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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就是一个解决人类未知的过程。

       选择方向很重要      科研方向 选题  （好的方向）

          吹尽黄沙始到金      科研传承 文献         （好的文献）

“我们都是在探寻真理”

杨振宁语‘真情妙悟铸文章’
                ‘审美准则同样是科学的最高准则’ 。
科学研究首先要有真情，得对这个事情发生
浓厚的兴趣；有了真情以后，你才会进行这
方面的努力，经历过努力、失败、再努力、
再失败的过程，取得了进展的话，就是妙悟；
有了妙悟以后，你才会有最终的结果——铸
文章。）

　莫言则谈道：“科学和文学虽然探索的方式不同，但从本质上讲都在探寻真
理和秩序，洞察宇宙和人心的奥秘。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与科学都在用不同
的方式追寻真理。”



选择课题前要做如下思考

Ø 研究什么（目标、对象与内容）

Ø 为什么研究（依据与目的）

Ø 怎么研究（方法与过程）

Ø 什么结果（成果与成效）

Ø 能否完成研究（条件与基础）



课题研究的七个环节
Ø 选题论证（主要探讨如何选题）

Ø 研制计划

Ø 申请立项

Ø 组织开题

Ø 实施计划

Ø 总结结题

Ø 运用成果深入研究



课题选择的原则

Ø 需要性原则；（理论、现实） 
Ø 创新性原则；（问题、方法、结果）

Ø 可行性原则；（主观、客观） 
Ø 科学性原则：（理论依据、研究方法、结 果解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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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选择的策略 

Ø 理论发展； 
Ø 社会需要； 
Ø 研究文献（注意发现研究文献中忽视的一 些问题、注意发现研究方

法存在的问题、注意发 现研究结果中相互矛盾的地方、对某些研究
的重 复）； 

Ø 科技进步（用新的方法对已有问题进行研究、 在学科交叉处选题、
根据本学科各分支的发展选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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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地震”为检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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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题名称表述的三要素

Ø 研究的对象（范围、领域）

Ø 研究的问题（内容）

Ø 研究的类型（方法）

       如《大学   整  体  改  革   实验（研究）》

             对象（领域）+ 内容+ 方法
§ 注意：
§ 名称切忌过大
§ 名称中避免错误
§ 名称文字要通顺
§ 名称表述应简洁
§ 名称要避免价值判断
§ 名称要采用陈述句
§ 名称与目标、内容及核心观点吻合



可帮助提供选题角度

（1）查看国家、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汇编》避免重复；

（2）为了保证题目的创新性，应利用中英文数据库CNKI、万方
SCI、EI等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使用关键词组合检索，确定课
题是否具有创新性；

（3）在前面检索的基础上，挑选阅览高品质期刊中的与课题相
关论文，因为这些期刊所刊登的文献反映学科的发展方向及最新
研究成果。 

（4）检索本学科领域的学者和团体，使用作者和团体或机构检
索途径，了解他们近期的研究成果，为自己的科学地选题奠定基
础。 



https://www.nsf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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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如何实施这一过程中的信息检索工作 

1. 根据你的选题明确检索目的，确定要检索的学科领域、主题
范围；

     例如：科技期刊系统出版延时对科技发展影响的科学计量评
价及其控制方法
学科领域：
a.一级：管理科学，二级：科学计量学；
b.一级：社会科学，二级科技哲学；
c.一级：信息科学，二级情报管理技术，文献计量学



如何实施这一过程中的信息检索工作
2、依托图书馆现有的信息资源库的分类目录，确定检索数据库

范围，检索年限；
3、根据前面的选题确定检索主题词，主题词的确定一定要准确

和全面，否则会漏检或误检；
例如：科技期刊、出版延时、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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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施这一过程中的信息检索工作

4、在此基础上进行初步的检索，如果命中文献太少，要调整主
题词和检索策略再次实施检索过程；命中文献太多，要调整
研究主题；

5、检索数据库的地域范围应该先从国内到国外，先中文后外文；
6、全面地引用与本项目相关的重要文献，并突出你的创新性。



科研过程中信息检索案例

地下矿井巷施工和采矿过程的动态变化模拟技术

       
 情景假设：这可能是导师给你的命题论文

                这可能是目前你酝酿的小论文方向

                这可能是你准备申请的国基金项目方向

需要做的工作： 1课题目前研究背景

                     2想研究的内容（大纲）

                     3收集研究的素材（论据）

                     4成果呈现（论文、项目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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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过程中信息检索案例
地下矿井巷施工和采矿过程的动态变化模拟技术

    
 1、课题目前研究背景：社会大背景（国家政策、行业重要会议）

                               专业背景（综述）

l 检索subject：地下矿underground mine ，
                       采矿mining

             井巷施工roadway construction; 
                       采矿生产mining production; 
                       动态模拟dynamic simulation
   战略规划strategy( plan* ,program*, layout , project)
l 检索平台的挑选：中国矿业联合会 

（ http://www.chinamining.org.cn/ ）
      ASIST（美国信息科学技术协会）/APEC/IMF/UN
l 综述平台选取：文摘型数据库CSCD，SCI，CNKI，万方

l Annual Review （https://www.annualreviews.org/）

             

