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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概念一、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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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献、文献

•定义
文献是用文字、图形、符号、声频、视频
等技术手段记录人类知识的一种载体，或
理解为固化在一定物质载体上的知识。

现在通常理解为图书、期刊等各种出版物
的总和。

42013-11-29



22、文献检索、文献检索

•一种交流
•一种搜索过程
•将文献按一定的方式组织、存储起来，并根据用户
的需要找出相关文献的过程。的需要找出相关文献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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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文献信息源加工类型、文献信息源加工类型

•零次文献
•一次文献
•二次文献•二次文献
•三次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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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文献信息源加工类型、文献信息源加工类型

•一次文献
人们直接以自己的生产、科研、社会活动等实践
经验为依据生产出来的文献。
比如：比如：
阅读性图书、期刊论文、科技报告、会议论文、
专利说明书、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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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文献信息源加工类型、文献信息源加工类型
•二次文献
将大量分散、零乱、无序的一次文献进行整理、
浓缩、提炼，并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和科学体系
加以编排存储，使之系统化，以便于检索利用。加以编排存储，使之系统化，以便于检索利用。
比如：
目录、题录、索引、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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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文献信息源加工类型、文献信息源加工类型
•三次文献
选用大量有关的文献，经过综合、分析、研究而
编写出来的文献。它通常是围绕某个专题，利用
二次文献检索搜集大量相关文献，对其内容进行
深度加工而成。深度加工而成。
比如：
综述、提要、述评、书评
从一次文献、二次文献到三次文献的加工反映了文献集中和有序
化过程，一般说，一次文献是基础，是检索利用的对象；二次文
献是检索一次文献的工具，故又称之为检索工具；三次文献是一
次文献内容的高度浓缩，也是人们可利用的一种重要的情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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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文献的类型、文献的类型
图书
期刊
报纸
会议文献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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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
事实和数值型信息
专利文献
标准文献
科技报告
其他

√

√



二、信息检索理论和方法二、信息检索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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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信息检索的作用、信息检索的作用

一、节省宝贵的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二、避免重复劳动；
三、有利于知识更新；
四、借鉴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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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常用的检索途径、常用的检索途径

•题名（或标题、书名、刊名）检索；
•责任者（个人或团体的著者等）检索；
•号码（如登录号）检索；
•机构名称和出版物名称（如刊名）检索；•机构名称和出版物名称（如刊名）检索；
•分类号检索；
•主题词检索和关键词检索；
•任意字段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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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检索技术、检索技术

•逻辑运算符：
逻辑与
逻辑或
逻辑非逻辑非

•截词算符：
有限截断
无限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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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运算

逻辑与 ：并且，and,*

逻辑或 ：或者，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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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或 ：或者，or,+

逻辑非 ：不包含，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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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与：用逻辑与：用““ and and ””或或““ *  *  ””表示表示

AA BB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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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 A A andand BB

CC（阴影）表示同时符合（阴影）表示同时符合AA、、BB两条件的文献。两条件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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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或：用逻辑或：用““ or or ”” 或或““ + + ””表示表示

AA BB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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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BBCC

C C == A A oror BB
CC（阴影）表示或者符合（阴影）表示或者符合AA条件或者符合条件或者符合BB条件的文献。条件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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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非：用逻辑非：用““ not not ””或或““ -- ””表示表示

AA BB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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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 = A A not not BB

CC（阴影）表示只符合（阴影）表示只符合AA条件而不符合条件而不符合BB条件的文献。条件的文献。

2013-11-29



逻辑运算规则逻辑运算规则
在数据库检索中，通常有两种运算次序：
•按逻辑运算符的优先级执行：

not         and          or
•按先后次序顺序执行•按先后次序顺序执行

小括号（半角半角）可以改变运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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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词算符截词算符
有限截断 ？
Book? Book  OR  Books
Book?? Booker   OR Booked
朱秀？ 朱秀林 OR 朱秀青 OR 朱秀朱秀？ 朱秀林 OR 朱秀青 OR 朱秀
云……

