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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

博士生教育核心是研究方法与

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能够在本

学科领域提出创新性概念、理

论、方法。

http://yjsy.cic.tsinghua.edu.cn/docinfo/board/boarddetail.jsp?columnId=0010502&parentColumnId=00105&itemSeq=39046


如何获取选题报告模板

1.登录http://yjsy.cic.tsinghua.edu.cn/docinfo/index.jsp

2.选“表格下载”

3.搜索“选题报告”

http://yjsy.cic.tsinghua.edu.cn/docinfo/index.jsp


讲座内容

1、文献收集

2、文献检索

2.1 学术文献数据库

2.2 检索方法

2.3 检索词及检索技巧

3、文献阅读与分析

4、文献管理（推荐使用文献管理软件）



1.  文献收集



文献收集的目的

 了解课题的研究背景和研究进展，规避科研风险；

避免重复研究

 通过阅读其他领域的文献，有助于发现新的研究视

角，开阔研究思路；

 文献调研的数量是越多越好，在大量的文献调研的

基础上，才能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提纲挈领

和推陈出新地开展具有自己特色的科学研究。

 文献调研应该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中。



文献收集的阶段

2). 确定题目

后的精调研
1). 确定主题
后的泛调研



查找重要概念，了解课题背景知识、
研究现状、发展趋势及存在的问题

阅读本领域学术牛人的综述文献、
博士学位论文、高品质的期刊论文、
专利等

结合本课题组的研究背景、研究热
点等，确定研究题目

1). 确定主题后的泛调研



2). 确定题目后的精调研

有针对性的收集文献（期刊论文，
会议论文、学位论文、专利等）。
利用数据库的分析功能，查找主
要的研究者和机构

文献阅读—泛读和精读相结合

确定课题实施方案（技术和方法的
创新）



General 

Review

综述

Review

综述

文献收集阶段的阅读重点--综述性文献



综述性文献的特点：
综合性、扼要性和评
价性较强，参考文献
多。
应作为“起步文献”
加以参考利用。

文献收集阶段的阅读重点--综述性文献





● 阅读本领域的主要研究者/机构的文献

 利用数据库的分析功能获得。

 通过本领域重要

国际会议中的

特邀报告人

信息获得。

文献收集阶段的阅读重点—主要研究者



● 阅读高被引次数的文献

被引次数是判断一篇论文是否有影响力（价值）

的一种比较直观和比较有效的方法。

文献收集阶段的阅读重点—高被引文献



● 注重学位论文的检索和阅读。

五个显著特点：

⑴ 数据图表充分详尽

⑵ 参考文献丰富全面

⑶ 可得到课题研究现状综述

⑷ 可跟踪名校导师的科研进程

⑸ 学习学位论文的写作方法

获得更多的相关文献

文献收集阶段的阅读重点—学位论文





● 注重专利文献检索

*专利文献出版迅速，传递信息快；

*能及时反映最新技术成果；

*专利说明书中比较注重技术细节的描述。

文献收集阶段的阅读重点—专利文献：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DII）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利文献数据库，覆盖约60个知

识产权组织公开的专利文献，按技术内容分为Chemical, Electrical & Electronic和

Engineering三个子数据库，提供快速、精准的专利信息和专利引文信息检索。

DII对所有专利说明书的标题和摘要都改写为简洁的英文，并且为每一项发明建立了

唯一的专利族。

http://webofknowledge.com/DIIDW


德温特专利数据库的突出特点

 提供同族专利（patent family) 信息
在同一条记录里列出在不同国家申请的同一项专利，可

了解某一个具体专利的全球专利授权情况，通过同族专

利找到同一项技术的其他文种专利

 专利题目和文摘均经过加工改写
Descriptive Titles 和 Descriptive Abstract

 大部分专利提供全文链接
迅速找到专利全文

 提供专利之间的引证关系





 Rechargeable battery pack e.g. lithium ion battery, charging

method for e.g. charger, involves transferring random string to

electronic device, decrypting encrypted string to recover

random string, and coupling device to battery



● 关注本专业高品质的学术会议

文献收集阶段的阅读重点--学术会议





常用会议数据库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IEL)数据库:每年1400多种

IEEE会议录和20多种IET会议录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Science (CPCI-S) 

