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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网络信息资源概论

Introduction to network information resources
PART ONE



1.1 IP地址

在网络中为了区别不同的计算机，需要给计算机指定一个连网专用

号码，这个号码就是“IP地址”。其遵循IP协议，即 “网络之间

互联的协议”。

 IP地址是一个32位的二进制数，分为静态IP和动态IP两种

 例如：科大静态IP地址：202.38.74.91



1.2 网址和域名

由于IP地址全是数字，为了便于用户记忆，Internet上引进了域名服务系统

DNS（Domain Name System）。域名主要由以.分隔的若干数字或字母组

成，如百度域名为：“baidu.com”。

域名加上协议类型和服务器名，构成网址，比如“http://www.baidu.com”。

输入网址时，www通常可省略。

统一资源定位符（URL）：由协议类型、服务器名、路径和文件名组成，如：

http://wenku.baidu.com/view/288e6ac2aa00b52acfc7ca42.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1496.htm



1.3 域名与网络信息资源的关系



1.3 域名与网络信息资源的关系

.com 商业公司 .edu 教育机构

.net 网络服务 .gov 政府部门

.org 组织协会 .mil 军事机构

随着internet向全世界的发展，除.edu、.gov、.mil一般只被美国专用外，另

外三类.com、.net、.org则全世界通用，因此通常称为“国际域名”。

由于国际域名资源有限，又加上地理域名，如.us、.cn，而.cn顶级域下也按

照类别和区域划分了二级域：如.ac (科研机构)。

.com.cn 中国商业公司 .org.hk 香港组织协会 .edu.sg新加坡教育机构



1.4 网络信息资源的类型及特点

按来源划分：

可分为政府信息资源、研究机构信息资源、大学信息资源、公司企

业信息资源、社会团体信息资源、个人信息资源等

按内容的表现形式和用途划分：

可分为全文型信息、事实型信息、数值型信息、数据库类信息、实

时活动型信息等



1.4 网络信息资源的类型及特点

特点

数量庞大，增长迅速

内容丰富
覆盖面广

共享程度高
使用成本低

质量参差不齐，有序与无序并存

SE



CNNIC统计数据（截至 2018.12 ）

中国网民规模达8.2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9.6%

中国网站总数为523万，半年增长4.8%；“.CN”网站数为326 万个

中国网页数量为2816亿个

我国搜索引擎用户规模达6.81亿，使用率为82.2%，搜索引擎是网民使用率最高

的互联网应用之一

我国手机搜索用户数达6.54亿，使用率为80.0%

主流搜索引擎平台大力发展信息流产品，吸引用户流量、增加广告收入



02 搜索引擎概述
Introduction to Search Engines

PART TWO



新时代三大搜索引擎？



主流的搜索引擎



Forbes 中国富豪榜



2.1 搜索引擎定义

搜索引擎，对应英文为Search Engine（SE），是指根据一定的

策略、运用特定的计算机程序从互联网上搜集信息，在将信息进行

组织和处理后，为用户提供检索服务，将用户检索相关的信息展示

给用户的系统。

《搜商：人类的第三种能力》

——人类一种通过工具高效获取知识的能力



2.2 搜索引擎简史

1990年，历史上首个真正意义的搜索引擎Archie出现，用于FTP服务器，并非Web。

1994年，Infoseek创立，正式推出搜索服务。百度创始人李彦宏为当时Infoseek的核心工程

师之一。

1994年，杨致远与David Filo创办Yahoo！，雅虎因目录搜索而名噪一时。

1996年，Larry Page与Sergey Brin在斯坦福大学开始名为BackRub的搜索引擎技术项目，

并于1998年正式创办Google（2010年，Google退出中国大陆市场）。

2000年，李彦宏与徐勇创立百度，提供搜索技术。2001年，百度作为搜索引擎正式上线。

2004年，微软推出搜索引擎MSN Search。2009年，改名为Bing。

2007年，搜狐推出搜狗搜索引擎，2013年，腾讯战略入股搜狗，腾讯SOSO并入搜狗。

2012年，360搜索推出；2013年，有道宣布与360达成战略合作，2015年更名为“好搜”。



2.3 搜索引擎市场占有率

Google

Baidu



2.4 搜索引擎面临的挑战

目标：智能化理解用户的提问，并将最准确的检索结果快速直观的

呈现给用户

现状：搜索引擎的付费推广业务，如竞价排名等方式，影响搜索结

果的排序





网络信息需要仔细甄别真伪！
《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管理规定》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



