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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前言 Foreword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熟练掌握从信息的海洋中快速定位相关的、有用且具有价值的信

息的技能,是21世纪人才的基本素质要求之一。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检索工具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早期的文献检索

发展到当前的信息检索,并将步入知识检索的高级阶段。对应不同阶段的信息检索工具,

国内有超过1000种配套教材。这些教材包括专论和通论两类,如《文献检索与利用》《信

息存储与检索》《信息检索》《化学化工文献与信息检索》《科技文献检索与利用》《中外专利

信息网络检索与实例》《信息检索通用教程 》等。随着搜索引擎的不断普及,大学生已具

备了一定的信息检索基础技能,加之多门 MOOC课程陆续登陆各大主要 MOOC课程平

台,教材内容的重点应从知识罗列向“做中学”过渡,配合翻转课堂教学法引导读者思考检

索策略对检索效果的影响,增加创新思维能力训练,强化信息文化及学术论文写作的

内容。

本教材的设计基于如下理念:当今社会已经离不开信息,应该掌握科学有效的信息

问题解决方案、了解相关领域常用检索工具及其操作方法,并精通各种检索技巧。除检索

工具收录的文献有所侧重外,不同领域的人所需要的文献检索及利用技巧没有显著差别、

解决不同信息问题的方案逻辑基本一致、文献管理与分析工具的原理基本类似。提高文

献检索与利用能力的捷径就是常检索文献、善于分析并利用文献。因此,本书主要介绍综

合性检索工具,辅以部分领域的专门性检索工具,以及代表性的文献管理工具及文献分析

工具、课题研究入门及专利规避入门,以利于学习者举一反三。

与前2版教材相比,本版教材在内容编排和实践课题的设计方面有较大改动,首次将

翻转课堂及创新思维的理念贯穿于整部教材,使之与配套的 MOOC课程相呼应。本书从

信息问题解决模式开始,到检索工具概览、精通检索工具到检索原理等,通过具体案例以

及大量的练习和思考题代替简单的知识或操作过程描述;结合信息文化理念介绍信息安

全、信息道德素养及创新思维培养等基本概念;扩充了文献管理及文献分析工具的应用,

增加了创新入门方法,综述论文及学位论文的写作,尤其引入TRIZ专利规避方法,全面

提升读者利用文献检索促进研究和开发的能力。通过人文社科、海事、财经、艺术设计、医

学临床等专题检索工具的案例介绍,使得本教材能覆盖更广泛的读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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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一章为绪论。在本章内借助案例介绍文献检索教学中涉及的基本概念,使概

念得以立体化;在介绍信息文化、Big6信息问题解决方案时,穿插一定量的思考题,便于教

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以列表的方式呈现常用检索工具便于从加工深度、学科范围、出版

类型的角度整体把握各种检索工具;保留著名出版社检索工具的内容是提醒读者善于利

用一些著名出版社的检索工具;解读文献信息线索的内容在同类教材中并不多见,本版教

材以练习题和归纳总结的方式替代第2版中模式列举文献线索解读技巧,有利于培养读

者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

第二章介绍了常用检索工具的使用。这部分内容是文献检索教材的经典主打内容,

本版教材改变以往的stepbystep模式,将一些指南型操作技能的应知应会融入练习题

中,配套相应的视频讲解,提高教材与 MOOC课程之间的互动性以及教学的实践感。

第三章为研究课题调研、TRIZ创新入门。通过具体的案例对课题调研中文献的标

引、TRIZ剪裁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其中的TRIZ剪裁方法不但可以用于专利规避,也有

助于激发读者的批判性思维。

第四章是多学科专题文献检索工具介绍。本章是对第一章和第二章内容的补充,力

求覆盖更多的学科门类,结合案例介绍人文社科、航运、财经、艺术设计、法律、医学等学科

的文献检索工具及课题检索方法。

第五章主要介绍了文献管理与分析方法及工具。包括EndNote、文献分析工具概览

及CiteSpace使用指南。

第六章的主要内容是综述论文及学位论文写作方法介绍。本章作为全书的最后一

章,对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术生涯来说十分重要。其中,学位论文写作部分从案例入

手,分析选题的基本方法和步骤,浅显易懂,便于读者观摩体会。

本教材由吉久明编写教学大纲,第一章由吉久明、张红、熊惠霖、曾媛撰写,第二章由

胡琨、朱世琴、曾媛、陈荣、严素梅撰写,第三章由王兴旺、杨锋撰写,第四章由谢亚南、陈祥

燕、谭丹丹、房宝金、顾欣欣、陆曦凡撰写,第五章由刘颖、李楠撰写,第六章由刘颖、吉久明

撰写。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编者参阅和引用了许多参考文献,对本书的完成有很大帮助,也

丰富了本书的素材,在此对相关作者表示真诚的谢意。衷心感谢东北师范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图书馆的各位领导给予本书的大力支持。

此外,本书在编写方面试图在贯彻研究性学习方法的同时融入翻转课堂理念,因为是

初次尝试,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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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章