CNKI: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国际会议论文全文数

据库



1.文献收集小结：

 选题要小，而查阅文献的范围要大；关注不同

类型的学术文献。

 通过全面的文献检索和阅读，有助于发现

新的研究视角，开阔研究思路。

 少走弯路，提高研究的有效性。



2. 文献检索

2.1 学术文献数据库

2.2 检索词及检索算符

2.3文献检索技巧和步骤



2.1 学术文献数据库

--数据库分类

--数据库的选择途径



数据库分类
全文型

• 存储文献完整
内容的数据库。
又称一次文献
数据库。

• 如：中国知网、
Elsevier、
Springer、IEEE；

书目型

• 存储描述文献
题录、文摘、
目录等书目线
索和来源信息
的数据库，又
称二次文献数
据库。

• 如：Web of 
Science 核心合
集、Scopus；

数据、事实型

•存储各种统计
数据、名词术
语、人物资料、
机构概况等信
息的数据库。

•如：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 (EB 
Online)、
Reaxys(化学数
值与事实数据
库)



思考：书目型数据库与搜索引擎相比，

有什么优点呢？

体现在资源的发掘、揭示和利用

1.与搜索引擎比，提供更多相关准确的检索结果；

2.有助于对确定主题的相关文献进行全面把握；

3.建立与全文资源的链接。



- 按学科查找数据库

数据库的选择途径

- 按资源类型查找数据库



 清华大学数据库导航系统

按学科查找相关数据库

数据库导航



按资源类型查找相关数据库



检索词：指表征研究课题主要概念的关键性

词语，是构成检索提问式的最基本单元。

检索词通常从课题的主要概念（课题名称、

采用的具体技术/方法、新颖点）中提取。

2.2 检索词、检索算符及检索技巧



收集检索词的方法

 用概念试检

以课题的主要概念作为检索词，在相关数据库中试检，并从题名、摘要、

关键词中收集规范词、同义词。

 从综述性文献中获得

 从主题词表中获得

主题词表是许多数据库对文献资料进行主题分类的依据。比较成熟的研究

主题，可以从主题词表中查找。（Ei Compendex；Medline；Inspec等）





★使用工具书（各类科技词典）、网络、数据库；

★ 收集中文文献中的英文关键词写法；

CNKI翻译助手 http://dict.cnki.net/

★ 试查相关英文数据库，扩展、变更检索词。

收集英文检索词的方法



收集检索词的注意事项

专用术语、规范用语

意义明确、无歧义的词语

同义词、近义词、缩略词

不使用过长的词组短语



例：项目“唐山综合防灾研究”

主要概念：唐山、综合防灾、研究

CNKI期刊数据库, 采用主题字段

检索式1：SU=唐山*综合防灾*研究，命中4条；

唐山城市

由于唐山是一个城市，该项目实际为“城市综合防灾的研究”

灾害地震、洪水、火灾 、灾害

研究决策支持系统、专家系统

所采用的研究手段是决策支持系统和专家系统。

检索式2： SU=城市*(地震+洪水+火灾+灾害)*(决策支持系统

+专家系统)命中78条。

隐含概念



例：项目“伏马毒素的液相色谱分析”

 检索式1： SU=伏马毒素*液相色谱*分析

 检索式2： SU=伏马毒素*液相色谱

 哪个检索式更准确呢？



检索算符的分类

检索

算符

逻辑算符

位置算符

截词符



AND / *   OR / +   NOT / -

检索结果中，检索词A和检索词B必须同
时出现。用于缩小检索范围

检索结果中，检索词A和检索词B中的任
何一个出现即可。用于扩大检索范围

检索结果中，出现检索词A，但不出现
检索词B。用于缩小检索范围

AND

OR

NOT

检索算符：

逻辑算符（logical operator）



逻辑算符在数据库中是有执行顺序的
NOT → AND → OR

用()变更执行顺序

例1：double suction and pump* and (small or

mini*)

例2：double suction and pump* and small or mini*（ ）



常用的位置算符有： near/n 、within/n、Pre/n、 ""等

Near（N）： Lithium Near/2 Battery （WOS平台）

Within（W）：Lithium W/3 Battery （Scopus平台）

"Lithium Battery"

检索算符：
位置算符（ proximity operator）

用来决定两个检索词间的位置关系，改
进AND 运算符的不足之处。

注意：
不同检索系统的位置算符，其表示方法会有所不同，

使用位置算符前需阅读检索指南。



*表示前方一致的检索。
？为有限截词，问号个数代表字符数

作用：减少输入步骤，简化检索程序，扩大检索
范围，提高查全率，实现模糊检索。
例：
comput*---computer，computation，computational 

