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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PART ONE
重识CNKI



从校园内进入知识发现平台



从校园内进入知识发现平台



重识CNKI

CNKI只能下载期刊、博硕文献

CNKI只能在学校登录

CNKI只有中文文献

…….



页面展示



CNKI资源总库



期刊、博硕

报纸、会议

年鉴、专利

科技成果、标准

法律法规

外文文献

文献资源
数据库

知识元
数据库

CNKI Scholar
学者成果库
科研项目
免费增值服务：
E-learning(E-Study)
个人数字图书馆

翻译助手

指数分析

科研服务类
产品

CNKI资源总库

1.工具书

2.经济社会发展统
计数据库（中国
经济社会大数据
研究平台）

3.学术图片知识库



02PART TWO
CNKI科研流程分析





2.1 如何进行科研选题

抛砖引玉

1.从现实应用中选题

2.从最新研究中选题

3.从交叉学科以及作者中选题

4.从热点趋势中选题



选当前热点话题：科技创新政策

2.1 如何进行科研选题



是不是这样检索？— — —在检索框中输入检索词

给出海量数据！
需要花多久才能看完？
真的需要全部看完么？？



1. 从现实应用中选题—通过高被引文献出发进行研究

点击文献名查看具体内容

通过被引排序查看现实应用情况：
从高被引文献出发进行研究
引用频次高，应用扩散广



1. 从现实应用中选题—关注知网节

通过知网节了解文献的详细
信息



1. 从现实应用中选题—关注知网节

点击引证文献



1. 从现实应用中选题—关注知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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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从现实应用中选题—关注知网节



更好的检索方法：

1、学科分类选择要检索的学科范围

2、利用高级检索将检索结果细化

3、利用被引频次排序功能找到有价值的好文章

4、找到一篇好文献还不够！

怎么办？



一篇高被引
经典文献

参考文献：
前人的研
究脉络

引证文献：
哪些人认可？
文献传播情

况？



2. 从最新研究中选题—通过独家合作获取唯一情报来源

独家合作刊物



2. 从最新研究中选题—通过优先出版掌握第一手情报资料

优先出版刊物



3. 从交叉学科及作者选题

在分组浏览框里寻找交叉

学科，拓宽定题范围

发现学科专家，牛人

可追踪已知学者，寻访名师



4. 从热点趋势选题-通过指数检索查看主题近年的发展态势



4. 从热点趋势选题-通过指数检索查看主题近年的发展态势



4. 从热点趋势选题-通过指数检索查看主题近年的发展态势



在线浏览一篇文献的内容

勾选浏览多篇文
献

在线浏览阅读，无需下载任何插件，
且支持多终端

ios,windows,andriod……

Q:在选题过程中要查阅大量文献，如何快速判断该文献对选题有帮助，如
何快速浏览？



实现对原版全文的在线浏览，支持多平台、多浏览器
，无需安装CAJ浏览器，减少学习成本。

点击呈现选文献的
列表，点击跳转



可视化引证关系图谱



小技巧2——如何快速查看文献



支持文章对比阅读



小结：

选题调研，皆可通过总库平台一站式检索资源，

选择合适的检索方式，通过分组、排序功能进一步细

分需求，分析挖掘热点趋势、学科交叉点，准确定位

高质量文献、最新文献。

通过不同的分组、排序组合找到选题立项的突破口！





2.2如何撰写文献并管理文献？

写论文的过程中需要用到哪些资源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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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软件（现在已经更新3.0版本
更名为E-Study）



2.2.1科研过程中需要查什么？CNKI可以告诉你！

 研究成果最新进展

 学科领域内经典文献

 某项先进技术的成果转化

 申请专利时防止重复申请

 实证研究需要大量数据

 偶然遇到的生僻概念

 绘制学术图片时寻找参照

 大量的外文资料扩充视野

 期刊、博硕、会议

 高被引文献

 科技成果

 专利

 统计数据

 工具书概念

 学术图片

 外文资源



百科、词典搜索：查找专业学术概念

（1）写引文时，需要介绍各种概念，例如什么是科技？

怎么办？——利用百科、词典等工具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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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挖掘工具书资源



2017/11/9





选中词汇点击左键，可直接跳

转工具书库中查找释义

与阅读器无缝链接——划词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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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阅读器无缝链接——屏幕取词

