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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概念简单界定-媒介信息素养
PAR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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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信息素养的提出时代背景

• 碎片化
• 诱导性便捷

• 泛同性
• 圈层性通俗

大大降低 了
读者和用 户
知识诉求 的
兴趣，审 美
疲劳，价 值
判断迷茫 和
焦虑，甚 至
产生依赖 心
理。

优势：嵌入模式便捷、通俗易懂、知识壁垒相对低。

劣势：知识壁垒低，用户身份确定性低。



媒介信息素养的提出

Ø 新媒体使用中的娱乐化倾向
Ø  新媒体不良信息的负面响
Ø 对新媒体信息缺少辨识能力

存在问题

Ø 媒介素养教育最早是由英国文化研究学者F.R.李维斯与丹尼斯·汤普森在1933年提出并倡导，初衷是保护
公众免受不良媒介信息的影响。

Ø 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于1992年对媒体素养进行了界定，认为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
的选择能力（ability to choose）、理解能力（ability to understand）、质疑能力（ability to question）、
评估能力（ability to evaluate）、创造和生产能力（ability to create and produce）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 
ability   to respond thought fully）

Ø 国外学者詹金斯认为：新媒介素养应该被看作是一项社会技能，被看作是在一个较大社区中的互动方式，
而不应该被简单地看作是用来进行个人表达的技巧。

Ø 白岩松的全国高校巡回演讲——《对白·让我们和更好的你聊聊》在河北大学开讲时说的：“如果没有媒
介素养，连朋友圈都发不好。



媒介（广义）： 媒介即万物，万物皆媒介，媒介是人体的延伸。

                                  ---麦克卢汉（1964）
           石斧是手的延伸，车轮是脚的延伸，书籍是眼的延伸，广播是耳得的延伸

，电子是中枢神经的延伸。

       
       狭义与符号同义：“媒介是指承载并传递 信息的物理形式，包括物质实体

和物理能。前者如⽂字、各种印刷品、记号、有象征意义的物体、信息传
播器材等;后者如声 波、光、电波等。” (龚炜，1988)

       与传播形式同义：“媒介是⼀个简单⽅便的术语，通常⽤来指所有⾯向⼴⼤
传播对象的 信息传播形式，包括电影、电视、⼴播、报刊、通俗⽂学和⾳
乐。” (巴勒特，1986)

媒介定义：介于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用以负载、传递、延伸特定符号和
新消息的物质实体。包括书籍、报刊、广播、电影、网络、手机以及传播
机构......(印刷、试听、新媒介)
媒介素养：人们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创造和生
产、思辨及反应能力

                                                  

媒介及媒介素养







锦灰视读4《娱乐至死》：
在娱乐至死的时代我们的大脑是
如何被毁掉的







信息素养概念与内涵

信息素养概念（information literacy）
• 素养一词的两种理解——过程与结果。《辞海》中指经常
修习涵养，偏重素养获得过程；英语对素养(literacy)
的解释则偏重结果，一是指有学识、有教养，多用于学者；
另一层是指能够阅读、书写，有文化，对象是普通大众。
详见课本p3-4页

• 信息素养概念的提出——是后信息时代提出的概念。由美
国信息产业协会(IIA)主席保罗•泽考斯基1974年在提交
给全美图书馆学和信息学委员会(NCLIS)的一份报告中首
次提出，他将之解释为“利用大量的信息工具及原始信息
源使问题得到解答的技术和技能”。具有信息素养的人必
须在需要时能够识别、查找、评价和有效地使用信息。

• 信息素养不仅包括信息获取、收集、交流和利用的基础知
识与能力，还包括信息知识、信息意识、信息能力、信息
道德等。



信息素养内涵



国外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 
ü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评价标准 

• 系列一

   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的系列标准

  《高等教育信息素质能力标准》(2000) ；

  《信息素质教学目标：供高校图书馆员参考的范本》(2001)；

  《信息素质计划最佳实践特征：指导方针》(2003)

  《高校图书馆教学计划指导方针》(2003) 

• 系列二

   美国学校图书馆协会(AASL)和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学会(AECT)联合制定的《学   
生学习的信息素质标准》：信息素质、独立学习和社会责任三方面

ü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评价标准：它有 6 个一级指标，19 个
二级指标和 67 个三级指标

ü 英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评价标准 ：由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图书馆和利兹大学
图书馆（联合提出：信息素质能力指标体系由 8 个一级指标和22 个二级指
标组成。



我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 

• 清华大学孙平教授主持研究的北京地区高校信息素质能力
指标体系于2005年发布。由7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
61个三级指标组成。



媒介素养、信息素养和媒介信息素养的比较



比以往任何时代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清醒的头脑
来处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
的公众论题”的社会学问题。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
这是一个信任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

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
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
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 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



02 你需要知道的互联网信息源
PART TWO



个人为满足其信息需要而获得信息的来源就叫做信息源。
一切产生、生产、贮存、加工、传播信息的源泉都可

以看作是信息源。 

信息源概念：



学术文献信息源的类型

1. 按载体形态划分：印刷型、缩微型、视听型、机读型.
2. 按加工级次划分：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零次文献.

