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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资源：是指人类社会活动中经过加工处理的、
有序化后并大量累积的有用信息的集合。 

• 信息检索的定义：从信息集合中迅速、准确地查
找出所需要信息的程序和方法。 

• 信息检索的意义：避免重复研究或走弯路；节省
时间，提高信息获取效率；是获取新知识的捷径 

 

          知识有两类，一类是我们自己知道
的，另一类是我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
找到----塞缪尔.约翰逊 



 

Q：如果研究者完全或者主要依赖互联网，将会错
过哪些重要的研究资料？ 

•利用百度等网络检索工具          

        可以广泛检索资源，但不能保证获取内容 

•利用图书馆购买的数据库 

        集中于学术资源，来源有保障，在ip允许的范
围内，可以获取全文内容 

•为了更为全面的获取资源，二者可以相互补充 



学校图书馆 

“重医大图书馆” 管理部门—行政机构 202.202.129.11 



校园网授权访问IP范围 

学校教育网IP： 202.202.128.1-202.202.143.255 

校本部电信IP： 222.181.176.1-222.181.183.255 

                          222.181.160.1-222.181.167.255 

 

缙云校区电信IP：125.82.144.1-125.82.151.255 

                      125.84.40.1-125.84.47.255 

                      125.86.60.1-125.86.63.255 

                          119.85.240.1-119.85.243.255 

                      119.86.12.1-119.86.15.255 

                      119.86.52.1-119.86.55.255 

                      119.86.76.1-119.86.79.255 

以上IP由学校网络中心提供 



 

各附属医院授权访问IP范围 
 

 

附属第一医院：  218.207.2.100-218.207.2.102 

附属第二医院：  183.230.6.120 

附属儿童医院：  211.158.016.003-211.158.016.004 

                           124.162.23.170 

                           113.204.225.165-166 

附属口腔医院：  203.93.108.204-207 

                           113.204.115.54 

                           183.230.11.94 

附属永川医院：  58.17.221.51-54 

                            222.179.90.66 
 

注：以上IP由各附属医院网络部门提供 



           主要内容 
 

一、文献检索数据库及选择 

二、学术搜索及电子书 

三、泛在网络学习 

四、工具书 

五、在线课程 

六、制定正确的检索策略 

 



CNKI、CBM、VIP、万方 

一、文献检索数据库 



 

 
    1.CNKI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 

• 中国知网，是国家知识基础设施（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NKI）的概念，由世界银行
于1998年提出。CNKI是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发起，始
建于1999年6月。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
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国内8200多种重要期刊。 

 

• 2011年起我校购买了《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六
个专辑，即：E医药卫生科技、I信息科技、F哲学与人文
科学、G社会科学I辑、H社会科学II辑、J经济与管理科
学专辑4000余种期刊，2014年起增加学位论文、会议论
文、报纸库医学部分。 

• CNKI（2011-）2014年之前50个并发，2014年后150并发。 



成果产出 管理与评价 

学术期刊 

学术辑刊 

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 

报纸文献 

外文数据库 

工具书 

专利 

标准 

科技成果 

年鉴 

统计年鉴 

引文库（文
献计量指标） 

（网络计量
指标） 

评价类产品 

信息交流共享 

机构库 

作者库 

科研项目库 

科学研究 



Section Three Section One Section Five Section Four Section Two 

界面 
在线：http://www.cnki.net/ 

 

校内镜像：http://192.168.182.14/kns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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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Three Section One Section Five Section Four Section Two 



Section Three Section One Section Five Section Four Section Two 

适用于对自己的检索请求和检索策略较为清晰的检索者 



逻 辑 算 符 
   

 
    “AND”  

 
 
 
 
 

例：“心脏瓣膜疾病 AND 手术后并发症” 

 
 

    
 

A and B 

A B 



 

“OR ” 

 

 

 

 

      

 

    例：“心脏瓣膜疾病 OR 心力衰竭” 

