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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针对各类文献信息检索系统和平台的特色,比较系统地介绍和总结了信息检索的方
法、途径、技术及各类检索系统的功用。另外,本书还着重对信息利用的相关知识(包括:信息
筛选、科技查新、文献管理工具、学术论文撰写与投稿知识以及信息分析等)做了必要的介绍,
对信息伦理知识及学术活动中应该如何遵守学术规范、杜绝学术侵权、充分而合理地利用他
人成果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进行了介绍。

本书在2009年作为浙江省“十一五”重点教材出版后,于2012年、2014年及2018年几度
修订出版,旨在不断把信息资源的变化、信息检索系统的改良、信息检索技术的最新发展及时
呈现和反映出来,以使得本书能一如既往地充当高校信息检索类课程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更好地成为人们提高信息素质、增长检索技能、实施检索活动的参照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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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教材自2004年首次出版,至今已经整整十三个年头了。从最早问世时的稚嫩、青涩(原
名《信息检索与利用》),到几度修订重印,再到后来被评选为“浙江省‘十一五’重点建设教材”
(更名《新编信息检索与利用》)并于2012年、2014年及2018年再度修订出版,编者始终以一

丝不苟、认真踏实的精神,在各自的教学中反复实践,潜心研究,不断发现和反思教材与我们实

际教学实践之间的契合与差距。同时,广泛听取同行和学生的意见、建议,使本书作为教材或

教参能最大限度地支持高校信息检索相关教学活动的开展。
本次教材修订主要表现在:(1)对国内外检索系统及平台上信息资源、检索功能发生的变

化,及时进行更新和修改,包括更新检索举例等相关内容。(2)丰富了信息利用相关知识,增加

了对“信息分析”的介绍和总结。(3)在每一章最后,给出了相应的复习思考题,以促进学生对

所学内容的掌握和熟悉。书中第1章、第2章的更新及第3~6章的审核、修订工作的安排与

最后的统稿工作,由浙江工业大学徐庆宁、浙江科技学院陈雪飞承担,后者还承担了对第5章

部分内容及第6章的更新。浙江工业大学江梅主要负责第3章、第5章5.4节和5.6节的更

新与5.5节的内容增补。浙江传媒学院朱咫渝主要负责第4章的更新、修订及第2章的审核。
另外,在本次修订过程中,还一如既往地得到了周群芳、李跃珍、嵇迪敏、叶祥满、金一凡、禹美

凤、于长洋、王醒宇、蒋一平、赵美娣、王欣、胡优新、张永红、黄琢、杨炯声等老师的许多帮助,在
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十余年的付出,我们收获颇丰,不仅使编者之间配合愈加默契,也不断地加深着我们在各

自的教学和信息咨询服务工作中与广大学生、读者结下的良缘! 诚如前几版中所言,编者尽管

一直视提高教材质量为己任,但终究还是水平有限,错误恐怕在所难免! 值此新版呈现给读者

之际,我们还是诚惶诚恐,书中错谬之处恳请读者不吝赐教,欢迎及时向我们提出批评与指正。

编者

2017 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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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导 论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学习、研究及生活中,无处不存在信息。为了从事各种活动,人们不仅

有获取信息的需求,更有传播信息、利用信息、发布信息的渴望,可以说信息与人类的一切活动

密切相关。随着信息资源和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进行信息检索的频率、手段、方法等也都在

迅速提高和改进。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现代信息环境中分辨出资源质量的优劣高下;如何在信

息检索的过程中以最短的时间、最经济的手段、最专业的方法,获得最全面、最权威、最准确的

信息,来满足我们不同的信息需求,从而提高我们开展各种活动的价值和效益;如何进一步促

使我们从单一的信息用户身份,转变为信息资源的传播者、创造者、净化者等信息社会更为需

要的各种角色;这些正是我们将要系统学习信息检索与信息利用相关知识及技能的原因和

目的。

1.1 信息环境问题及解决方案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科学技术与文化经济的飞速发展,当代信息环境出现了以下显

著特征:
(1)

 

