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利用电子资源助力论文及科研选题

武汉大学图书馆 胡永生



难

为“文”消得人憔悴？

不难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耗费时间&精力&心血

多读多思多写，
水到渠成

写一篇高质量文章难不难？



缘起：论文写作要求越来越高

• 课题和毕业论文对创新性要求

• 论文发表难度越来越大（主要是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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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题方法的回顾01

 选题原则
 选题途径



关于选题的简单回顾

 学术论文的定义

 论文选题

 论文写作的关键环节

 B站搜“武汉大学图书馆小布”，

其中的一讲“高颜值论文炼成记--

--论文选题写作”有关于选题的详

细介绍



关于选题 的回顾

环境科学？

思考：生态绿色发展相关研究可能涉及哪些学科？

 选题“荒”？

 作业和论文要选题了，有点“慌”？



如何选题

建筑科学
与工程

经济学

环境科学

思考：生态绿色发展相关研究可能涉及哪些学科？

法律

 论文写作从一个好
的选题开始！

 一个好的选题就相
当于成功了一半！

角度选得好，处处皆是文章

文化、科
学、教育

农业科学



如何选题 生态绿色发展不同学科发文情况



图书馆丰富的电子资源为选题
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02

图书馆有各类型资源可以为选题提供服务



重点：假设已
有一个课题，
或一个想法，
或一个念头，
或一个灵感

论文及科研选题调查

课间调查：写作习惯

 一挥而就，形成论文？

 仔细调研，慎重选题？

能不能形成作为一个
选题，并在此选题的
基础上形成论文？



查证观点是否新颖可行01

边查边收集资料和案例，为论文开题写作提供思路

02

03

重点：假设已
有一个课题，
或一个想法，
或一个念头，
或一个灵感

论文及科研选题调查

推荐：充分利用电子资源，慎重选题

优化并确定选题，避免半途而废，避免重复劳动



信息检索应贯穿课题研究全过程

51%

8%

32%

9%

科研人员科研过程中花费时间比例

查找和消化科技资料

计划思考

实验研究

书面总结

科研人员花费在科技出版物上的时间大约为全部科研时间的60%......

—美国科学基金会http://www.nsf.gov



图书馆丰富的电子资源为选题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国内外发表的
与该课题相关
的文献

现有选题
或观点
或念头
或灵感

 对查出的文献与拟写选题进行对比分析；最后根据分析结果对拟选选题及拟写作内容的“新颖

性”进行判定，确定能否继续该选题的研究与写作

 基本要求是查全查准，图书馆丰富的资源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对比



电子资源7*24小时开放服务

论文选题过程中图书馆丰富的电子资源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商业数据库
• 收费、信息更权威
• 需所属机构授权（如武汉

大学的师生，需通过校园
一卡通登录



图书馆数据库导航页面

中文库(部分）
外文库(部分）



图书馆可供利用的电子资源类型

按文献类型划分

电子期刊

电子图书

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

科技报告

标准

报纸

多媒体

统计数据

......

文摘型

全文型

事实型

按加工级别按语种

中文

外文

中外文混合



文摘型数据库

• WOS核心合集（SCI、SSCI、A&HCI，CPCI-S, CPCI-SSH)

（2万多种期刊，重要的会议论文）

• SCOPUS（24000多种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900多万篇学

术会议论文，22万多种图书））

• EI(工程索引）（5000多种工程期刊、会议文集和技术报告）

• CSA、OCLC、PQDT 、CASHL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目次库

（开世览文）

• 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CD（中国科学引文

索引）



期刊文献数据库

• 常用中文期刊库

中国知网(CNKI)、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万方数据服务平台……

• 常用外文期刊库

Elsevier ScienceDirect 、 Springer电子期刊及电子图书、Wiley

电子期刊和电子书、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 Taylor &

Francis 期 刊 数 据 库 、 Nature 电 子 期 刊

、EBSCOhost平台（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 Business

Source Complete)， 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 ……



学位论文库

• 中文学位论文库

武汉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

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AiritiLibrary台湾学术文献数据

库（硕博论文数据库）……

• 外文学位论文库

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OCLC Firstsearch ……



武汉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武汉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武汉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会议论文库