视
野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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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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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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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主
题
词
翻
译：
C
N
KI
翻
译
助
手

http://dict.cnki.net/dict_result.aspx?searchword=%e5%9c%b0%e4%b8%8b%e7%9f%bf&tjType=sentence&style=&t=underground+mine
http://dict.cnki.net/dict_source_d.aspx?searchword=%e5%9c%b0%e4%b8%8b%e7%9f%bf&t=underground+mine
http://dict.cnki.net/dict_result.aspx?searchword=%e6%88%98%e7%95%a5%e8%a7%84%e5%88%92&tjType=sentence&style=&t=strategic+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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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费的怎么办







科研过程中信息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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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过程中的文献分析

地下矿井巷施工和采矿过程的动态变化模拟技术

       
 2、课题研究内容设计：

   亟待解决的问题（problem to be solved）
   研究不足（shortcoming of current）
   不系统

   不够科学，抽象

l 检索平台的挑选：CNKI研究热点，SCI题录检索，Bing学术
搜索引擎

l 二次分析工具（新趋势、新动态分析工具）：Citespace
      Hiscite(基于引文的分析软件，主要根据4个参数（GCS，
LCS，CR，L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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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过程中信息检索



主题1：科研过程中信息利用







科研过程中的信息跟踪
地下矿井巷施工和采矿过程的动态变化模拟技术     

3、注意最新成果（keep current）课题研究素材收集（实证、
案例、论据）：

   为支持观点而搜索出的案例、论据，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论据

   常用词汇：案例，研究报告，统计数据，导航，指南

                 case，resource，quide，report，survey
l 检索平台的挑选：

    Web science平台的sciece Watch ，
     数据库Alert工具

     RSS订阅工具

     ScieceDerect数据平台的 Top25
     述评性文章……
l 二次分析工具（新趋势、新动态分析工具）：Citespace
      Hiscite(基于引文的分析软件，主要根据4个参数（GCS，LCS，
CR，L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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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过程中信息利用

地下矿井巷施工及采矿生产过程的4D 时空变化动态模拟技术

       
4、成果的呈现发表

l 文章的发表

    检索平台的挑选：

   SpiScholar数据库的期刊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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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KI数据库期刊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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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Review

全面文献检索，信
息跟踪

综述、行业报告
政府报告

完成作品

研究素材收集（实证论据）

研究内容（大纲）

研究背景（前言）

第二部分、科研各阶段对文献的需求：

   JCR，出版社
网站，CNKI出版
物， Spischolar

行业协会、世界知名组织、SCI、
CSCD 文摘库， Spischolar

     CNKI研究热点，Citepace分
析，微软学术搜索  ，hiscite  ，
超星数字图书馆

   Alert，RSS，
Top25，Sciece Watch

前瞻性文献分析

需求文献 不同过程 可能要用到的检索工具及分析工具



下列情况会用到图书

●系统地学习知识；

●了解关于某知识领域的概要；

●查找某一问题的具体答案

图书检索包括：

●现存古籍检索；

●建国前、建国后图书检索；

●港台、海外图书检索

第三部分信息源类型



学术期刊（academic journal）是一种经过 的期刊，展示了

研究领域的成果，并起到了公示的作用，其内容主要以原创研究、综

述文章、书评等形式的文章为主。

下列情况会用到期刊

 ●当做学术研究时，了解与自己的课题相关的研究状况，查 
    找必要的参考文献；

 ●了解某学科水平动态。 

了解期刊利器：
收集国际和国内主要全文学术期刊近9万种，7万多种外
文期刊和近2万种中文期，完全覆盖CSI、SSCI、CSCD、
CSSCI、北大核心、SJR期刊
 

第三部分信息源类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C%E8%A1%8C%E8%AF%84%E5%AE%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A6%E8%AF%84


Ø A类一级：被SCI SSCI、A&HCI收录的期刊。学术界通常会把SSCI、
A&HCI论文放在最前边。

Ø A类二级：CSSCI期刊。CSSCI期刊的学术水平在国内教育界被认可
和推崇，是统计“211工程”建设成效、申报各级重点学科、博士点的
重要数据，部分CSSCI期刊是高校公认的具有代表性的顶尖期刊。

Ø A类三级：属二级学科的全国权威性专业期刊。比B类水平高的重要
期刊，可以作为高校科研能力比较、博士论文、省级国家级重点学
科申报、教师高级职称评审的重要指标，通常都是某专业内的重要
期刊。

Ø B类：其他被CSSCI收录的期刊，以及ISSHP收录的论文、新华文摘、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的论文都算是B类。

Ø C类：没有被CSSCI收录但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的期刊， 
在学科内有重要影响。

Ø D类：有的学校将自己主办的等级不高的刊物列为D类以培养刊物，
有的学校干脆把其他与本学校专业相关的普刊都列为D类，所以D类
数量最多最庞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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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各学科的核心期刊
全面的收录信息、评价信息