全球信息资源极大地丰富,人们的视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所谓“眼观六路,耳
听八方”的神话世界里神仙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几乎已经成为普通大众的日常之举。

(2)
 

信息技术一日千里,社会的信息化程度随之迅猛提高。在家里办公、在虚拟世界中做

买卖、在图书馆里看戏文和足球赛、在任何时段任意地选择和接受著名大学教授的课堂教学内

容……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生存方式有了巨大的改变。
(3)

 

信息交流及传播渠道、信息沟通与流动方式等,都呈现出多样化、直面化、虚拟化、便
利化状态及发展趋势。

所有的这一切都给人们的工作、学习、研究及生活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便利。但同时也使

人们明显地感受到了社会信息流动总量已经大大超出人们的信息接受和处理能力。另外,信
息内容的复杂性也大大超过了以前所有社会发展阶段的情形。因此

 

“社会信息环境问题显得

日益突出,成为全球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信息超载严重,信息差距扩大,信息资源分布不平衡,
信息失衡明显,信息泛滥成灾,信息污染严重,信息障碍加剧,信息犯罪增多,全球信息冲突更

加激烈,争夺信息控制权白热化等”问题日趋严重。
1.

 

信息环境问题表现形式

(1)
 

信息超载严重

信息超载又称信息泛滥或信息爆炸。它是指在信息时代,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出
现的数据爆炸、信息平庸化以及噪声化趋势,人们无法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当前的信息能力选择

并消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实质上,信息超载表现为一种矛盾。一方面,信息量在迅速增加,信息质量却在下降。这

具体表现为:信息的过多重复、信息的费解(行话、陌生的符号等使人理解困难)、无关性和不适



应性(信息与需要无关或对需要不适合)、过于复杂、信道拥挤、伪信息(无用信息、劣质信息与

有害信息等)。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理查德·沃尔曼所指出的那样:信息时代不是“信息爆

炸”,而是“非信息的爆炸”,或者是“数据爆炸”。另一方面,人们搜寻、获取和消化利用信息的能

力虽有一定提高,但它还远远不能跟上信息增长和复杂化的需要,人们经常处在信息的压力下,
并可能会导致种种信息病的出现———信息焦虑症、信息消化不良症、信息紧张症、信息孤独症等。

(2)
 

信息失衡明显

所谓信息失衡是指受各国经济水平、科技水平和其他多种相关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不
同地区以及不同阶层的人群在信息占有水平以及利用程度上存在极大差距的现象。当今世

界,由于信息资源分布不均,已经出现了信息富国和信息穷国、信息富人与信息穷人的两极分

化,而且这种分化还会因“马太效应”的作用而进一步加大。
(3)

 

信息污染严重

信息污染是指社会信息流中充斥或伴随着许多不利人们健康而有效进行工作、学习、生活

的不良信息,危害人类信息环境、影响人们对有效信息予以及时而正常地吸收及利用的社会现

象。主要包括:
①

 

陈旧信息(又称为过时信息)。由于信息未能及时更新,产生老化现象,造成信息内容

陈旧、无用的现象。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2年1月的统计数据表明,能做到经常性、及
时性更新信息的网页并不尽如人意,陈旧、过时的信息在网上可谓比比皆是,这增加了人们对

有效信息筛选的负担。
②

 

重复信息。重复信息是指同一内容的信息,被以相同的形式或不同的形式(如改变名

称或作者等方式)反复出现于各种媒体(包括传统印刷型媒体与现代化的电子媒体)之上,造成

大量的信息重复现象,而重复信息会造成有用信息的淹没。接收过多的重复信息,会导致对有

用信息的不敏感,影响对有用信息的吸收和利用。
③

 

干扰信息。干扰信息又可称之为噪声信息。它是指存在于信息资源及信息流中干扰

信息接收者做出正确判断或影响系统正常运行的种种无意义信息、病毒信息等,它能降低信息

用户的工作效率、使信息系统工作缓慢甚至瘫痪。
④

 