绪 论

1.1 导  语

本节主要带领同学们了解本课程涉及的相关概念:文献、文献检索、知识、知识发现

等,为后续的学习做好准备。

1.1.1 文献、信息、知识

《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文献是一切记录知识和信息的载体,如《中国大百科全书》

《年鉴》《东方早报》《用户协议》等。

“信息”常指“音信消息”,如“欲传春信息,不怕雪埋藏”。在现代科学中指事物发出的

消息、指令、数据、符号等所包含的内容,是意义的载体,人们通过获得、识别自然界和社会

的不同信息来区别不同事物。

知识是人对信息的加工、吸收、提取、评价的结果,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又经过实

践检验后对客观实际的反映。

1.1.2 论文、参考文献、文献类型

(1)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它既是

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如

课程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

(2)参考文献,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整体的参考或借鉴,一般

放在文后。如例1 1就是一篇论文文后的参考文献列表,以及文中引用的格式。

例1 1 在文中标注参考文献及文后参考文献列表

笔者认为,葛敬民[1]教授提出的“以学生的近期应用为导向”的教学设计理念,曹

学艳、胡文静[2]提出的教学案例的选择方案以及刘文云提出的“一题实习法”均符合

教学规律,对设计教学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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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葛敬民.关于文献检索课内容设置和课程体系的新思考.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2):

92 94.

2.曹学艳,胡文静.提高文献检索课教学兴趣性和主动性的几点思考.四川图书馆学

报,2009(3):62 64.

 

(3)文献类型,包括出版类型和载体类型等。出版类型有:图书(由章节组成,Book、

Monograph)、期刊(由一篇一篇独立的论文组成,Journal)、会议录(由一篇篇会议征文论

文组成,Proceeding)、学位论文(专指申请学位撰写的论文,Dissertation)、专利(申请或公

告专利技术的说明文件,Patent)、标准(规定服务、产品、技术基本条件或规范的文件,

Standard)、科技报告(科研项目成果说明文件,Report)、产品样本(展示产品技术指标、含

量、图片或视频的文件或实物,Productspecimen)、网页(Webpage)等。

1.1.3 文献著录、文献检索及检索工具

(1)文献著录,即编制文献目录时对文献的特征进行分析、选择和记录的过程,目的

是方便文献管理和检索利用。不同类型的文献特征项不同,但记录的特征都包括显性的

特征、附加特征两类。以图书为例,显性特征包括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日期、是否附带

光盘等。附加特征包括主题词、分类号、索取号、财产登记号等。

(2)文献检索,即运用一定的策略和技术获取文献的过程,可以在检索界面上输入检

索条件查找文献,如图1 1,运用“中国知网”查找并获得有关“克感敏的副作用”的文献。

图1 1 在中国知网上检索文献

也可以通过浏览的方式找文献,如在 NSTL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的网站上(图

1 2),运用“名称首字母索引”或“学科分类”等浏览文献。

(3)检索工具,即用来检索文献的工具,目前主要有手工检索和计算机检索两种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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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 NSTL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的网站

例1 2 计算机检索工的检索、检索结果及检索结果管理等界面

图1 3 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的检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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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4 图书馆书目检索检索结果界面

图1 5 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图书预约界面

图1 6 WebofScience基本检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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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7 WebofScience检索结果界面

图1 8 WebofScience检索引文报告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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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界面一般为表单式、框式或命令行界面,如例1 3所示。检索界面会提供一定

数量的检索字段,有些还会提供各种字典,方便用户定义和提交检索条件。

例1 3 形式多样的检索界面

图1 9 WebofScience表单式检索界面

图1 10 WebofScience框式检索界面

图1 11 STN指令检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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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2 STN指令检索结果界面

  
检索界面一般也提供检索条件输入的帮助按钮、链接或示例,方便用户定义和提

交检索条件。百度、百度学术、谷歌、谷歌学术等搜索引擎是检索工具,提供了检索功

能的网站也都是检索工具,如搜狐、新浪、中国知网、万方、图书馆书目查询系统等,小

时候常用的新华字典也是检索工具。更多常用的检索工具见“检索工具”部分。

 

1.1.4 检索策略、检索字段、检索语言

(1)检索策略,一般指根据检索需求而制定的文献范围、检索工具和检索式。

(2)检索字段,即检索工具提供的用来匹配条件的特征项,比如,在图书馆书目检索

系统中检索书名中包含“文献”的图书,如例1 2中的图1 3所示,界面上没有“书名”,

但有“正题名”,“正题名”就是检索字段。检索字段与检索工具的设计有关,但并非所有著

录的特征都是检索字段。

(3)检索语言,在早期文献检索课程教学中,检索语言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比较晦涩

难懂的概念之一,包括主题语言、分类语言、号码语言等,逐渐被教师们抛弃了。但我们发

现,检索语言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概念,理解其中相关的一些概念对提高检索技能非常有帮

