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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的一般流程

利用数据库开题与选题

论文写作技巧与投稿期刊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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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课题

• 课题来源

• 导师

• 前辈

• 热点

开题报告

• 课题论证

• 查文献

• 读文献

• 做综述

中期汇报

• 课题进展

• 做实验

• 秀结果

• 找不足

小大论文

• 课题成果

• 成果展示

• 论文写作

• 期刊投稿

据美国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统计，一个科研
人员花费在查找和消化科技资料上的时间需占全部科研时间的51%，计划思考占
8%，实验研究占32%，书面总结占9%。
由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科研人员花费在科技出版物上的时间为全部科研时间
的60%。

一般科研工作流程



寻求未来的学习和工作机会（博士、博士后、寻找导师）

希望获得作者投稿指南、选择投稿期刊、寻找同行评审

利用一些软件高效地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

跟踪某研究领域/某课题的最新进展

选取论文的研究主题

科研中的信息需求



各类数据库平台

全文数据库

• 中文电子期刊

• CNKI

• 维普

• 万方

• 外文电子期刊

• ScienceDirect

• EBSCO

• Wiley

文摘引文数据库

• 中文

• CSCD中国科学引

文数据库

• CSSCI中文社会科

学引文索引

• 外文

• Elsevier Scopus

• Web of Science

特色数据库

• 中文

• 超星

• 读秀

• 中科院学位论文

系统

• 外文

• ProQuest学位

论文

• IEL

• ACM

期刊

文献

学位论文



利用数据库选题与开题

1. 开题报告的基本介绍

意义；内容；题名；综述；文献查找

2. 开题报告的选题方法

从招标范围中；

从研究空白点中；

从已有课题延伸中；

从改变研究要素的组合中

从导师给出的方向中；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什么是开题报告

开题者对科研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材料。
• 确立研究方向

• 研究的意义、可行性

• 文献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研究内容以及创新之处

• 自身已经具备的条件（包括掌握的材料、方法、
实验设计、结果预期等等）

• 预计可能遇到的困难或问题以及解决的措施

• 时间进度安排

实际上可以说是对课题的论证和设计



撰写开题报告的意义

• 对评审者来说：内容清晰，一目了然

• 对开题者来说：

对课题的认识、理解程度和准备情况的
整理和概括

对课题研究工作展开时的暂时性指导；
或作为课题修正时的重要依据。



课题名称

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

中国产业政策过程是精英主导的共识过程吗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

要以“内行”看得懂的术语和明确的逻辑来
表述

对现象的探寻 有待求证的理论命题



文献综述

Review  “综”与“述”

• 综：对大量文献素材进行归纳整理，使文
献资料更加精炼、明确、层次分明，更有
逻辑性

• 述：对各家学说、观点进行评述，提出自
己的观点和见解。



文献综述常见错误

• 只列举无归纳

• 平行不聚焦

• 主观评论过多

对已有的知识和成果的深入分析

对发现的问题的精确地提炼



文献综述要注意的问题

1. 搜集的文献资料尽可能齐全

2. 素材应体现“新”字

3. 材料和观点统一，有科学性

4. 忠于原文，不可断章取义，阉割或歪曲前

人的观点



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
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
，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
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
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
，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
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
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
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
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
，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
；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苑、洛，将军身率
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
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开题报告的文献准备