• 中文会议论文库

中国知网（国内外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会议论文数据库）……

• 外文会议论文库

CPCI-S（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Science）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

CPCI-SSH（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会议录索引

ACM(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含会议文献）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含会议文献）

EI(含会议文献)

……



会议论文库



数据类数据库

 中国知网（年鉴）、搜数网、中经网统计数据库、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高校

财经数据库（原中国资讯行数据库）、……



问题讨论

从刚才学习的内容中，以下哪个或哪些数据库能查期刊文献(全文或摘要均

可）？

A  中国知网 B  维普数据库 C   SpringerLINK D  Elsevier SDOS



问题

从刚才学习的内容中，以下哪个或哪些数据库能查学位论文(全文或摘要

均可）？

A  WOS平台 B 维普数据库 C 万方知识服务平台

D 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图书馆电子资源校外访问方式03

两种校外访问方式



PART 03
图书馆电子资源
校外访问方式



图书馆电子资源校外访问方式（两种方式）

通过数据库导航
页面登陆后访问
数据库

武汉大学VPN方

式登陆



第一种方式 通过数据库导航页面登陆后访问数据库

1   进入图书馆官

网，点击“数据库

导航”链接进入数

据库导航页面



第一种方式 通过数据库导航页面登陆后访问数据库

2  点击数据库导航

右上角的“登陆”



第一种方式 通过数据库导航页面登陆后访问数据库

3  在弹出的界面，输

入账号和密码（与登陆

武汉大学信息门户的账

号密码一致），登陆后

即可在校园网外使用数

据库。



第二种方式 武汉大学VPN方式登陆



数据库访问故障排查



数据库访问故障排查



信息资源检索技巧04

• 检索词的确定与扩展

• 计算机检索相关技术

 布尔逻辑检索: AND\OR\NOT 

 截词检索

 词组检索

 字段限定检索



检索词的确定与扩展

优先选用主题词

选用常用的专业术语（不同的学科有相关的专业术语。例如金融学领域有“风险备用金”、“等额本

息还款”; 法学领域有“正当防卫”、“避险过当”等。）

避免选用高频词或低频词

“分析”、“研究”、“应用”、“方法”、“发展”、“设计”



检索词的确定与扩展

扩展的重点：挖掘隐含词，提取潜在的检索词，扩充同义词、近义词、上位词、下位词、缩写词等。

 同一名词的单复、

动词、动名词、过

去分词形式等数

如生产有 product，

production，producing，

produce，productive等，词根相

同时，可用截词符解决。

……

 同义词、近义词、上位词、下位词

 如水果榨汁，不仅要选 fruit ，也应选各

种水果，如 pear、 orange、 plum、

peach、 apple、 pineapple等，反之，

如某一种水果保鲜则应参考水果保鲜。

 全称和简称均选用

 数控 numerical control(全

称）与NC(简称）

 同一概念的几种表达方式

 如化学分析有 chemical 

analysis，analytical 

chemistry，chemical 

determination，composition 

measurement等。



基础知识：布尔逻辑算符

与/AND/*、或/OR/+,非/NOT/- 优先级：NOT>AND>OR

图示 表达意义 作用 举例

检索结果中同时
出现所有检索词

缩小检索范围，提高查准率 人工智能 AND 智慧城市

检索结果中至少
含有一个检索词

可扩大检索范围，提高查全率（通常同
义词，近义词，上位词，下位词或词的
不同表达方式可以用此方法连接

数控 OR 数值控制 OR 数字
程序控制

检索结果排除某
一检索词

缩小检索范围，提高查准率 苹果 NOT 烟台



基础知识：布尔逻辑算符

检索式组合举例：

(人工智能+AI+机器学习+神经网络+深

度学习)*(智慧城市+数字城市) - 美国



以下检索式是什么含义：

（计算机 OR 电脑）AND 制图 NOT 法国

讨论题



• 在检索词前或后或中间截断有限或无限
的字母，如

• machin* 可检索machine、
machines,machining……

• *chemistrys可检索microchemistry、
acrochemistry

• wom?n可检索woman,women

基础知识：截词检索

截词检索实例：(Ai OR artificial intelligen* 

OR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 ) AND

( intelligent cit* OR “smart cit*）



•将一个词组或短语用双引号“ ”括起作

为一个独立运算单元，进行严格匹配，以

提高检索准确度。

基础知识：短语检索或词组检索

问题：通常情况下，在其他所有检索条
件都一样的情况下， ”numerical control”