●零次文献：指未经公开发表或交流的文献.如实验记录，草稿，私人日记，
笔记，书信，草图等。

●一次文献 (又称原始文献) ：是以著者本人的研究或研制成果为依据而创作
或撰写的文章，是在科学研究中需重点查找的文献。
特点：系统性，创造性，多样性。如 期刊论文，专利说明书，会议论文，
技术标准，科技报告等。

●二次文献(又称检索性文献)：如书目，文摘,索引，题录等.

●三次文献(又称参考性文献)：如综述，专题述评，学科年度总结，数据手
册，百科全书等参考工具书.



学术文献种类

学位论文、会议文献、科技报告、专利文献、标准文献、科技
档案、政府出版物、产品资料。这八种归为特种文献。



lib.whu.edu

学术网站和学术机构网站

• 以学科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为主要对象，以学
术研究内容为主要内容，以满足学术信息交流
为主要目的的网站称为学术网站。

• 学术网站包括学科门户网站、学科资源网站、
学术机构网站、行业协会机构网站、学科专家
网站以及学科论坛网站等。



学科门户（综合、重点学科）网站
• 汇集某些或某个学科研究机构、研究课题、专著论文、会议消息等内容，为学科发

展提供信息交流平台的网站。

• 这类网站中，尤以国际学科门户网站为优。它们内容更新及时，能反映当前最新学
术动态，是跟踪学科发展的重要途径。例如：

Internet Scout：
https://scout.wisc.edu/archives/index.php
• 美国
• 专业的人员进行过内容的筛选和把关，包含的学科范围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学科范围。



Berkeley library：
http://guides.lib.berkeley.edu_x0002_
• 美国
• 人文科学与区域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3 个大类，涉及90 个学科领域



• LII：http://www.ipl.org/（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的学习和教学环境)
• 美国
生物、农业、医学、商业经济、文学、社会、经济与人口统计、教育、地理、物理、工程、计算机、数学、艺
术等学科的相关信息



方略知识管理系统：
http://www.firstlight.cn/index.aspx
• 学科提供集数据库服务、深度研究、专业咨询于一体的百科知识门户网站。
• 包括的学科范围有哲学宗教、社会科学总论、政治、法律、经济、航空航天、环境科学、安全科学28个学科网
站组成的学术网站。



• 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的图书情报学科信息
门户(http://www.tsg.net.cn/)

• CALIS“重点学科网络资源导航库”
http://navigation.calis.edu.cn/cm/
• 集中服务的全球网络资源导航数据库，
• 高校师生提供重要学术网站的导航和免费学术资源的导航。

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的图书情报学科信息门户
(http://www.tsg.net.cn/)



lib.whu.edu

学科资源网站

• 集中学科领域内的历史知识、
术语、学会组织、出版刊物、
会议消息、数据库等相关内容，
以方便专业人员日常学习和工
作为主要日的，以汇总资料为
主要特征，例如：中国数学资
源网和中国微生物资源网

     mathrs 

     micro.csdb 

http://www.mathrs.net/
http://www.micro.csdb.cn/


lib.whu.edu

学术机构网站

• 包括教育机构、研究机
构等，主要介绍学术机
构的构成、科研成果、
教育培训等信息。内容
以动态消息为主，目的
以宣传机构形象为主。
有的学术机构网站提供
全文电子版学术刊物。
例如：中国科学院金属
研究所网站imr.ac  

http://www.imr.ac.cn/


lib.whu.edu

学术机构网站—专业学会网站

l学会网站上的信息包括：学会介绍、最新消息、征
文启事、联机出版物和电子期刊、相关站点、论坛、
热门话题、专业培训、技术上的常见问题、标准信
息以及数据库等。其中，联机出版物、电子期刊、
标准信息和数据库是经常使用的信息源。从中我们
不仅可以了解最近的出版动态，甚至可以获得全文。
l例如：国际光学工程师学会（SPIE）的InCite数据库