 

             B A 

   A or B 



 

“NOT ” 

 

 

 

 

 

 

     例：“心脏瓣膜疾病 NOT 心律失常” 

    A       B 

 A not B  



 

 

 

• 优先级： 

   （ ）> not > and > or 

   

 例：“（心脏瓣膜疾病 OR 心力衰竭）AND 
手术后并发症”  

 



Section Three Section One Section Five Section Four Section Two 

例：“全文”=信息检索  ，  词频9 



专业检索 

Section Three Section One Section Five Section Four Section Two 

SU=“北京奥运”and FT=“环境保护” 



文献来源分组 
：查看研究相关 
方向的核心期刊 
有哪些？ 
哪些期刊/机构 
多发表相应文献？ 

学科分组：有哪些交叉学科？ 

作者分组：有哪些学者是这个领
域中的学科带头人？ 



2018-09-27 

文献默认检索期刊、博
硕、会议、报纸 

更多数据库统一检索？
选择“跨库检索”按钮 

跨库检索 



要查找与关键词相关的年鉴、外文、图片、概念……只要
切换标签页即可！唤醒沉睡的资源！ 

点击外文文献，可以一
站式中英文互匹配找到
更多外文资源！ 

年鉴 专利 古籍 图片 百科 

查阅更多文献资源---切换标签页 



 

    在检索结果中，提供对选中的多类型多

篇文献，进行文献输出、分析、在线预
览、定制及生成检索报告。 

 

文献管理中心： 



选中10篇文献 选中10篇文献 



文献互引图 

参考文献：前人的研究脉络 

引证文献：哪些人认可？文献传播情况？ 



文献分布图 



 

在线浏览——单篇 

在线阅读 
快速无插件！ 

选中所查阅文
献，点击图标
实现在线浏览 



 

实现对原版全文的在线浏览，支持 
多平台、多浏览器，无需安装CAJ 
浏览器，减少学习成本。 

呈现期刊/文章目
录 

在线浏览——单篇 



下载、分享、订阅 



创建订阅 



帮助 



CNKI全球学术快报 
《CNKI全球学术快报》是中国知网的专为机构读者打造的手机端文献服务平

台，其整合全球文献，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快报推送服务，实现实时了解最新
学术科技前沿动态。 

APP 主页 主题定制 



会议定制 期刊定制 关联机构账号 



2.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1.数据库概况(CBM)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协和医科大学图书馆） 

  开发研制的综合性医学文献数据库。 

 

中国第一个综合性中文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1994年 

中国最大最权威的中文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收录特点 

学科覆盖范围：涉及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
学、药学、中医学及中药学等生物医学的各个领域 

收录年限：1978年至今 
收录文献类型：1600多种期刊，以及汇编、会议论

文的文献题录，年增长量约 40 万条 
标引与分类 
主题标引---- CBMdisc的全部题录均根据美国国立

医学图书馆的《医学主题词表》（即MeSH词表）以
及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情报研究所新版《中医药学
主题词表》进行了标引; 

分类标引---并根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医学专
业分类表进行分类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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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界面 



Section Three Section One Section Five Section Four Section Two 



Section Three Section One Section Five Section Four Section Two 



Section Three Section One Section Five Section Four Section Two 

多种检索方法 



  系统运算符（通配符） 

 

（1）单字通配符(?):替代一个字符或一个汉字 

     例：“血?动力”→血液动力、血流动力等 

 

（2）任意通配符 (%): 替代任意个字符   

     例：“肝炎%疫苗” →肝炎疫苗、肝炎病毒               
因疫苗、肝炎减毒活疫苗、肝炎灭活疫苗等 

 

 



  

 

  Eg.1: 高级检索 

   

   

  例：检索重庆医科大学2010年到2015年发
表的有关乙型肝炎方面的综述性文献。  

 

 