和numerical control检索结果哪个多？



• 组成数据库的最小单位是记

录，一条完整记录的每个著

录事项为字段。

• 在许多检索检索系统中，为

了提高查全率或者查准率，

需要将检索过程限制在特定

的字段中，即字段检索。

字段检索

西文数据库常用字段 中文数据库常用字段

字段名称 字段代码

Abstracts AB 文摘

Author AU 作者

Corporate Source、Organization、Company CS 机构名称

Descriptor、Subject DE 叙词/主题词

Document Type DT 文献类型

Full-text FT 全文

ISSN ISSN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Journal Name、Publication Title JN 期刊名称

Keyword、Topic KW 关键词

Language LA 语言

Publication Year PY 出版年

Title TI 题名



问题讨论

在作者字段和题名字段分别检索“鲁迅”，检索的结果有什么区别？



利用电子资源查找资源并进行选题优化05

案例:慕课的游戏化方式研究



案例

小明同学是游戏达人，由于网上教学方式不断发展，某日脑洞大开，思索能否将在线课程与

游戏化方式结合，提高同学们的学习兴趣。由于在线课程多以慕课的形式开展，因而初拟了

一个题目“慕课的游戏化方式研究”。

我们现在要研究：他的选题有新颖性吗？如果以此为选题，有哪些方面可以写作呢？



检索第一步 分析课题

 就是分析出课题所涉及的核心概念和辅助概念。

 核心概念，是指课题研究的主要对象。

 辅助概念，指一些没有专业意义的概念。

 例如：课题“慕课的游戏化方式研究”的核心概念是“慕课” “游戏化” ，辅助概念是“研

究” 。



检索第二步 进行概念切分

 切分是对课题的语句以关键词为单位进行拆分，转换为检索的最小单元。

 如 “慕课的游戏化研究”，可切分成“慕课、游戏化、研究”几个小单元。



检索第三步 确定检索词（进行概念扩充）

检索词 中文检索词及扩充词 英文检索词及词的扩充

慕课
慕课，MOOC,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大规

模网络开放课程，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MOOC, MOOCs,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online learning resources

游戏化 游戏，游戏化 Game,gamification,gaming

对检索词进行扩展（同义词，近义词，上位词，下位词等）



检索第四步 构造检索式

中文检索式：SU=(慕课 + MOOC  + 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 + 大规模网络开放

课程 +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 游戏

英文检索式：SU=(MOOCs OR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OR “online 

learning resource*”) AND gam*



语种

文献
类型

加工
类型

从查全的角度选择数据库，
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中文库、外文 库

电子期刊
电子图书
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
科技报告
专利

文摘型
全文型
事实型

检索第五步 选择检索数据库



检索第六步 选择检索数据库

中文数据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数据库） 英文数据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数据库）

中国知网(含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数据库等） WOS（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含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等)
SCOPUS

维普期刊数据库 Elsevier ScienceDirect

读秀学术搜索 Springer电子期刊及电子图书

Wiley电子期刊和电子书

Taylor & Francis

JSTOR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EBSCOhost

武汉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 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专利数据库 USPTO Patents（美国专利）、Europe Patents(欧洲专利)



万方数据库检索



万方数据库检索



万方数据库检索



万方数据库检索



万方数据库检索



万方数据库检索



万方数据库检索



万方数据库检索



万方数据库检索



万方数据库检索



万方数据库检索



WOS平台搜索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多学科学术文献文摘索引数据库，包含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学科的文献，数据来源于期刊、会议录等，数据库每日更新。

（1）3个期刊引文数据库——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和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A&HCI）。数据来源于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艺术及人文科学等多学科领域的超过2万种期刊。