丰富的中外文学术资源
论文、摘要、图书等



学科门类

收录体系

对应学科

收录体系 对应学科 核心期刊



很多文章都是最先以会议文献的方式公开，会议文献
是了解世界水平动向的重要途径和获取科技情报的重

要来源。

下列情况会用到会议文献

●当做学术研究时，了解与自己的课题相关的研究状

    况，查找必要的参考文献；

●了解某学科水平动态。

第三部分信息源类型



学位论文大多质量较高，有新的信息，

是一种很有参考价值的文献。

下列情况会用到学位论文

●科学研究开题前的文献调研

●博硕士研究生撰写开题报告时

第三部分信息源类型



       全世界发明创造成果约90%－95%首先出现在专利文献

中，而且一般80%以上的专利文献不会再以其它形式（论文、

会议等）发表，专利文献对于了解各个领域的最新技术水平

非常有价值。各国专利法还明确规定，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

必须具备工业实用性。因此，专利文献比一般的科技文献更

具有实用性。

（5）专利文献
第三部分信息源类型



下列情况会用到专利文献

●在申请专利前,检索相关的专利文献,确定该项发明创造是否能被授予

专利权；

●开发新产品，投入新项目，先查专利文献，寻找技术方案；

●从专利文献中了解某领域的技术水平及发展的最新动态；

●开发新产品前，检索专利，了解现状，避免侵权；

●利用权利情报，参谋进出口业务；

●专利诉讼时，帮助寻找证据，处理专利纠纷。



世界上最著名的科技报告是《美国政府工作报告》，由美

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技术情报服务局（ National Techn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简称 NTIS ）编辑出版，主要有AD、

PB、NASA及DOE四大报告，其中PB报告侧重于民用工程

技术；AD报告侧重于军用工程技术；NASA报告报导航空

航天技术；DOE报告侧重于能源技术。

第三部分信息源类型



下列情况会用到科技报告

●当做学术研究时，了解与自己的课题相关的研究状况   

    ，查找必要的参考文献；

 ●研究尖端学科或某学科的最新研究课题。

第三部分信息源类型



标准文献中记录的数据，是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取得的，
并且随着科技发展和时间的推移，不断修订、补充和废

除。
下列情况会用到标准文献

●产品设计、生产、检验；
●工程设计、施工；

●进出口贸易；
●写作、文献著录等各个方面。

第三部分信息源类型



除图书馆收藏的百科全书外，互联网

上也能找到一些免费使用的百科全书：　

如：　Encyclopedia微软电子百科全书　 

http://encarta.msn.com/reference 　　

　Encyclopedia.com　

 http://www.encyclopedia.com

下列情况会用到百科全书：当你对一个知识点需要有概

括的、全面的了解时，百科全书是最好的选择。

（8）   百科全书
第三部分信息源类型



通常每天或每周发行，它收集了时事和新闻的各
种文章，所以阅读报纸是了解时事与新闻的最佳
途径。许多报社在它们的网站上发布最近的新闻
和相关评论。所以报纸最大的优势是时效性强。

下列情况会用到报纸

●为了找到关于国际、国内和本地事件的最新消

息；

●为了找到社论、评论、专家或者大众的观点。

●寻找关于流行文化的信息和观点；

  ●关于体育或电影明星，生活、娱乐新闻

第三部分信息源类型



下列情况会用到www资源

★了解时事新闻；

★获得公司或各级政府的信息；

★获取免费的学术资源；

★许多知名专家在网上建立自己的个人主页，访问他们的主

页，不仅可以和他们联系和交流，而且还可了解其最新的研

究成果，为自己的研究与学习提供有效的帮助。

★参与BBS讨论，发表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也了解别人

的相关意见。

第三部分信息源类型





1.中外文网络数据库、电子期刊

www.themegallery.com LOGO

        我馆信息源状况

  13         SpiScholar学术资源在线        文摘     综合

  14          Web Science （CSCD）         文摘     综合



   2.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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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信息源状况

序号 学位论文名称 类型 学科范围 年代

1 中国优秀博硕学位论文库 全文 综合 1999～

2 万方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全文 综合 1977～

3 PQDT学位论文 文摘、全文 工程 1861～

4 本校学位论文库 文摘 综合 1999～



3.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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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信息源状况

序号 电子图书名称 类型 学科范围

1 方正电子图书 全文中文图书 综合

2 超星电子图书 全文中文图书 综合

3. 中图科技外文电子图书 全文外文图书 科技

4 BKS外文原版电子图书 全文外文图书 综合

5 读秀学术搜索 图书文献传递 综合

6 百链云学术搜索 期刊文献传递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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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2：我馆信息源状况

4.视频资源

5.自建特色数据库



科研选题的几个要素1

2

信息全文获取3

选题过程中的信息检索





文献传递：中文读秀学术搜索、英文Spischolar、最

后CALIS平台

                





例：
 Complexation of anthracene with folic a
cid studied by FTIR and UV 
spectroscopies
YY He, XC Wang, PK Jin, B Zhao, X 
Fan - Spectrochimica Acta Part A …, 
2009 - Elsevier
Abstract Toxicity and transformation

http://www.spischolar.com/scholar/redirect/8cd3f6675341c9f91c13702d6381fba5?batchId=311009872a2e7d322a9f498df5cdf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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