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题与立项前的文献调研（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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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文献调研

文献调研的目的



文献调研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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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比别人看的更远，是

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伊萨克.牛顿



写（研究）什么？（泛调研）

广泛浏览各类型资料，全面了解某学科领域的研

究概貌（重点、热点、难点、发展趋势）、关注

前沿和热点，寻找兴趣点。

文献调研的目的



文献调研的目的

怎么写（研究）？（精调研）

1. 别人做了哪些研究？

2. 你为什么还要做？

3. 你准备怎么做？你的研究有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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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调研的目的

了解与课题相关的前期研究工作进展（已采用的研究方

法、已得到的结论）（研究背景、现状）

分析和评价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问题（理论、方法、

材料、效果等方面可能改进之处）

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新方法、想达到的技术效果。

（我们论文或课题的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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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文献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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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调研的流程

确定文献源（查全）

检索 (查准)

筛选

研读

文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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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文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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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数据库(www.library.fudan.edu.cn)



选择数据库



选择数据库

专业性全文数据库

综合性文摘数据库-外文

综合性全文数据库-中文

专业性全文数据库
OA资源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http://epub.cnki.net/kns/default.htm

进入总库平台）

 万方数据（跨库检索）

选择数据库-综合性数据库-中文

http://epub.cnki.net/kns/default.htm
http://librarian.wanfangdata.com.cn/


Web of Science (收录了12,000多种世界权威的、高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内容涵盖自然

科学、工程技术、生物医学等领域，最早回溯至1900年。收录了论文中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并按照

被引作者、出处和出版年代编制成独特的引文索引。是获取全球学术信息的重要数据库。)

 SCOPUS （是全世界最大的摘要和引文数据库，涵盖了15000种科学、技术及医学方面

的期刊。）

Ei Village 2-Compendex（目前全球最全面的工程领域二次文献数据库，侧重

提供应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文摘索引信息。其数据来源于5600种工程类期刊、会议论文集和技术报

告）

Elsevier ScienceDirect

 Springer LINK 

选择数据库-综合性数据库-外文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WOS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WOS&search_mode=GeneralSearch&SID=1F1yioWLqLB1eagvFLj&preferencesSaved=
http://www.scopus.com/home.url
http://isiknowledge.com/?DestApp=CCC
http://www.engineeringvillage.com/


数学：MathSciNet 、AMS

物理：AGU、AIP、APS、IOP、OSA、ArXiv.org

化学：ACS、Reaxys、RSC、SciFinder Scholar 

生命科学：APS（生理学）、ASM、MEDLINE、

BIOSIS Previews、Wiley、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PubMed、 BMC

选择数据库-专业数据库



信息科学：IEEE、Emerald、OSA（光学）、

SPIE

计算机：ACM、IEEE、Emerald

环境：AGU（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选择数据库-专业数据库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ProQuest-Dissertations & Theses(PQDT)

 ProQuest博士论文全文（主要收录了来自欧美国家

2000余所知名大学的优秀博硕士论文）

本校学位论文数字资源平台

选择数据库-学位论文

http://c.g.wanfangdata.com.cn/thesis.aspx
http://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DFD
http://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MFD
http://proquest.umi.com/login?COPT=REJTPUcyODcrNDZkZiZJTlQ9MCZWRVI9Mg==&clientId=47002
http://pqdt.calis.edu.cn/
http://10.55.80.101/Dlib/Default2.asp?lang=gb


万方数据-学术会议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知网）

 Web of Science-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CPCI-S)

选择数据库-会议论文

http://c.g.wanfangdata.com.cn/conference.aspx
http://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PFD
http://isiknowledge.com/?DestApp=WOS&editions=ISTP


复旦大学网上教学参考书

Wiley E-Text

选择数据库-教材教参

http://10.55.80.12/index2.asp
http://www.itextbook.cn/


国际专利分类表（2018版）

上海知识产权（专利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检索系统

中国专利公布公告（国知局）

欧洲和WIPO专利查询

Web of Science-（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Orbit专利分析工具

 万方数据-科技成果

万方数据-标准 （未购买，只能看文摘）

IEEE 标准（有全文）

选择数据库-专利、标准、成果

http://www.sipo.gov.cn/wxfw/zlwxxxggfw/zsyd/bzyfl/flgj_gjzlfl/1120508.htm
http://www.shanghaiip.cn/Search/login.do
http://epub.sipo.gov.cn/index.action
http://worldwide.espacenet.com/quickSearch?locale=en_EP
http://c.g.wanfangdata.com.cn/Cstad.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Standard.aspx
http://ieeexplore.ieee.org/Xplore/home.jsp


选择电子期刊



选择电子期刊



谷粉学术 https://gfsoso.99lb.net/

维基百科 http://www.wikipedia.org/

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

百度学术 http://xueshu.baidu.com/

网络资源

https://gfsoso.99lb.net/
http://www.wikipedia.org/
http://wenku.baidu.com/
http://xueshu.baidu.com/


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ArXiv.org 

bioRχiv

engrXiv

ChemRxiv

网络资源

http://eprint.las.ac.cn/home.htm;jsessionid=C4059DD2E7EC0027BBB64C6631C7736B
http://www.paper.edu.cn/
https://arxiv.org/
https://www.biorxiv.org/
https://engrxiv.org/
https://chemrxiv.org/


Go OA

DOAJ

J-STAGE

CiNii

SCIRP(Scientific Research Publishing)