2.主题检索 

输入检索词后，系统将在 

《医学主题词（MeSH）》 

中文译本及《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 

中查找对应的中文主题词。 

也可通过【主题导航】，浏览主题词 

树查找您需要的主题词。 



   Eg2.  先天性心脏病的手术治疗 

   

   步骤1：选用自由词（关键词）检索 

   步骤2：再用主题词检索 

   步骤3：将二者检索结果进行对比 

   目的：了解主题词和自由词检索的作用与区别 

 



• Step1：手术治疗and先天性心脏病 

 



Step2： 







• 1.主题词是规范化的检索语言，可检索出语
言表达不同，但概念相同的文章，比如我
们刚才所举的先天性心脏病的例子 

主题词检索的特点 



2.主题词有扩展功能，能迅速检索出 

      主体树型结构中所有下位主题的文献 

 
 



3.主题词的加权功能，可检索出主要论述该 主题的
文献 

4.主题词设有英文主题词对照，与MeSH词表一致，
可进一步查询相关外文数据库 

5.主题词当中有概念的定义及概念的范围，可避免
检索时概念混淆和误用 

 

 

 

使用加权，8457篇， 

不使用加权，12479篇 



《MeSH主题词表》 



主题词检索的一般原则（不讲） 

• 有先组的主题词用先组（一氧化碳中毒） 

• 无先组的用组配检索（肝胆疾病用肝疾病+
胆道疾病） 

• 用合适的自由词进行组配（急性心肌梗塞 
用心肌梗塞+急性 是自由词）但有主题词时
不用自由词（慢性肾功能衰竭 用肾功能衰
竭+慢性 是主题词） 



主题词和其他词的转化（不讲） 

• 从轮排表中的款目词查找转化（IL2见白细胞介素
2） 

• 主题词中的词与平时用词习惯不同 

（VC见抗坏血酸；艾滋病见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 没有完全对应的主题词或副主题词时可以用其他
相关词转换（血清、血浆和血液转换/肺炎的血清
学检测可转换为肺炎（主题词）/血液） 

• 有一些病名及诊断技术的简称，需转换成全称进
行检索（甲亢、乙肝、B超、CT） 

• 药品名称还要按药典名称，不用商品名或俗名
（灭滴灵用甲硝锉） 

 



         3.期刊检索 
 

      Eg3： 检索中华医学杂志 







 

4.“检索史”及“帮助”窗口 



 



收录特点 
 
•由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在1989年开始建设，是
我国开发建设最早的一个大型海量数据库。原名
《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该数据库已收录
1989年至今的8000余种现刊，文献总量达到830余
万篇，并以每年150万篇的速度递增。 
 
•2005年之前，《中刊库》收录的期刊主要为科技
类期刊，社会科学方面期刊只收录了经济管理、教
育科学和图书情报类 , 2005年之后 ,《中刊库》
的期刊收录结构趋于完整 .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
法》进行分类，所有文献被分为7个专辑：自然科
学、工程技术、农业科学、医药卫生、经济管理、
教育科学和图书情报。    

 
 

3.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VIP）  



Section Three Section One Section Five Section Four Section Two 

 2.界面 



图书馆入口 

Section Three Section One Section Five Section Four Section Two 



Section Three Section One Section Five Section Four Section Two 



Section Three Section One Section Five Section Four Section Two 

服务 

下 

载 

检索导航 

检索窗口 



Section Three Section One Section Five Section Four Section Two 



Section Three Section One Section Five Section Four Section Two 



3.1 五种检索方式 
3.1.1.快速检索 :是为满足那些欠缺文献检索经验的初级检 

      索者设定的 . 