（2）2个会议论文引文数据库——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CPCI-

S），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CPCI-SSH)。



WOS平台的使用

通过上面的检索，获得了201条文献。数据库具有二次检索的功能，可通过访问类
型、年份、学科类别、文献类型、来源出版物、关键字等精炼检索结果



WOS平台的使用

获取前沿研究信息–查看最新发表文献

搜索结果按照
发表日期（最
新日期）排序，
查看最新发表
文献。



WOS平台的使用

高被引论文



WOS平台的使用

了解领域中的研究历史和研究背景–文献综述

在检索结果左侧选择

文献类型中的

“Review”,可查看文

献综述，了解该领域

的研究历史和背景。

此次检索有8篇综述文

献。



WOS平台的使用

研究信息的多维度分析–文献搜索结果分析

对检索结果进行分析，可一

键查看七大维度的分析结果，

包括各年度发文，高发文国

家/地区、作者、机构、学

科交叉等背景信息。



学位论文库搜索

• 中国知网优秀博硕士论文数据库

•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 武汉大学博硕士论文数据库

• 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专利搜索？

 万方专利数据库

 中国专利数据库

 USPTO

 欧洲专利数据库

 等等

 应用类课题需要进行专利搜索



根据文献查找结果进行调整

检索结果太多,是否很多文献不相关？

• 严格限定检索范围：学科领域、时间、
文章类型，关键词出现的字段等；

• 选择与检索主题密切相关的词和专业术
语，避免用太宽泛的词；

• 使用词组检索或位置检索；
• 在检索结果的基础上进行二次检索；
• 增加用“AND”联结的概念；
• 利用逻辑“非”进行限制；

检索结果太少，是否漏掉了相关文献？

• 检查检索词拼法是否正确。

• 放宽检索要求，提高检全率
• 去掉某个方面的检索要求；
• 放宽检索范围：学科领域、时间、文章类

型等不作限制；
• 将题名、关键词字段改为摘要，甚至全文

字段；
• 更全面地考虑检索主题，增加选用上位词、

同义词、近义词及缩写形式；
• 如：HIV OR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 采用截词检索法，可以检索到大多数单词

单数、复数和所有格，不规则单词除外；
• 如：cit* 可以检索出

city,cities,city’s,cities’
• 减少用“AND”或“NOT”算符联结的概念；
• 增加用“OR”联结检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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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文文献



文献查找结果汇总 部分外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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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查找结果分析与比较

 中外文文献均有关于慕课游戏的相关研究。

 已有文章有理论和实践。研究如游戏意愿，游戏与MOOC的整合途径。游戏化涉及在不同学科（如信息素

养，耳鼻喉科），涉及游戏化设计模型，等等。

如果查出的文献与自己要做的论文的新颖点不同，则可以继续这个课题研究；

如果查出的文献，与自身拟做课题内容几乎一致，则自身的新颖点被否定，需要重新寻找选题。



选题优化与确定

 通过全面查找资料后，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选题和写点可从一个以下方面进行提炼和深入，并判

断自己选题的价值及是否可行

• 新观点、新模型：过去没有人这样看问题

• 新方法：过去没有人这样分析、解决问题（ 新产品结构、成分、材料、配方创新； 功能、效果或

应用创新）

• 新结论：过去没有人得到这样的结果

• 综合归纳



文献查找总结

通过查看最新文献、综述文献、高被引文献，并借助数据库具有的分析功能，

可获取课题的历史研究与最新进展。确定选题是否有研究的价值

如果要继续该选题开展研究，这些资料也可以作为未来论文的参考资料。



论文调研总结

通过阅读文献

选题可行

学习其结构

学习其语言风格

寻找论文可支撑的

案例

选题不可行 重新选题



选题调研的副产品

寻找论文的支撑案例（从已发表论文寻找支撑案
例）

 论文需要有力的支撑材料作为论据

才能言之有理

 从已发表论文中寻找支撑案例

 详尽地占有材料才能下笔如有神



总结：选题优化与确定的关键因素

• 分析课题（观点、灵感），找出可能存在的新颖点，作为查证的检索点；

• 熟悉数据库检索技巧；

• 充分利用中外文数据库进行查证；

• 检索结果的调整与处理；

• 作出选题是否新颖，能否继续研究下去的判断



延伸学习推荐

更多检索技巧，请见



课后思考

你有没有一个既往的选题，如果有，是否考虑

调研后，形成一个有意义的选题并写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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