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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过程中信息需求的特点

• 专业性

• 科学性
–系统性、准确性、完整性

• 类型多样
–研究论文、报告、科技数据

–期刊、会议文献、学位论文、图书、
标准、专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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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信息利用的因素

• 科研业务的不同

–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品开发

• 知识结构

• 信息素质

• 社会环境

–经济、文化、科技、信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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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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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信息交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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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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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数据，网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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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时代
– 笔记本、智能手机、个人信息助理

• 信息海洋

• 科研的任务更加艰巨
– 深入探索未知领域

• 综合利用各种类型的信息
– 文献、事实、会议、口头……

• 掌握一定的方法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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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大的“科研工作者的信息修炼”系列课程

http://biotech.ustc.edu.cn/forum/viewthread.php?tid=9036&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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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获取利用要素

• 信息源的选择

• 信息途径的选择

• 信息检索策略的制定

• 获得文献线索，文献筛选

• 获取全文，阅读

• 信息资料的管理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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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利用实例

• 科研立项中信息的综合利用

–基金信息、背景资料、课题查新

• 科研实施中信息的综合利用

–进展跟踪、学术交流、会议信息

• 科研结题中信息的综合利用

–发表成果、影响力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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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信息

• 信息源:
–国内：基金委、科技部、卫生部网站

–国外：NIH、NSF、NASA网站

• 查阅申请指南

• 查询在研项目
–分类浏览

–关键词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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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申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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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H Funding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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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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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ER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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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RProj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Projects in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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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T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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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知识

• 信息源:
–经典教材、参考工具书、电子图书

–词典、在线翻译网站

–搜索引擎、维基百科、百度百科

–MEDLINEplus

–PubChem

–Best Practice等商业数据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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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MedSearch 生物医学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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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eme彩图电子图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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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秀电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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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tionary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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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KI翻译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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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pedia 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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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line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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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C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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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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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Health Image Library (P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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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数据

• 信息源:
– 卫生统计年鉴
– 官方网站

• WHO,CDC
– 事实型数据库

• Infobank
• Integrity
• thomson-pharma

– 文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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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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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Diabete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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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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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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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son-pharma

2011/9/23 35医科院图书馆系统讲座之五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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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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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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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查新-1

• 信息源:
– 综合文献数据库（期刊为主，包括全文库）

– 学位论文数据库

– 专利数据库

– 会议论文数据库

– 成果数据库

– 搜索引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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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查新-2

• 检索途径（多种途径的组合）

–主题途径

–分类途径

–关键词途径

–引文途径

在查全的基础上查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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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查新-3

• 检索策略的制定
–确定检索用词（关键词、主题词）

–对检索进行限定

–截词符、通配符或词组

–运用逻辑运算符对条件进行组合
• AND、NOT、OR

–使用其它邻接连接符
• SAME、NEAR

2011/9/23 42医科院图书馆系统讲座之五



课题查新-4

• 执行检索，结果评估与文献筛选

–评估检索到的记录与数量

–看关键词的位置与频率，与检索要
求的相关性

–评价文献类型

–快速浏览，检查是否为所需信息

–深入评估是否需要保存，获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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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查新-6

• 获取全文，阅读文献
–电子版的全文链接（权限）
–本地图书馆的印刷版全文

• OPAC
–其它机构的资料

• 馆际互借、联合目录、机构仓储

–文献传递服务系统
• NSTL、CALIS、……

–他人求助
• 作者、丁香园、小木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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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NSTL获取全文流程

• 登录www.nstl.gov.cn

• 文献检索或通过期刊浏览 （免费）

• 在检索结果中选择需要的文献

• 代查代借

• 订购全文（注册用户—收费）

• 24小时内接收

• 全文文献直接获取网络版全文（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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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查新-7

• 文献资料的管理、分析与利用

–创建完整的参考文献列表

–建立特定主题文献数据库

–阅读后为文献进行分类，写笔记，
对比分析，寻找创新点

–日后做为参考文献进行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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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

2011/9/23 48医科院图书馆系统讲座之五



Note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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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文献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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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利用实例

• 科研立项中信息的综合利用

–基金信息、背景资料、课题查新

• 科研实施中信息的综合利用

–进展跟踪、学术交流、会议信息

• 科研结题中信息的综合利用

–发表成果、影响力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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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跟踪

• 方法
–检索策略定期更新

–核心作者跟踪

–核心期刊跟踪

• 工具
–RSS
–Alter
–文献管理软件（资料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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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检索策略-R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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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RSS源

2011/9/23 55医科院图书馆系统讲座之五



保存检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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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文献王-自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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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 邮件列表

• QQ群、MSN群

• 论坛

• 学术社区

• Facebook、人人网

• 博客、播客

• 微博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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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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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2doc-Doctors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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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信息

• 会议信息是比期刊更为快速、前沿、
创新思想的重要信息资源。

• 参加会议
–学协会网站

–会议网站

–博客

• 获取会议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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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协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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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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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Conference全球会议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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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论文

• 中国医学学术论文数据库CMAC

• 中国和西文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

• 中文与西文会议文献题录数据库（NSTL）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CNKI）

• 科技会议录引文索引（CPCI，原ISTP）

2011/9/23 66医科院图书馆系统讲座之五



信息利用实例

• 科研立项中信息的综合利用

–基金信息、背景资料、课题查新

• 科研实施中信息的综合利用

–进展跟踪、学术交流、会议信息

• 科研结题中信息的综合利用

–发表成果、影响力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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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成果

• 撰写研究报告

• 选择投稿期刊

• 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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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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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OW- Australian Research 
Repositories Online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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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投稿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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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Precedings预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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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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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查询（学术质量评价）

• 论文的被引用情况
–Web of Science(SCIE、SSCI)

–Scopus
–Google Scholar
–CNKI、CMCI、CSCD

• 学者的学术影响力
–Researche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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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合理引用

• 科研过程中，请尊重知识产权和学
术伦理，严禁抄袭剽窃，充分理解、
尊重前人及今人已有之相关学术成
果，并通过引证、注释等形式加以
明确说明，从而在有序的借鉴、继
承中加以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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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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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立项

• 基金信息

• 背景资料

• 课题查新

科研实施

• 进展跟踪

• 学术交流

• 会议信息

科研结题

• 发表成果

• 影响力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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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信息服务部 张玢

电话：010-52328950

E-mail:binzhang@imicam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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