1. 大范围的搜索选题

科学搜索引擎 google scholar、百度学术

专业数据库 cnki、Web of Science

2. 文献整理和筛选

3. 阅读材料过程中调整检索策略和问题修正



• 学会使用高级检索，多结合以下字段：

主题词、关键字、文摘、规范词、分类检
索、引文检索

• 注意使用个性化定制服务：

引文跟踪、检索式保存

寻找相关文献时的检索技巧

• 对检索结果进行分组、排序、精炼



开题——题从何来

• 选题是科研的第一步，也是科研工作中的
战略性决策。

• 选题充分体现了科研者的科学思维、学术
水平、实验能力。



可行的选题方法

抛砖引玉

1.从招标范围中

2.从研究空白点中

3.从已有课题延伸中

4.从改变研究要素的组合中

5.从导师给出的方向中



从招标范围中选题

国家基金委以及各级科研管理部门定期公布
《项目指南》。

指南中会列出：招标范围以及鼓励研究的领
域。







从研究空白点中选题

手头只有一篇导师推荐的文献，在不熟悉关键词的
情况下是否可以检索到相关的进展，并能从中发现
下一步研究的思路？

• 如何找到和一个课题密切相关的核心热点论文？

• 怎样了解一个课题的历史发展和最新进展，建立对一个课
题的立体了解？







引证文献反映哪些技术及应用采取了该篇文献的研究成果

调研不同应用之间的研究空白点，跟进最新进展



从参考文献、相似文献等拓展深挖，找到各个相关领域研究成

果同时调研不同课题之间的研究空白点，跟进研究前沿及热点







从研究空白点中选题

根据自身特长和已掌握的专业知识，进一步查阅近

20~30年本专业国内外文献，从中吸取精华，获取启

发，寻找空白点。

• 该方向的研究以前都有什么人用什么方法做过？

• 现在人们对这方面的研究有什么最新进展和认识？

• 目前同一研究领域，不同的实验室是否用了不同的方法展

开研究？





文献检索能够解决哪些问题

• 文献全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 这一研究领域引文量最高的文章是是什么？

• 是否有关于这一主题的评论性文章（综述）？

• 某个理论或方法上是否有所突破？

• 某一化学反应或化合物的合成是否有所进展？

• 该方法是否被其他领域的文章所引用？

• 这个理论或概念有没有应用到新的领域中去？

• 哪些机构或者研究人员正在从事相同的研究。

•由此可以发现许多过去不知道然而却非常重
要的信息，从而产生许多新的创见与发现。



从已有课题的延伸中选题

• 根据已完成课题的范围与层次，再从其广
度和深度中挖掘出新的题目。

• 课题通常都不是独立存在，应细心透视其
横向联系、纵横交叉和相互渗透的现象。



人脸识别混合模型课题（2002年开始研究视频检索）

•关键词：人脸识别 ; 肤色模型 ; 隐马尔可夫链 Hidden
Markov Models; 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 检索式Face Recognition same (Hidden Markov Model or
HMM)

• 检索式Face Recognition sam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OR SVM)

利用检索式Face Recognition same (Hidden Markov Model 
or HMM) 在1990-2004年检索到7篇论文



通过检索、分析，发现隐马尔可夫链、支持向量机这两个方

法均可以在人脸识别中得到应用，那么能否用这两个方法结

合检索

• Face Recognition same (Hidden Markov Model or HMM)

sam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OR SVM)

• 在1990-2004年没有检索到

但是，通过检索我们发现隐马尔可夫链和支持向量机

(Hidden Markov Model or HMM) sam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OR SVM)这两种方法在生物学方面得到了应用



利用该思路解决了基于隐马尔可夫链和支持向量机混合模型

在人脸识别中应用的课题

• Video program clustering indexing based on face

recognition hybrid model of hidden Markov model and

support vector machine

•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Volume 3322, pp. 739–

749, 2004

• 并被国外科学家引用



从改变研究要素组合中选题

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设计
）、应用场景

• 以化学研究为例，实验要素：温度、压力、浓度，反应物

• 以医学研究为例，在实验研究和临床观察研究中，通常一
个课题由被试因素、受试对象和效应指标三个要素组成。



Identifying molecular orientation of individual C-60 
on a Si(111)-(7 x 7) surface

Hou JG, Yang JL, Zhu QS,etal.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从导师给的方向中选题

1. 吃透导师的研究计划

项目申请书、计划任务书、科研合同书

2.了解师兄师姐的工作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3.足够的开题时间

充足的预研



检索词选择技巧

• 近似概念和属概念

1.近似概念

马尔科夫 马尔可夫 Markov HMM

2. 属概念

银纳米簇 金属纳米簇 纳米簇



如何快速查看文献



选题一般性原则总结

必要性
选定的主题或研究对象要着眼于社会实践和学科本身发展的需
求。

价值性
选题有无科学价值，突破、填补空白、纠正通说、补充前说。

可行性
从主客观实际条件出发，充分估计自身的驾驭能力，题目宜窄
不宜宽。



论文写作技巧与投稿期刊选择

写论文的过程中需要用到哪些资源？
- 期刊、博硕、会议、报纸、工具书、年鉴、统计数据、
标准、专利、成果、图片、外文文献、翻译等

如何管理文献？

-CNKI E-Study软件



论文写作中需要的资源支撑



选中词汇点击左键，可直接跳转工具书库中

查找释义

论文写作中需要的资源支撑



屏幕取词功能

以光标为中心前后自动取词

词典与文献学科类型对应

屏幕取词按钮

论文写作中需要的资源支撑



论文写作中需要的资源支撑



论文写作中需要的资源支撑



选择地区参数

选择指标参数 设置年份
参数



自动生成数据分析报表



E-Study文献管理软件



多种途径导入文献， EndNote、NoteExpress、
CAJ、PDF





Tips:如不能正常下载，请检查下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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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中E-Study插件管理引文

2018/11/29



提供期刊写作模板

60

不断追加投稿模板，让写文章有规范可循



寻找对口期刊投稿、查阅信息





利用E-Study投稿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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