虚假信息。虚假信息实际上就是无中生有、捏造和杜撰产生的信息。一般多是指企业

为了赢得竞争优势、克服不利因素而散布的关于企业产品计划开发方向、财务状况和生产能力

等方面的不准确信息,其目的在于诱导竞争对手做出错误判断,导致竞争对手情报分析乃至企

业决策发生错误,从而赢得时间、机遇和市场。
⑤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是指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反,信息用户因听信或采用而深受其害并

导致错误决策、失败行为的信息。错误信息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是信息在被收集、
传递及处理过程中出现失误,如计算错误、分析方法错误等;第二是出于某种目的(如为了获得

某种资格或非法利益),某些个人或组织故意制造的、与事实相违背的信息。如某些不负责任

的广告信息等充斥网络,极易对信息用户产生误导。
⑥

 

有害信息。有害信息多指各种淫秽色情信息、暴力信息、低级趣味信息以及各种反动

信息(如反政府、民族主义、种族歧视、恐怖主义、破坏民族团结、威胁国家安全、煽动种族冲突

等信息)。有害信息将对信息用户乃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造成损害,属于一种特殊形式的信息

污染。虽然可以采用过滤的办法将一些站点屏蔽掉,禁止某些站点的信息进入本国领域,但是

基于信息内容的检查方法在技术上还无法很好地实现,导致大量恶意信息仍然到处散播。
(4)

 

信息安全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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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2016年中国网民网络安全感知与遭遇安全事件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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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 2016.12

表1.2 2016年网民遭遇网上诈骗事件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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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 2016.12

表1.3 2016年中国网民受骚扰短信影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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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2016年中国网民安卓手机感染恶意程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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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360安全中心 2016.12

表1.1、表1.2、表1.3、表1.4均来自2017年1月由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所作的“第39次

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显然,信息安全已经成为一类比较严峻的社会问题。不法分子运

用信息技术实施的各种违法活动,严重危害社会、危害公民合法权益并给受害人带来了精神、
经济、财产甚至人身安全等诸多的问题和危机。信息骚扰与诈骗行为是有意识的,破坏性的,
甚至是反社会的活动,其危害极其严重。信息骚扰与诈骗具有智能性、隐匿性、跨国性、严重

性、社会危害性等特点。
2.

 

解决问题的对策及措施

面对信息环境的种种严峻现实,国内外众多有识之士对信息环境问题的治理与社会控制

展开了积极的对策研究并提出了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措施。这方面的举措归结起来,主要

有以下几点:
(1)

 

政策导向。对现代信息环境从政策与法规方面予以调节和控制。通过对信息政策与

信息法规的制订与不断完善,对信息环境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引导、协调、控制和管理,引导

信息环境变动的方向,调控由于信息环境变动而引起的各种矛盾,对信息产业的各个环节进行

科学而严格的管理,对从事信息搜集、存储、加工、传播、利用、创作等各种活动的个人和组织行

为从法律法规方面予以规范。
(2)

 

舆论导向。宣传并教育人们树立正确的信息伦理及信息道德观念,促使人们在信息

开发、信息传播、信息管理和信息利用等方面自觉遵守正确的伦理要求、伦理规则,认识和理解

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文化、伦理和社会等问题,负责任地使用信息技术。
(3)

 

技术措施。强化技术手段以保障信息安全及净化信息环境。借助高新技术,如各种

加密技术、认证技术、防病毒技术、防火墙技术、过滤技术等,使信息环境问题得以有效地预防

与治理。
(4)

 

倡导创新。鼓励人们积极创作,丰富人类精神文明资源,大力推进先进文化的传播,
净化信息环境,努力消除不文明、不健康、不利于人们接受有益信息或降低人们信息利用效率

的任何信息垃圾,消除信息污染。
(5)

 

加强教育。提高信息素质教育水平,促进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改善信息用户素质,
提高人们信息检索、获取、辨别及利用的意识、技能及相关的道德观念,是应对现代信息环境、
防范与治理信息污染的重要内容。

(6)
 

打击不法行为。对利用信息技术及网络开展反人类、反社会等危害公众利益、败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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