助。语言是一切沟通的前提,检索者要与检索工具进行良好的沟通,就必须要理解与检索

工具沟通的方式,用好检索工具提供的每一项功能。

简单地说,检索者应根据所掌握的线索结合检索工具的功能,选择合适的检索字段

(比如主题词、分类号、各种号码等字段)、使用正确的检索词(即使用文献加工的时候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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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段内容,一般提供字典供选择)、编制正确的检索式(不同检索工具的检索式不同)。

一般检索工具都提供帮助文件详细介绍使用方法,检索时,可以使用单个检索字段,也可

以几个检索字段组合使用,只有这样才能让检索工具理解我们提交的检索条件,进而返回

更多相关文献。其中使用主题词、分类号及各种号码字段,分别对应使用了主题词语言、

分类号语言及号码语言。

例如,希望了解中国专利数据库中有关“生物骨水泥制备”技术的专利文献(例1 6),

如果选择“题名/关键词”作为检索字段,检索词为“生物”AND“骨”AND“水泥”,在中国知

网数据库中检索,返回的专利文献只有20多篇,但如果选择使用国际专利主分类号字

段———“A61L27/12”进行检索,则可以检索出更多相关文献。

例1 4 检索中国专利数据库中有关“生物骨水泥制备”技术的专利文献

在中国知网的专业检索界面,输入检索式:TI=生物*骨*水泥 ORKY=生物*
骨*水泥,可以检索到27篇专利文献;而输入检索式:CLZ= A61L27/12,则命中

1500多篇专利文献。
 

翻转案例1.1 1

请解释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

(4)主题语言,即使用主题词作为检索词,检索字段为主题词字段。

(5)分类语言,即使用分类号作为检索词,检索字段为分类号字段。

(6)号码语言,即使用各种号码字段作为检索词,检索字段为相应的号码字段。

1.1.5 检索式

检索式是一种表示检索条件的式子,如例1 5所示。

例1 5 多种形式的检索式

TS=(orgerniaztionnear/2culture)ANDLN=English
这里的TS意思是题名/关键词/摘要字段,AND表示同时出现;near/2表示两

词间距为2个词,次序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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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式的格式与检索工具密切相关,具体操作时,一定要严格符合检索工具的检索式

编写规则。而在撰写调研报告时,对于文献类型基本相同的工具,一般仅以某个检索工具

的格式为例编写检索式。

1.1.6 文献线索

文献线索,用以指导获得原始文献的信息,一般含有文献的名称、作者、出版物来源、

出版日期等信息。如例1 6所示。

例1 6 文献线索解读(1)

张广林.论社区体育组织文化建设[J].甘肃社会科学,2009,(01):24 26.[2017

09 06].DOI:10.15891/j.cnki.cn62 1093/c.2009.01.048
该线索中,“[J]”是Jounal的缩写,表明这是一篇期刊论文,作者为张广林,题目

是论社区体育组织文化建设,期刊名称是甘肃社会科学,出版日期是2009年,卷期是

1,页码范围是24 26页,共3页,[2017 09 06]是检索文献的日期,DOI是数字对

象唯一标识符(DigitalObjectIdentify)的简称,后面的数字就是DOI值。
 

事实上,不同的工具提供的文献线索的样子有多种,比如例1 7所示的线索就是另

外一种。

例1 7 文献线索解读(2)

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compositionfortreatingmammitisindairycattle

FullTextByZhang,Yadong;Zhang,Libo From FamingZhuanliShenqing
(2011),CN102188581A20110921.

这条线索中有两个关键词“FullTextBy”及“From”,后面分别跟着发明人姓名。

Zhang,Yadong;Zhang,Libo和文献来源FamingZhuanliShenqing(2011),CN

102188581A20110921,最 前 面 的 “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compositionfor

treatingmammitisindairycattle”则是专利名称。
 

只有在熟悉不同出版类型文献的主要特征的情况下,仔细观察,才能准确解读文献

线索。

在实际应用中,总会遇到长得比较怪异的文献线索,目前,如果使用百度、谷歌学术等

搜索引擎搜索原始文献时,不需要准确解读文献线索中各部分的含义,不确定文献的类型

也许能找到部分原始文献。但不一定每次都能找到,多数时候还是需要先判断文献的类



10     文献检索与知识发现指南(第三版)

型,准确提取有效的文献特征内容,使用正确的检索语言,才能找到原始文献。

以例1 7中的线索为例,如果把整条信息输入百度学术,前3页都没有原始文献的

记录,仅仅输入第一部分的名称也不行,仅用其他部分也不行。但根据我们对专利文献特

征的了解,CN102188581是 中 国 专 利 的 公 开 号,这 是 一 篇 中 国 专 利 文 献,用“CN

102188581”在万方数据库或中国知网等收录中国专利文献的工具中检索专利文献,就找

到了它的专利说明书,专利名称为“治疗奶牛乳房炎的中药组合物”,如图1 13所示。

图1 13 专利CN102188581说明书的扉页

翻转案例1.1 2

请尝试用专利的申请号“CN102188581”分别在万方数据和中国知网找到该篇

文献的原文,并写下具体的检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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