3.1.2.高级检索:适用于对自己的检索请求非常明确，对检索 

      策略非常清晰的检索者。 

3.1.3.分类检索：分类检索是一种让检索者按《中国图书馆分 

      类法》(第四版)的学科分类树的组合来限定学科类别 

      进行检索的方法。  

 

 

3.检索方法 



3.1.4.期刊导航：是一种通过直接输入刊名查询、或者按
期刊类别和字母顺序进行期刊导航浏览的检索方式。检索
者可通过期刊导航实现期刊的逐期浏览。 

 

3.1.5.传统检索：传统检索是一种框架式网页的用户界面。
在传统检索里检索者能限制更多的检索条件，使用更为丰
富的检索功能，如可以进行同义词和同名作者的检索等。  

 

 

 



高级检索 

Section Three Section One Section Five Section Four Section Two 

例：查找第四军医大学张静发表的关于乙型肝炎的文章 



高级检索的检索项后面可以点击查看同义词， 

同义词是指某些实物有多种学名和称谓，点击 

查看同义词，系统可检出相关同义词，用户从 

中选择再次检索，可增加检全率 

例：查找第四军医大学张静发表的关于乙型肝炎的文章 



例：查找第四军医大学张静发表的关于乙型肝炎的文章 



需要查询作者时，系 

统可利用“同名作者” 

功能检索出与该作者 

同名的作者，以准确 

地从中选择，提高工 

作效率 



传统检索 

Section Three Section One Section Five Section Four Section Two 

分类导航：以《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为依据 

覆盖中图法所有学科范围，每一个学科分类都可以 

按照树型结构展开，利用导航缩小检索范围，进而 

提高查准率和查询速度 

专辑导航：以数据库八大专辑为树型结构展开，用 

户可根据需求将检索范围限定在某一特定专辑内 



4.1.下载、编辑 

4.2.打印 

4.3.加入电子书库 

 

4.检索结果的处理 



 



 



OCR识别 





帮助1 

如有问题，请查看“在线帮助”、 
“客服中心”相关内容 



4.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资源概述 

 
•  万方医学网是面向广大医院、医学院校、科研机构、药械企业及

医疗卫生从业人员的医学信息整合服务平台。万方医学网独家收
录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等权威机构主办的220余种中外文医
学期刊，拥有1000余种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是国内收录医学期刊
论文最权威的数据库。 

• 我校用户可以使用该网站上的全部中文医学期刊全文，包括在线
阅读和下载的权限。 

• 校内镜像站点安装有如下资源：中华医学会数字化期刊 （2007-
）：包括中华医学会旗下的124种期刊历年来的期刊论文全文数据；
学位论文：包括我校历年订购的医学及相关学科的以博士论文为
主的学位论文全文4万多篇。(数据年限范围：2002-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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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  



Section Three Section One Section Five Section Four Section Two 



万方知识服务平台 

Section Three Section One Section Five Section Four Section Two 



界面1 

Section Three Section One Section Five Section Four Section Two 



界面2 

Section Three Section One Section Five Section Four Section Two 





 

Q1:高质量文献的特征 

1、引用频次高 

2、期刊的影响因子高 

 

Q2：相关文献数量太少的解决办法： 

1、同义词、近义词、缩写、全称、上位词 

2、逻辑组配“OR”，通配符“？”“*” 

3、引文检索 

 

Q3：相关文献数量太多的解决办法： 

1、主题词、加权 

2、逻辑组配“AND”“NOT” 

3、限定检索（时间、语种、文献类型等） 

    数据库使用Q&A 



 1.文献种类:维普库以收录期刊著名，不收录专利、会议论
文、科技成果以及学位论文，CNKI和万方则同时收录期刊
与其他特种文献。 

 2.在期刊文献的收藏上：各具特色。  

从学科覆盖范围来看，CNKI和维普涵盖了文理工农医各学
科，万方在人文科学方面稍显不足。在医学相关的期刊文
献方面，维普收录期刊最多，CNKI次之，万方最少。（但
现在中华系列） 

从收录特点看，维普以全为特点，侧重地方性期刊和研究
论文的收录；CNKI以精见长，主要面向学术期刊，重点收
录科学领域的核心期刊和具有专业特色的期刊；万方重点
收录科技部论文统计源的核心期刊，核心期刊的比例高。 

