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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ure Nano 介绍

 Nano数据库内容概览

 数据库功能与案例演示

 提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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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erNature的愿景

To help researchers, 
students, teachers and 
professionals to discover, 
learn and achiev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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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Nano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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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科学技术 ‐ 飞速发展的科技领域

Source: statnano.com

• 海量的信息和数据分散在各种期刊和专利之中，为了有效的管理和高效的沟通，亟需
对信息进行甄别，分类以及索引。

• 对于“纳米材料”，目前并没有一个标准的术语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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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科技在国家战略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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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nano.com

美国政府首先倡议重点投资纳米技术
与发展 (http://www.nano.gov)

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纳入纳米
研究为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http://most.gov.cn/kjgh/)

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纳入纳米研究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
大科学突破技术及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科学问题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
08/08/content_5098072.htm)

2017国家对纳米科
技等5个重点专项投
入超33.6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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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纳米科技发展迅速

*中国纳米白皮书：国之大器，始于毫末

占所有科研领域的比例>16%中国纳米科研已经位居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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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准度不足：搜索结果大量不相关

2. 耗时费力：确认结果相关性需查看原文

3. 信息分散：海量的相同或相似的纳米材料/器件
的信息分散在各种期刊和专利之中

4. 缺少汇总：对某些有相同成分和结构，确定性
能或特殊应用的纳米材料没有统一汇总研究结
果

5. 缺少合成制备方法的简示：从纳米材料的合成
制备方法描述中提取制备的步骤耗时，工作量
大并难以辨别与比较

6. 统一搜索平台缺失：无法同时获得纳米科学研
究与产业的最新进展

纳米科研人员面临的搜索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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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nature.com

2016年6月15日Nature 正式推出N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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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as been 
rising on a sharp slope across virtually all scientific 
disciplines and industries. The result has been a rapidly 
growing body of information in disparate places that is 
not readily and efficiently accessible. Researchers need a 
multidisciplinary database that brings this vast body of 
data together in an organized and usable way in one 
place. Working together with other scientists to develop 
a research solution that can meet this need, through 
Nano’s External Advisory Board, has made me confident 
that this is a product that could deliver huge value to the 
research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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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 : 数据库内容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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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 内容概览

纳米科技文献
760,000+

纳米材料
综述

270,000+

专利
Total

23,000,000+

Preparation techniques
searchable

Nanomaterial variant 
filter

数据库内容和功能持续增加 …

期刊
196

Featured tours to guide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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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科技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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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selection is mainly based on inputs from research 
communities and Nature ed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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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材料信息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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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科技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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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 : 功能与案例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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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准度不足：搜索结果大量不相关

2. 耗时费力：确认结果相关性需查看原文

3. 信息分散：相同或相似的纳米材料/器件的信息
分散

4. 缺少汇总：对默写确定性或特殊应用的纳米材
料没有统一汇总研究结果

5. 缺少合成制备方法的简示：从纳米材料的合成
制备方法描述中提取制备的步骤耗时，工作量
大并难以辨别与比较

6. 统一搜索平台缺失：无法同时获得纳米科学研
究与产业的最新进展

科研人员面临的搜索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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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键词，全文抓取高度相关的重要信息

Showing concepts incl. properties and applications that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search input (e.g. solar cell) from the full text allows users to gain quick insight specific to 
the search input and identify the differences among relevant articles without the need to 
go into the full text – pain poi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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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字索字

可展开摘要
全文

显示文章中与搜索关键词
高度相关的重要信息



20

抓取与关键词高度相关的重要信息

Insights from the same article could be different based on the search inp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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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抓取框中的”link out”功能:
在“This article discusses” 部分建立新的查询功能，方便用户找到
相关纳米材料综述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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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准度不足：搜索结果大量不相关

2. 耗时费力：确认结果相关性需查看原文

3. 信息分散：相同或相似的纳米材料/器件的
信息分散

4. 缺少汇总：对默写确定性或特殊应用的纳
米材料没有统一汇总研究结果

5. 缺少合成制备方法的简示：从纳米材料的
合成制备方法描述中提取制备的步骤耗时，
工作量大并难以辨别与比较

6. 统一搜索平台缺失：无法同时获得纳米科
学研究与产业的最新进展

科研人员面临的搜索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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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么多要读！！！

• 所有的信息都是针对于相同
的事吗？

• 如果不是，它们有什么不同？

• 哪儿我能找到概览以便我能
够快速精确切入而不是读完
这所有的？

nanosheets and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实例1—普通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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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项可能研究纳米材料的电导性能
的汇总

可以根据大小，性能，来源和应用精
简、‘’数据

数据提供了性能和应用的一个概览，
同时可以显示常常发表此类数据的期
刊

Nano普通检索

nanosheets and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每一项描述来自多种资源但描述同一
种纳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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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sheets and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用户可以进入感兴趣的文献做更详细的了解；
或者查询简况里其他数据，比如相同的纳米
颗粒表征和制备；或者检索其他做了纳米片
电导性能的研究

具体数值 样品具体参数

Nano普通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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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某特定纳米材料的尺度信息获取这一尺寸的纳米材料综述。

Nano – 最近优化更新：



用户可以在纳米材料汇总的不同部
分移除过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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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harge capacity of lithium iron phosphate nanoparticles

关联性

不对

可能

不对

不确定

不确定

不太可能

案例2— 特定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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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直接进入文献，或者了解
汇总里同一纳米材料的性能和制备
等信息

discharge capacity of lithium iron phosphate nanoparticles

Nano特定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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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材料综述‐ 快速掌握汇总自各篇文献的“性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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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材料综述‐ 快速掌握汇总自各篇文献的“应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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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材料综述‐ 快速掌握汇总自各篇文献的“表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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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材料综述‐ 快速掌握汇总自各篇文献的“生物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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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材料综述‐ 快速掌握汇总自各篇文献的“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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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准度不足：搜索结果大量不相关

2. 耗时费力：确认结果相关性需查看原文

3. 信息分散：相同或相似的纳米材料/器件的
信息分散

4. 缺少汇总：对默写确定性或特殊应用的纳
米材料没有统一汇总研究结果

5. 缺少合成制备方法的简示：从纳米材料的
合成制备方法描述中提取制备的步骤耗时，
工作量大并难以辨别与比较

6. 统一搜索平台缺失：无法同时获得纳米科
学研究与产业的最新进展

科研人员面临的搜索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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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专利文献综述同步检索

Incorporate Patent search into the research 
workflow increases the commercialization potential 
of their research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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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著录信息的评估提供高度相关的搜索结果

Title

Patent information
Abstract

Enable quick assessment of relevancy with claims displayed upfront in 
the search result, available in English for even non‐English cla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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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站式检索获取纳米科技相关文献：
利用人工智能为您精准找到收录在纳
米科技领域的权威期刊的文章，不仅
仅来源Springer Nature，也包括其他出
版集团，如 RSC, Elsevier, Wiley, AAAS, 
Taylor & Francis , …

Nano 助力您的科研工作：

• 快速洞悉某纳米材料的汇总：由纳米
技术专家人工筛选整理并持续更新，
可为您提供包括其性质、表征方法、
毒性和生物效应 、制备、应用的相关
信息

• 利用人工智能快速获得纳米科技
相关专利，加速科技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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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nano.nature.com

For enquiry        nano@springernature.com

Prathik Roy
Senior Product Manager

Bettina Goerner
Product Director &

Managing Director ‐ DG

Pranoti Kshirsagar
Product Manager

Rong Ju
Product Manager
rong.ju@springernatur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