HighWire Press

网络资源

http://gooa.las.ac.cn/external/index.jsp
https://doaj.org/
https://www.jstage.jst.go.jp/
https://ci.nii.ac.jp/
http://www.scirp.org/
http://highwire.stanford.edu/lists/freeart.dtl


LiqCryst液晶数据库（材料学，化学，生物学，
物理、信息科学）

晶体之星（材料学）

日本国立材料科学研究所：材料数据库

中国光学期刊网

……

网络资源

http://liqcryst.chemie.uni-hamburg.de/
http://www.crystalstar.org/Index.html
http://mits.nims.go.jp/index_en.html
http://www.opticsjournal.net/


文献传递-中文图书
 集各类文献搜索、试读、

文献传递等功能为一体。

 提供切入目录和全文的深
度检索,以及部分文献的全
文试读。

 已订购的超星数字图书馆
的电子图书、CALIS教学
参考书可以直接阅读全文。

 未订购的电子图书，可通
过“图书馆文献传递”获
得部分全文。

 已订购的CNKI、万方、维
普的期刊、会议论文等可
直接链接全文。

 外文搜索：未订购外文原
文文献传递。



知识搜索

查找概念、定义等





查看来源
下载



全文试读



文献传递-外文文献







图书馆文献传递（图书、论文）



图书馆文献传递



检索



检索

检索词：准确、规范

检索式（检索策略）：逻辑合理

查准的关键



检索词选取技巧

直接从课题名称确定

通用、准确、规范（学名、俗称、缩写、同义词、近义词 ）

选取意义明确的词

避免组合词、自建词，不使用过长的词组和短语

从预检出的文献中进一步提炼检索词（以课题的主要
概念作为检索词，在数据库中试检，并从题名、摘要、关键词中收集

规范词、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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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KI翻译助手http://dict.cnki.net/

检索词选取技巧



常用检索字段（限定检索范围）

SU=主题

TI=题名

KY=关键词

AB=摘要

FT=全文

AU=作者

AF=机构

构建检索式



构建检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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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算符/
运算符

检索含义

NOT/- 出现检索词A，但不出现检索词B,例：TI=转基因
-水稻

AND/* 检索词A和检索词B同时出现，例：TI=转基因*水
稻

OR/+ 检索词A和检索词B中的任何一个出现即可，例：
TI=转基因+水稻

( ) 变更顺序，例：TI=转基因*水稻 and (AF =清华
大学 or AF =复旦大学) 



截词符（避免漏检，避免检索式冗长）

右截词 *  （无限截）

表示前方一致的检索。

如 artificial intellig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rtificial intelligent

构建检索式



词组检索符 ：引号（精确检索）

词间不能插词，词序不能改变

如 “artificial intelligen*”

‘人工智能’

构建检索式



检索结果与研究主题的相关度

检索结果的数量（过多？过少？）

检索策略是否合理？



相关度不高：重新制定或修改检索策略

过多：缩检

1. 进一步限定主题（“and” ）

2. 限定字段范围（题名）

调整检索策略



过少---扩检

1. 切分组合词

2. 增加同义词、近义词，上下位概念扩展检索

3. 减少限定词，尝试属概念

调整检索策略



以被引用文献（节点文献）为检索起点来检索
引用文献（参考文献和引证文献）的过程。

引文检索



引文检索

参考文献（Cited References）

引证文献（Citing Articles）：引用本文的文献。

同被引文献（Related Records）：与本文同时被作

为参考文献引用的文献。

共引文献/同引文献 （Related Records）：与本文

有相同参考文献的文献。



内容（题名、文摘、关键词）

作者/机构

资源类型（期刊 or 学位论文 or 会议论文？）

期刊质量（核心？权威？是否被SCI收录？IF？）

文献类型（综述）

文献质量（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基金论文、被引

用次数、下载次数）

筛选



筛选-内容



筛选-内容

主题: (Firework* and partic* and "size distribut*")



筛选-作者/机构



筛选-作者/机构



筛选-资源类型



筛选-期刊质量



筛选-期刊质量



筛选-期刊质量



筛选-文献类型

至少出现1次



筛选-文献类型



筛选-文献类型



筛选-文献类型



筛选-文献质量



筛选-文献质量



筛选-文献质量



筛选-文献质量



先看综述性论文，再看研究论文。（知网，SCI、EI、

Scopus）

高被引论文、最相关文献及其引文。

先看文摘(略读)，再看全文（精读）

先中文，后外文

研读



注重学位论文的检索和阅读

数据图表充分详尽

参考文献丰富全面

可得到课题研究现状综述

可跟踪名校导师的科研进程

学习学位论文的写作方法

研读



注重专利文献的检索和阅读（应用研究）。

阅读最新会议文献，了解最新学术动态和研究成果。

跟踪和了解相关文献的作者和机构的研究成果及动

态。

研读



NoteExpress

http://www.library.fudan.edu.cn/2013/0409/c115a
2685/page.htm

EndNote单机版

http://www.library.fudan.edu.cn/2018/
0830/c115a5530/page.htm

文献管理

http://www.library.fudan.edu.cn/main/info/3242.htm
http://www.library.fudan.edu.cn/2018/0830/c115a5530/page.htm


组织、管理获取到的文献。

在论文写作时可以随时引用保存的文献题录，

并自动生成符合要求的参考文献索引。

文献管理



本讲教师：周怡（zhouyi88@fudan.edu.cn）

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