六.三大中文数据库的主要差异比较 
 



3.在检索功能上 

主题与主题词检索：三大数据库都可以提供包括篇名、
关键词、摘要、刊名、作者、机构6个检索字段，可以满
足主题检索的基本要求； CNKI 、万方还同时提供主题
词的检索，可同时对篇名、关键词、摘要进行检索，即
除正文外的其他部分进行检索。 

分类检索：维普、同方均提供此检索途径，并同时提供
分类与主题的组配检索，但在分类检索质量上维普更具
优势；万方按22大类的学科分类对文献进行分类，不提
供分类检索字段。  

英文检索：三大数据库都可以提供英文词检索，但基本
上只支持单个词的检索，不支持词组检索或顺序检索，
导致查准率比较低。所以三大数据库均需在词组检索或
顺序检索等方面更进一步。  

 



• 数据库的选择：各有优势，互为补充 

• CNKI（对检索词要求不严格，更新速度最快、包括期
刊论文和博硕论文） 

• 万方（中华医学类期刊收录最全） 

• 维普（人文社会科学收录较全） 

• CBM （与Pubmed兼容性好，可限定查找病例报告等）
，更新较慢。 

• 没有又大又全的，医学推荐CBM、CNKI和万方分别检索
；社科和理工用CNKI、维普、万方分别检索 



检索结果的时滞： 

   CNKI更新频率最快，但三大数据库的平均时滞为3—

10个月，所以用搜索引擎进行弥补，新产品或技术的
检索使用网络搜索引擎进行信息查询尤为必要。例如
百度等经常使用的搜索引擎。 

 

 



Section Three Section One Section Two 

二、学术搜索及电子书 
1.读秀中文学术搜索 

•以海量资源为基础，为用户提供深入中文图书的书目、章节和全文检
索、部分原文试读等功能。目前包含300多万种中文图书书目、145万
种图书全文，用户可通过在线阅读、下载或文献传递等方式获取图书
全文。 



Section One 

•我校读者可以通过点击“本馆馆藏纸书”查看相应纸本书的借阅情况，
或者通过点击“本馆电子全文”直接打开电子图书进行阅读，也可以
通过“图书馆文献传递”方式免费获取图书全文信息。 



Section Three Section One Section Two 



Section Three 

Section Three Section One Section Two 





 

2.超星电子图书： 
涉及文化教育 、文学艺术 、历史地理、生物科学、医药卫生、
工业技术等22个学科领域。 

     我校用户可以使用如下一些站点的超星电子图书： 

     超星汇雅电子图书包库站：可以在线阅读到约100多万册
电子图书。 

    校内镜像站点：安装的是我校购买的10.5万多册超星电子
图书。 

    重庆市高校数字图书馆站点：安装的是重庆市教育基金会
捐赠购买的5万余册电子图书 

 

 



3.书生之家 
我校于2002-2003年期间订购的
书生公司制作的电子图书，近10

万册，提供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
等学科领域电子图书阅读 

 



三、泛在网络学习 

1、银符 
“银符考试模拟题库B12”是一款侧重于资源的新型在线考试模拟系统。是以各种考
试数据资源为主体、以先进、强大的功能平台为依托，以自建多媒体库和银符考试
资讯网组成的数据库辅助使用环境为基础，为用户搭建的一个集考试练习、交流、
教学、资源为一体的综合性在线模拟试题库。“银符考试模拟题库B12”涵盖九大考
试专辑、72大类二级考试科目、近300种考试资源、两万余套试卷、200余万道试
题。 

语言类专辑主要包括：大学英语、专业英语、公共英语、翻译英语、金融英语、资
格英语、职称英语、商务英语、水平英语 

计算机类专辑主要包括：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计算机水平
考试：初级资格、中级资格、高级资格 

