 

 

 

 

 

 

 

 



 



三、文献信息管理工具-E-Study 

文献管理工具： 

按研究主题管理学习过程 

在学习过程中实现知识管理 

按投稿要求写作并在线投稿 

 



（一）E-Study （原E-Learning） 简介 

 CNKI研发，免费使用 
 一站式阅读和管理平台 
 管理多种格式的资料文件 

• CAJ文件（*.caj）、KDH文件（*.kdh）、NH文件（*.nh）、PDF文件（*.pdf）、和
TEB文件（*.teb） 

 探究式学习工具 
• 笔记：背景及意义、国内外发展现状 
• 对比阅读 
• 多种图形标注 
• 展现知识纵横联系，洞悉知识脉络 

 辅助论文撰写 
• 参考文献管理 
• 将文献作为引文插入到WORD，或直接引用笔记中的内容，自动生成笔记来源的参考文

献 
• 论文模板，在线投稿 

 



（一）E-Study七大功能 

1、一站式阅读和管理平台 

2、深入研读 

3、记录数字笔记 

4、文献检索和下载 

5、支持写作和排版 

6、在线投稿 

7、云同步 

8、浏览器插件 



 



（二）E-Study的下载与安装 

下载地址：http://www.cnki.net/ 



（三）E-Study的下载与安装 



（三） E-Study 登录 

1、输入CNKI个人账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2、若没有CNKI个人账号的用户可点击界面上的“用户注册”进行账号注。 

3、登录成功后再次启动E-Study时会以当前的账号自动登录，无需反复登录。 



E-Study 界面 
菜单栏 

工具栏 

导航
栏 主界面栏 

学习单元：相当于Endnote的Library，就是一个科研项目。 
临时阅读：没有加入E-Study的文献，每次打开后会暂时记录，可记录最近十篇。 
题录检索：支持CNKI学术搜索。 
 



 
E-Study 

数字化学习与研究全过程 

    ——六步骤 



（一）确定学习主题 

学习研究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 
• 文献、图书、讲义、视频、网页等 

 

文献资料按个性化的知识体系进行组织和管理 
• 按研究主题、重要性、学者、流派等 

 

文献管理是学习和研究的基础，提高科研效率 
• 优先阅读哪些资料、哪些资源重要，提供数字化技术支持 

 



（一）确定学习主题——以“MOOC”研究主题为例 

 建立学习单元 
（1）“资料管理”菜单下的“新建学习单元„”      （2）右键单击“学习单元” 
 

 
（3）从工具栏的“新建学习单元”                （4）右侧主界面中点击“新建学习单元„” 



学习单元重命名 

单击右键“重命
名”“MOOC” 



1. 
成功！ 

默认生成
一个文献
夹“要学
习的文献” 

文献区，目前为空白 

详细项目 



（二）查资料——文献检索与下载 

学习过程中需要随时查阅文献、工具书 

 

E-Study将学习过程与文献检索、下载结合起来，下载的资料
直接进入学习单元下的相应文献组织体系 

• 实现了文献组织体系的动态扩展 

• 实现了边学边查边下载，提高学习效率 
 

E-Study中支持文献的批量下载和下载管理 

 



 导入学习单元 

    4种方法： 
（1）“资料管理”菜单下的“新建学习单元„”      （2）右键单击“学习单元” 
 

 

（3）从工具栏的“新建学习单元”                （4）右侧主界面中点击“新建学习单元„” 



直接联网检索 
CNKI并导入题录 

每次都是一样的命名，
最好自己更改一下，
以免覆盖 



直接双击题录文件导入 

单击右键“要学习
的文献” 菜单导入
题录 



“仅导入题录” 

灰色图标，
没有全文 

导入题录成功！ 



1、选择文献 
鼠标划框选或按ctrl复选 

2、下载全文 

3、点击开始所
有下载 



“下载设置” 

注意有时候需
要 “设置CNKI
账号信息” 



若总是无法下载
全文可尝试取消
默认PDF格式 



下载成功 





（三）深入阅读 

 可以对多种格式的文献进行深入研读，直接在文献全文上记录笔
记和标注，将文献越读越少、越读越精 

 

 单篇文献阅读支持各类标记，划线、标红、高亮显示等; 

 

 支持两篇文献同时对比阅读; 

 

 支持边学边查工具书，深入了解概念的准确定义 
 



 

文献阅读:打开全文 

第一种：右键单击文献题

录，单击 “打开全文” 

第二种：双击主界面中的文献题录 

第三种：双击左侧导航栏中的文献 



如当前题录不存在全文时，打开全文显示界面如下图，可点击添加全文添
加本地已经存在的全文，或者点击下载全文直接从CNKI总库下载全文。 



文献阅读：显示目录（硕博士论文） 



文献阅读：选择图像 



文献阅读：文字识别 

文字识别 
图像发送到word 
复制粘贴至word、PPT等 



文献阅读：学术概念、翻译 



文献阅读：对比阅读 



文献阅读：对比阅读 



（四）记录数字笔记 

 

学习过程中需要将重要的知识点、概念、感想、发现的问题记录下
来形成笔记 

 

笔记是对原文知识的浓缩和提炼，体现了读者的学习成果 

 

笔记需要按读者的知识结构进行组织，形成个人的知识体系 

 

实现“把书读厚，把书读薄”的普遍学习过程 



数字笔记 
标注类型 

笔记 



数字笔记 



某一单元的全部学习笔记 



导出某一单元的全部学习笔记 

根据需要选择 



导出前 导出后 



在写作过程中可将笔记插入到正文中作为参考文献 



卷缺失解决方法:在word中，“编辑样式”中将卷设为非必填项 



（五）论文写作与排版 



《图书情报研究》的写作要求与排版 



（六）论文在线投稿 

写作的论文可向杂志社直接在线投稿 

 

 E-Study与各杂志的采编发平台连通，向读者提供真实、权威
的投稿地址 

 

通过与国内外杂志社、出版社合作，建设《出版物投稿系统数
据库》，方便作者在线投稿 

 



在线投稿 



四、文献信息综合利用 

（一）学术论文的开题 

（二）学术论文的写作 

 



（一）学术论文的开题 

 选题 

 开题报告 



（一）学术论文的开题 

1、研究方法：定性分析/定量分析 

             统计法 

             调查法 

             比较法 

             移植法 

             文献计量法 

             引文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 



（一）学术论文的开题 

2、如何选题：从学科体系结构出发 

             从国家基金导向出发 

             综述 

             核心期刊栏目设置 

             专题文摘刊物 

              



（一）学术论文的开题 

3、检索报告：选题 

             课题分析（学科和年代范畴等） 

             检索式及检索途径 

             检索工具 

             检索策略调整 

             新的检索结果 

             结果整理 

             结果分析 

              



（一）学术论文的开题 

4、开题报告：选题（选题的意义与创造性） 

             文献综述 

             研究方法 

             研究思路 

             主要内容 

                           



（二）学术论文的写作 

1、大纲 

2、论文结构（纵、横、呼应等） 

3、参考文献与注释 

4、综述、述评的写作：过滤、浓缩、客观、全面、评论、新颖、考察 

5、参考文献：比例、引用规范、与注释的区别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