（spie.org）收集了1991年到2000年的SPIE（包括
期刊、会议两部分）的文摘，数据量超过9万条。



lib.whu.edu

常见的科技领域学会网站

学会名称 学会缩写 网址

美国数学学会 MAA maa.org

工业和应用数学学会 SIAM esther.siam.org

美国物理学会 APS aps.org

国际光学工程师学会 SPIE spie.org

美国光学学会 OSA osa.org

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 AICHE www/aiche.org

美国化学学会 ACS acs.org

美国生物化学学会 – biochemj.org

美国计算机学会 ACM acm.org

英国电气工程师学会 IEE iee.org.uk

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 IEEE ieee.org



lib.whu.edu

常见的科技领域学会网站

学会名称 学会缩写 网址

美国机器人协会 IFR ifr.org

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 ASME asme.org

美国真空学会 – vacuum.org

美国陶瓷学会 ACERS acers.org

美国材料与测试学会 ASTM www/astm.org

欧洲化学学会 ECS ecs.tu_bs.de/ecs

德国化学学会 GDCN gdcn.de

国际测量和控制学会 ISA isa.org

图象科学和技术学会 IS&T imaging.org

国际材料研究联合会 IUMRAS mrecemis.ms.nwu.edu/iumrs/index.html

材料研究学会 MRS dns.mrs.org

制造工程师学会 SME sme.org



lib.whu.edu

• 以行业协会的专家为依
托，介绍政府政策导向、
发展规划、行业信息、
生产技术、科技成果、
企业及产品、市场动态、
数据统计资料等。内容
以技术综述信息和产品
经济信息为特点，目的
以推进技术经济信息交
流为主。如：中国电子
材料网网站

    

行业协会网站



lib.whu.edu

• 以介绍科研成果、论文著
作和硕博士生培养情况为
主。这些网站上常常有专
著和期刊论文全文，是了
解专家研究情况，获取论
文文献的一个重要渠道。
如：李德毅院士个人网页

 
thss.tsinghua.edu/ldy/r
esearch.html 

个人网站

http://www.thss.tsinghua.edu.cn/ldy/research.html


lib.whu.edu

学科论坛网站

• 提供BBS和博客等信息交
流工具、组织热点话题、
筛选学科新闻、评点学术
动态和推荐优秀论著等为
主要内容，是以网络为工
具发表专业见解的重要渠
道。例如：ABBS建筑论
坛 abbs/report 

http://www.abbs.com.cn/report


lib.whu.edu

搜索引擎

• 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是提供给用户进
行关键词、词组或自然语言检索的工具，简言
之，搜索引擎是一种因特网上信息搜索工具的
总称。

• 搜索引擎通过搜集网上的信息，如网站、网页、
URL以及非WWW形态的BBS、Telnet、FTP、
Newsgroup等，进行整理、组织、加工、处理，
建立存储这些信息的索引数据库，并提供基于
该数据库的检索。 



十个有用的学术搜索引擎网站

l 百度学术 - 保持学习的态度
百度学术是百度旗下的免费学术资源搜索平台，提供了海量中英文文献检索的学术资源，涵盖了各类学术期
刊、学位、会议论文，旨在为国内外学者提供最好的科研体验。

l 雅虎
l Yahoo | Mail, Weather, Search, Politics, News, Finance, Sports & Videos

雅虎曾经是全球第一门户搜索网站，2005年8月，中国雅虎由阿里巴巴集团全资收购，后来成为中国互联网
界位居前列的搜索引擎社区与资讯服务提供商。

3、Bing学术/微软学术
Bing 学术
Bing学术（微软学术）搜索提供海量的国外优质学术资源，涵盖各类学科的文献、期刊、会议论文，为学
术研究提供便捷。

4、Lycos
https://www.lycos.com/
Lycos是搜索引擎中的元老，是最早提供信息搜索服务的网站之一。整合了搜索数据库、在线服务和其他互
联网工具，提供网站评论、图象及包括MP3在内的压缩音频文件下载链接等等，共有26种语言供选择。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xueshu.baidu.com/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www.yahoo.com/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9%87%8C%E5%B7%B4%E5%B7%B4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cn.bing.com/academic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www.lycos.com/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0%9C%E7%B4%A2%E5%BC%95%E6%93%8E/104812


5、AOL美国在线

https://www.aol.com/
AOL一般指美国在线，提供电子邮件、新闻组、教育和娱乐服务，并支持对因特网访问，是美国最大因特网服务
提供商之一。

6、Accoona
https://accoona.com/
Accoona是一款美国的搜索引擎，名称来源于斯瓦希里语中的“hakuna matata”，其含义是“不必担心”。