经济类专辑主要包括：初级会计资格考试、中级会计资格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
注册税务师考试、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经济师、注册资产评估师 

研究生类专辑主要包括：研究生入学考试、法律硕士联考、在职法律硕士联考、同
等学历申请硕士学位、MBA联考、考博英语、GCT、中医综合、西医综合 

公务员类专辑主要包括包括：国家公务员考试、地方公务员考试 

法律类专辑主要包括：司法考试、企业法律顾问 

医学类转主要包括：执业医师考试、执业药师考试、执业护士考试、基础医学考试、
医师职称考试 

综合类专辑主要包括：物流师考试、导游资格考试、专升本考试 

工程类专辑主要包括：注册安全工程师、造价工程师、注册咨询工程师、注册城市
规划师、监理工程师、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师、设备监理师、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
岩土工程师、一级建造师、二级建造师、物业管理师、房地产估价师 

 









FiF外语自主学习平台 

• 以多媒体课程为核心，音视频、图书、多媒体课件及水平测试为辅助
的八大外语学习模块，含多媒体课堂、多语种学习、名师讲堂、视听
资源、外语文库、教学课件、移动学习，132个APP应用程序。 





知识视界 
•大量引进国外视频教育节目，并结合国内各大科教节目
制作中心优秀的科教片，特别为高校量身打造了“知识视
界”视频教育资源库。 

•我校目前购买并安装了本地镜像的节目有1150小时。 



3.超星数字图书馆 账号为学号或者工号， 

密码为登陆书目查询系统的密码， 

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后六位 



四、工具书及图片库 

1. CNKI《工具书网络总库》 
• 收录我国200多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近7000部工具书，大

于32.6亿汉字、1500万词条、80万张图片；类型包括语
言词典、专科辞典、百科全书、鉴赏辞典、图谱、年表、
手册等；内容涵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医学、哲
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经济管理等各个方面；以全学
科、多领域的“总库”整合模式，构建完整、系统、规范
和有序的知识库，使知识点在不同学科进行诠释。 

•  我校购买的是其中5300多部工具书，含医学、社会科学
、基础科学、文史哲、信息科技、经济与管理7个专辑。
并赠送《“文革”期间中草药与验方实用手册》数据库与
《中国大百科全书》全文数据库。 

 





2.中药材图像数据库 

 

• “中药材图像数据库”获浸会大学教学发展基金
资助，由该校的中医药学院与图书馆共同建立。
数据库提供多种便捷的检索方式，方便访客查阅
所需中药材的高清图像和详尽数据，包括来源、
性状、质量、性味、功效等，部份药材品种更附
有显微鉴别资料介绍。数据库自2013年4月1日起

供全球人士免费使用。中药材图像数据库收集常
用中药材420余种,以高清晰数码图像展示药材外
观特徵,并以文字记载药材的来源、主产地、性状
特徵、品质特性、性味功效等综合信息。 





其他资源 

• 1.联图非书资源云服务系统（随书光盘下载服务） 

    该系统是提供图书附盘资料的发布系统。具有以下功能：
智能链接：和图书馆OPAC无缝集成，在OPAC详细显示
页面中智能显示随书光盘等非书资源请求、下载链接；在
线查看：读者无须安装任何插件或客户端软件，不需下载
随书光盘即可实现在浏览器中直接查看和使用光盘所有内
容 

 

每月月初更新图书馆新书的光盘 



• 2.公开课 

网易名校公开课 

新浪名校公开课 

好大学在线 

中国大学MOOC 



移动图书馆 图书馆微信 图书馆微博 

重医图书馆自媒体平台 



微信图书馆查书 







七.制定正确的检索策略 



(一)分析检索课题的实质需求并将其划分
为几个部分，并选择检索词。 

 

1.从课题名中抽取检索词 

 

  例1：从课题“农村家庭教育的问题及对策研
究”抽取“农村”和“家庭教育”作为检索词
进行逻辑与组合检索。 

 