2.5 搜索引擎工作原理







谷歌数据中心



2.6 搜索引擎的类型

数据库大

无人工控制

准确性稍差

Google/Baidu

机器人搜索引擎

按信息采集方式：

数据库小

人工控制

准确性高、系统

更新慢

Yahoo!/dmoz

人工采集搜索引擎





2.6 搜索引擎的类型

专业搜索引擎（垂直搜索引擎）：通过针对某一特定领域、某一特定人群或某一特定需求

提供的有一定价值的信息和相关服务。其特点就是“专、精、深”，且具有行业色彩。

如：特定地域（雅虎台湾）； 特定用途（机票、旅游）

按内容组织方式：

关键词搜索引擎 目录式搜索引擎

按收录范围：

综合型搜索引擎 专业搜索引擎



示例：专业搜索引擎

比价：慢慢买、一淘网

团购：美团网、拉手网、百度糯米

旅游：去哪儿、携程、途牛旅游网

视频：搜库、百度视频

找文档：豆丁网、百度文库

找工作：智联招聘、应届生求职网

医学搜索引擎：Medical Matrix、Medscape、Health Web













综合型搜索引擎的专业化趋势



2.6 搜索引擎的类型

元搜索引擎（META Search Engine）：这类搜索引擎没有自己的索引数据，它将用户

的查询请求同时向多个搜索引擎递交，对返回的结果进行去重、排序处理，作为自己的结果返

回给用户。

按功能：

独立搜索引擎 元搜索引擎



示例：元搜索引擎



示例：元搜索引擎



03 综合型搜索引擎

General Search Engines
PART THREE



3.1 网页搜索（百度）

网页检索方法：普通检索、高级检索（语法检索）



普通检索

1、广州到北京的航班信息

2、土豆发芽了把芽削掉能吃吗

3、五年级关于时间的名人名言

您平时是这么搜索的吗？

NLP技术：自然语言处理

提炼关键词：

准确 简练 与主题关联



后两种检索式的结果有何差别？



搜索：

红楼梦 原著

红楼梦 小说

红楼梦 电子书

红楼梦 在线阅读

示例：

查找《红楼梦》电子书

搜索：

红楼梦 有声小说

红楼梦 在线听

红楼梦 mp3

示例：

查找《红楼梦》有声小说

以上例子中，检索词之间的“空格”相当于逻辑算符“AND”。

小结：通过分析反馈的检索结果，以及百度的“相关搜索”，调整

检索词，直至获得理想的检索结果。



排除特定检索词，可以用-，相当于NOT

如搜索：林肯 –汽车（-前需要加空格）

精确检索： “”

查找图书：《》

如搜索图书：

“网络信息资源管理与检索”

《网络信息资源管理与检索》



高级检索

百度-设置-高级搜索



示例：高级检索



检索语法

注意：冒号后面直接加关键词、域名等，不要加空格!



示例：语法检索



3.1 网页搜索（谷歌）

最“赔钱”的按钮！
不足1%



可直接进行站内检索





检索语法



示例：语法检索





3.2 图片搜索（百度）



以图识图

可点击图片查看来源网页！





3.2 图片搜索（谷歌）



“以图识图”PK赛



谷歌图书项目案



谷歌图书







搜索引擎的选择？

各有所长，按需选择



04 学术搜索引擎介绍
Introduction to Academic Search Engines

PART FOUR



学术搜索引擎定义

学术搜索引擎，顾名思义，就是搜索学术资源的引擎，资源以期刊论文、

会议论文、学位论文、权威期刊、学者为主。随着新一代搜索引擎的快

速发展，学术搜索引擎应具备个性化、智能化、数据挖掘分析、学术圈

等特色。

可分为两类:

综合搜索引擎的学术库 专业学术搜索引擎



4.1 谷歌学术（GS）

 资料来源：学术出版商、专业学协会、高等院校、其他学术机构、

网站等

 文献类型：各研究领域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图书（章节）、预

印本、摘要和技术报告、法庭意见、软件、学术性网页等

 与OCLC、Blackwell、Springer和许多大学出版社在内的多个学术

出版商建立合作

 SFX@ 是一种链接解析服务，在Google学术搜索中被称为“图书馆

链接”



GS与其他数据库对比——多学科



GS与其他数据库对比——多学科



GS与其他数据库对比——地理学科



优缺点

优点：

免费！免费！免费！

内容广泛、操作简便

可导入文献管理软件

可链接至本校图书馆资源

缺点：

收录内容、更新频率不明确

内容缺乏深度和精确度

大量的重复内容（stray citations）

检索结果筛选、分析功能薄弱



GS检索界面





谷歌学术搜索设置







谷歌专利搜索





4.2 百度学术



4.2 百度学术

 学术搜索：文献、期刊、学者

 学者服务：订阅、收藏、开题分析、文献互助





4.2 百度学术



4.2 百度学术



4.3 微软学术搜索

语义搜索：自动理解复杂语义











4.4 比菲尔德学术搜索引擎（BASE）

BASE提供超过来自6500个信息源（sources）的上亿文献，60%可免费获取全文。





开放获取（OA）资源简介

开放获取： 是在基于订阅的传统出版模式以外的另一种选择，指

某学术文献在Internet公众领域里可以被免费获取和利用。

 OA期刊：SpringerOpen（OA期刊、图书）；BioMed Central；

PubMed Central；PloS（科学公共图书馆）

 OA仓储：学科仓储如ArXiv；机构仓储如Dspace@MIT

集成类OA资源：DOAJ（开放获取期刊目录）；OpenDOAR（开放获

取仓储目录）；Socolar（收录OA期刊、OA仓储）



推荐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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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各位聆听！

Thanks for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