无限截断 *
Book*－> Book  OR  Books OR Booked 
OR Booker  OR  Book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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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献检索三、文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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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网址:   :   
library.suda.edu.cnlibrary.suda.edu.cn

◦◦校外使用需要先登录校外使用需要先登录VPN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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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使用需要先登录校外使用需要先登录VPN   VPN   
vpn.suda.edu.cnvpn.suda.edu.cn



11 、查找期刊、查找期刊
中文电子期刊

—— 中国知网中国知网------------全文期刊全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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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方数据------学术论文

— 重庆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库）



检索方法检索方法
——专辑导航专辑导航------------

适用于我们根据所要了解的专业适用于我们根据所要了解的专业
范围查找文献。范围查找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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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例11：查找：查找易中天易中天教授所发表的文章在教授所发表的文章在
万方中的收录情况万方中的收录情况

创作者创作者==易中天易中天创作者创作者==易中天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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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例22：查找：查找于丹于丹教授所发表的文章在教授所发表的文章在
万方中的收录情况万方中的收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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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例33：检索有关：检索有关园林设计园林设计方面的文献方面的文献



——例例44：检索有关：检索有关心理学心理学在在园林设计园林设计方面方面
的文献的文献



检索方式检索方式------期刊检索期刊检索
——例例5: 5: 检索苏州大学学报检索苏州大学学报20062006年第年第22期期
的文章的文章



检索结果的利用检索结果的利用
——题录信息的存盘和打印题录信息的存盘和打印
——全文的利用全文的利用
◦◦CAJ/CAJ/AcrobatAcrobat浏览器的下载和安装浏览器的下载和安装
◦◦文本识别文本识别◦◦文本识别文本识别
◦◦图像拷贝图像拷贝



22 、查找学位论文、查找学位论文

中国期刊网中国期刊网------------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库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库

万方数据万方数据------------学位论文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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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DDPQDD国际博硕士论文全文库国际博硕士论文全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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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找电子图书、查找电子图书

——超星电子图书库（以及百万书库）超星电子图书库（以及百万书库）

书生之家书生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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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之家书生之家

—— ApabiApabi教学参考书教学参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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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示例检索示例
检索幾米《又寂莫又美好》

作者=幾米 AND
书名=又寂莫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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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查找专利、查找专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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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题概念分析四、主题概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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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主题概念分析检索主题概念分析

明确课题的主要内容：形成若干个
既能代表信息需求又具有检索意义既能代表信息需求又具有检索意义
的主题词，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
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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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吸烟与肺癌的关系的文献
关键词 = 吸烟

and

主题概念的分析主题概念的分析 11------抽取检索词抽取检索词

关键词 = 肺癌
and

®®关键词关键词==（吸烟（吸烟 OR OR 抽烟）抽烟）AND AND 关键词关键词

==（肺癌（肺癌 OR OR 肺部肿瘤肺部肿瘤 OR OR 肺肿瘤）肺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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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概念的分析主题概念的分析 22------同义词分析同义词分析

—查找有关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文章

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

辅助设计辅助设计

CADCAD

CADCAD技术技术

CADCAD系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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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概念的分析主题概念的分析 33
使用不同位类的概念词使用不同位类的概念词

垃圾的处理垃圾的处理
回收

利用废弃物
同义词同义词 下位类词下位类词

垃圾的处理垃圾的处理 利用

掩埋

填埋
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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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概念的分析主题概念的分析 33

关键词=垃圾

关键词=废弃物

and

or

or

关键词=回收

关键词=处理

关键词=利用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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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概念的分析主题概念的分析 33

检索表达式：

关键词＝（垃圾 or 废弃物）and （处理
or 回收 or 利用）or 回收 or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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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概念的分析主题概念的分析 44

全息 防伪技术在包装方面的运用

= 关键词 = 全息

关键词 = 包装
and

检索表达式：关键词＝全息检索表达式：关键词＝全息 and and 包装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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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概念分析注意事项主题概念分析注意事项

v排除比较泛指、检索意义不大的概念，

v少用外延十分宽广的概念

v有些检索概念已经体现在所使用的数据v有些检索概念已经体现在所使用的数据

库中，这些概念也应该予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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