7、百鸣
百鸣网站百科-百家争鸣，精彩内容尽在www.baimin.com
百鸣记录网站发展历程，追踪网站大事件，提供分类目录及网站收录包含购物网址大全、教育网址大全、旅游
网址大全、地方网址大全、设计网址大全、货源网址大全等。

8、学术公众号数据库——追踪社交媒体上的学术热点，写论文必备！
学术公众号数据库

9、思谷学术——谷歌镜像学术，一站式聚合搜索神器
思谷搜 · Siguso.com

10、荒鱼导航——上荒鱼不怕慌啦
荒鱼导航--考研、科研导航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www.aol.com/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A0%E7%89%B9%E7%BD%91/114119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A0%E7%89%B9%E7%BD%91%E6%9C%8D%E5%8A%A1%E6%8F%90%E4%BE%9B%E5%95%86/4994328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accoona.com/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www.baimin.com/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rank.linkresearcher.com/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siguso.com//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hyky.org/


lib.whu.edu

了解各类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及分类目录

sowang/l ink.htm



03 身边的图书馆信息源
PART THREE



图书馆资源总体介绍---资源构成



图书馆资源----图书馆以购资源



图书馆资源----图书馆免费资源



图书馆资源----图书馆试用资源



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提出于1998年,CNKI工程是以实现
全社会知识资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用为目标的信息化建设项
目，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发起，始建于1999年6月。

CNKI的文献资源类型包括：学术期刊、博士学位论文、优秀
硕士学位论文、工具书、重要会议论文、年鉴、专著、报纸、
专利、标准、科技成果、知识元、哈佛商业评论数据库、古
籍等，文献总量10190万篇。还可与德国 Springer公司期刊库
等外文资源统一检索。

  中国知网简介CNKI简介

http://www.cnki.net/


中国知网（CNKI）特点

中国知识
基础设施工程

专业的
学术文献网站

正规的
互联网出版平台



资源收录情况

中文期刊8810余种，5640余万篇；
                   外文5.7万余种，1.0余亿篇

 80余万项
 5900余部，22亿字

 博士40余万篇；                       
                   硕士400余万篇

 国内会议240余万篇；
            国际会议80余万篇

640余种，1810余万篇

 5140余种，3万本，3550余万篇

中国专利2350余万项；
             海外专利1.0余亿项

国家、行业、职业标
准全文及国内外标准题录共计
60余万条

论文300多万篇，案例3900多万篇，
法规108万篇200多家出版社的1万余部工具书



我校购买部分CNKI资源

我校购买部分CNKI资源费用



校内登陆CNKI



方式一：学校VPN系统

访问地址：http://webvpn.xauat.edu.cn/login

使用说明：

1、账号为统一身份认证的用户名和密码，教工用户名为工号，学生用户名为学号。

2、登陆后点击“图书馆主页”——“资源查找”，在资源列表中选择所需访问的数据库，访问地
址请选择“校内入口”。
方式二：图书馆校外访问系统

访问地址：https://vpn.lib.xauat.edu.cn/enlink/sso/login

使用说明：

1、输入用户名（工号/学号），密码同“我的图书馆”密码（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后六位）。

2、进入校外访问系统主界面，点击“图书馆数字资源”进入资源列表，选择所需访问的数据库，
访问地址请选择“校内入口”。

校外登陆CNKI



校外登陆CNKI



        登陆CNKI主界面



文献检索功能

一站式检

索

高级检索

跨库选择

学科限定

范围
限定

文献
检索

知识节点

知识网络

分组排序

可视化分

析

结果
处理

知网
节

在线预览

深入研读

单篇下载

批量下载

文献
下载

文献
阅读

  检索阶段   结果分析   阅读阶段



核心功能

不仅包含电脑端网站（www.cnki.net)文

献检索、下载等基础功能，重点提供个

性化定制、即时推送、热点追踪、智能

推荐、跨平台云同步功能。

个性化
定制

即时
推送

热点
追踪

智能
推荐

跨平台
云同步



04 检索案例
PART FOUR



检索案例：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检索诉求：1.找”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国内研究组织
                   2.国外研究组织
                   3.免费的国内研究刊物
                   4.国外研究期刊
                   5.国内主要网站



可持续发展意思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
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系统阐述了可持续
发展的思想。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达到发展经济
的目的。是一个经济研究的战略研究问题。可持续发展与
环境保护既有联系，又不等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方面。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
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
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通过上述扩展，

• 核心检索概念：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相关检索概念：
     生活质量  （Quality of life）
     环境承载能力（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OR Environmental  load）
     协调发展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感谢您的聆听

陕西知网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