wom?n---woman，women

检索算符：

右截词符（ truncation ） ：*；？



WOS平台

Scopus数据库

CNKI



① 主题：通常包括文献题名、文摘、关键词等字段。

② 题名/关键词：重点突出、查准率高。

1.选用主题（Subject/Title/Abstract）检索字段，

有助于用最短的时间掌握文献的核心内容

2.利用检索式进行文献检索，检索结果更全面、准

确。

检索技巧



检索式的编写步骤

分析检索课
题，确定检

索词

用逻辑算符
说明词间关
系（and、

or）

用位置算符
制定词间位

置

用截词符表
示各种词尾

变化



文献检索步骤

课
题
分
析

选
择
数
据
库

检
索
及
技
巧

评
价
检
索
效
果

确
定
检
索
词

文文
献献
阅管
读理

① 先查中文数据库，再查外文数据库；

② 充分利用二次文献数据库以及检索平台的跨库检索功能



检索案例

1.油脂加工副产物的增值利用

2.利用微流控器官芯片技术检测食品污染物的联合毒性

3.老年建筑空间环境评价

4.活性元素Ti添加对航空发动机叶片涂层粘结性的影响研究



检索技巧

检索结果过多

☆ 增加检索词，在检索结果的基础上进行二次检索

☆ 选择更专指的检索词，排除无关概念

☆ 限定检索范围：检索字段、时间、文献类型、语言

☆ 使用“词组检索”或用位置算符替代“AND”算符



检索技巧

检索结果过少

☆ 减少检索词、选择更宽泛的检索词、增加同义词

☆ 减少检索范围限定：检索字段（All fields）、

时间、文献类型、语言等

☆ 用 “AND ”算符替代位置算符或词组

☆ 使用通配符(*)

检索技巧需根据课题的需要和自身的

检索能力而灵活运用。



推荐图书馆系列讲座

选择合适的咨询方式

学科馆员

http://lib.tsinghua.edu.cn/service/workshop.html
http://vrs.lib.tsinghua.edu.cn/pub/index.htm


3. 文献阅读与分析





 注重摘要：摘要内容是否跟研究课题相关。

 看检索词间的关系：

- 主要检索词是否出现在文献的关键字段（题名、文

摘、关键词）；

- 确定检索词间的关系及句子的架构，抓住研究主题。

 阅读引言：阐述研究思路及得出研究想法的原因。

 找经典文献：阅读文后参考文献获得经典文献。

文献阅读的方法



- 泛读：仅阅读题名、摘要、参考文献和引言的阅读方式；

- 精读：看全文并结合自己的研究思路进行分析；根据自己

在读文献时的问题和想法，展开查看其他的相关文献和书籍，

以便弄懂相关概念和问题。

泛读与精读相结合：

泛读的数量应在50-200篇， 精读应在10-30篇





- 记笔记或加批注：找一条适合自己记笔记的方法，记录或批注

重要的结论、经典的句子、精巧的试验方案；

- 总结和评述：

（1）论文的主题、目的；

（2）论文的前期工作分析；

（3）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结果以及创新之处；

（4）论文可能进行改进的地方，或对我们研究的启发；

（5）通过该论文，提出自己可能的新思路；

记笔记和总结评述：





• 作者

• 会议标题

• 国家/地区

• 文献类型

• 基金资助机构

• 授权号

• 机构名称

• 语种

• 出版年

• 来源出版物

• 学科类别

Web of 
Science

• 学科类别

• 期刊名称

• 研究资助基金

• 研究层次

• 文献作者

• 作者单位

• 中文关键词

CNKI

灵活运用数据库的分析功能



检索结果的分析

点击分析检索结果

按“机构扩展”分
析可以了解有哪些
机构从事相关研究，
从而关注该课题的
研究进展，发现潜
在的合作伙伴。



获得参考文献

获得期刊的影响因子



研究资助基金分析可以了解
国家对这一领域的科研投入如何，
研究人员可以对口申请课题

检索结果的分析



4. 文献管理



个人文献管理软件的作用：

 建立个人文献数据库

 组织、管理获取到的文献

 对个人的文献数据库进行快速检索

 按特定格式要求快速插入参考文献

 导出/导入、备份/恢复个人文献数据库中的内容





推荐:
第23讲：个人文献管理软件
NoteExpress的功能与使用
11月20日（周五）晚7:00

第24讲：个人文献管理软件
EndNote的功能与使用
11月21日（周六）下午3:00



总结：

1. 选题要小，但查阅文献的范围要大；

2. 收集的文献类型一定要全面；

3. 检索词的选择要求规范、准确、全面；注意收集

同义词、近义词、缩略词；

4. 采用主题字段并利用检索式进行文献检索；灵活

运用检索技巧；巧用数据库的文献分析功能；

5. 泛读和精读相结合，进行标注和总结、评述。

6. 运用文献管理软件进行文献管理。



感谢聆听！

请扫码填写

“讲座调查”

 清华大学图书馆 赵郁霞

 zhaoyxia@mail.tsinghua.edu.cn

 62783349

mailto:zhaoyxia@mail.tsinghua.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