2．使用专指性强的主题词作检索词 

 

    例2：检索课题“跨国公司经营管理研究”。如以“跨
国公司”和“经营管理”作为检索词，将会漏掉一些文
章。 

 

       如果将“跨国公司”一词分别和“营销管理”、
“质量管理”、“财务管理”、“不动产管理”、“流
动资产管理”这些专指性较强的主题词进行组合检索。
就能获得理想的检索结果  

 



3. 选择有实际意义的检索词 

 

例3：课题“大学生心理障碍因素分析成因及
对策”。其中“大学生”和“心理障碍”是具
有实质意义的检索词，而“因素”、“分析”、
“对策”是无实质意义的词，则不能作为检索
词。 

 

 

 



4 .选择同义词作检索词 

 

    例4： 如要查有关研究“古籍”的文献。就
要了解“古籍”的概念有6个同义词，它们是
典籍、古籍图书、古文献、古籍文献、古旧文
献和古文献学。 

    例5：“高等教育”的概念有4个同义词：大
学教育、高校教育、高教、普通高等教育 

 



5. 用上、下位词作检索词 
 
  例6：课题“话语语用分析研究”． 
      用“话语AND语用分析”检索式查得文献几十篇；

通过分析查新委托单的“项目内容及创新点”得知。课
题主持人是以“祝贺话语”和“冲突话语”为视角，来
研究“话语语用分析”的。于是，将“祝贺话语”和
“冲突话语”作为检索词。分别和“语用分析”进行逻
辑组合。 

   检索结果显示。涉及到“冲突话语”的研究文献仅1
篇．且不是侧重“语用分析”的；用“祝贺话语”作检
索词的检索结果为零。 

          
 

 



    

   以此类推，我们可以用“球类运动”取代“篮球”、
“排球”、“足球”、“网球”等词；用“美学”取代
“建筑美学”、“科学美学”、“工艺美学”、“生活
美学”、“运动美学”、“人体美学”、“心理美学”、
“审美教育”等词，用“知识产权”取代“著作权”、
“版权”、“专利权”、“商标权”等，从而保证查全
率和查准率。  

 

 



6. 用全称与简称进行双向检索 
 

 例7：“社科”+“查新”；“社会科学”+“查新” 

 

7. 用组合法提取检索词 

 
 例8：课题“大学品牌定位研究”。其组合方法有： 

 

  “高校AND品牌定位”和“高校品牌AND定位”；而
“赤字财政政策”则可组配检索词为：“赤字财政”
和“财政政策” 

 

 



综合示例：检索“精神分裂症患者尿中的血清素
代谢”。 

     应该将题目按照概念划分为三个部分：精神分裂症，
血清素，尿。而将题目划分为：精神分裂症，血清素，
代谢三个部分是错误的。因为，血液、尿、脑脊液等都
是代谢的下位副主题词，因此代谢产物在尿中的表现就
要使用尿这一更为专指的副主题词 

    



（二）选择检索途径、准备多种检索
方案等 

 

  比较常见的检索途径有自由词检索、主题词检索、著
者检索、题目检索、刊名检索等，在诸多检索途径中，
主题词检索和自由词检索是最常用的检索途径。 

  

 



• 例9：检索有关“椎间盘脱出” 的文献。 

 

用自由词：该病常用的叫法有椎间盘脱出、腰椎间盘
脱出、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突出等几种，因此在用
自由词检索时就必须把能想到的说法都查一遍，这样
才能查全。 

用主题词：椎间盘移位，提高查全率 

对结果进行合并查重 



小结 

一般情况下，主题词检索的查全率要高于自由词检索。 

 

由于报道时差的关系，一些新出现的专业词语可能未
收录到主题词表中，造成标引滞后，检索时无法使用
相应主题词。 

 

在检索时应以主题词检索为主，自由词检索为辅，优
化检索策略，提高检索效率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