屏幕取词按钮



（2）写综述时，想知道国外进展，如科技创新政策的应用情况。

怎么办？——外文文献

快速获取外文文献，了解国外

同行研究热点

外文合作数据库

--跨国界遴选同步信息资源

免费正版题录信息，跳转原库提供下载！





还能免费获取外文全文---OA资源

点击来源数据库，选择OA类数据

库，即可使用OA资源



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

---深入挖掘历史资料，获取事实依据

（3）论文写作中，想知道事实类资源

怎么办？——年鉴



功能1：地域导航，了解全国的情况



功能2：年份导航，可以了解某一时间的政策情况

通过年份导航，可以了解

某一时间的特定情况。



通过条目类型，可以根据个

人需求选择不同类型年鉴

功能3：通过条目类型选择，目的地的各类资料一网打获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入口

（4）论文撰写中，想知道数据类资源

怎么办？——统计数据



2014年4月2.0版正式上线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选择地区参数

选择指标参数

设置年份
参数



自动生成对应区域和指标的数据分析报表

统一口径、统一单位，权威数据来源



多样化图形辅助分析功能：



地理信息系统，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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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数据导入：

如果有自我调研的数据，提供数据接口，可将自有数据同库中已有数据进行合

并分析.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5）论文撰写中，想找一些专业图片？还在百度吗？你out了

怎么办？——图片

学术图片库

—提供有出处来源的权威学术图片，

用以丰富学术研究素材，

作为绘图参照、形象化学术研究



CNKI学术图片库
---更专业、针对性强的图片检索功能



功能1：以图找文，并可实现图片之间知网节关联



功能2：图片对比，选择更加适合研究需要的信息

图片上下文的提供，便于
更好理解图片



（6）论文撰写中，想查阅标准或专利类资料

怎么办？

科技资料必查库

—查新、成果辨析必备资料支持



（7）论文撰写中想了解行业最新资源，可以通过会议数

据库，了解学科发展动态



除此之外，可能还需要用到哪些类型的资料？

——“更多”，应有尽有



（8）文章的最后，论文题目、关键词、摘要，皆需中英翻译。去哪里查找？
——CNKI翻译助手

进入CNKI首页，选择数字

化学习研究平台中的翻译助

手。



 书写文献综述、文献关键词时，需要查找相关词汇的定义及翻译，选
择翻译助手，查的各类型译文译句，权威可靠！

CNKI翻译助手



 阅读文献的时候还需

要管理文献。

 当你下载十几篇甚至

上百篇文献后……

Q：这么多文献怎么管理？
Q：哪些读过？
Q：文章讲了什么？
Q：曾经做过的笔记去了哪里？
Q：文章的最后要写参考文献。
怎么写？手写？

2.2.2 如何更好的管理文献呢？



Q：如何自动生成参考文献？

选定文献与文献管理器
对接，可直接导出标准

参考引文



E-learning学习软件





E-learning学习软件

E-learning

特点

一站式阅读和管理

互联网文章一键搜藏

笔记管理

文献检索和批量下载

录入参考文献下载

提供期刊写作模板



系统通过将文献库中的学习资料按照不同的主题进行分类，理清知识脉

络，为您构建知识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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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文献收藏

E-learning学习软件
一站式阅读和管理



1、新建学习单元，
分类管理文献

E-learning学习软件

2、添加本地计算
机CAJ、PDF、
doc等文件

3、从CNKI中心网
站及EndNote、
NoteExpress等文
献管理器导入题录。



功能2：互联网文献收藏

E-learning学习软件



功能3：记录笔记 知识管理



功能3：记录笔记 导出笔记

2017/11/9



功能4：将网页内容添加为笔记

2017/11/9



功能5：文献检索与批量下载



Tips:如不能正常下载，请检查下载设置



2017/11/9

功能6：Word中的E-Learning插件管理引文

安装E-Learning程序后，word会自动安装引文加载项，在
撰写论文时，可以通过加载项自动生成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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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期刊写作模板
不断追加投稿模板，让写文章有规范可循



小结：

一篇完整的论文不仅需要博硕、会议的支撑，也需要事实数据、图

片库、统计数据、标准、专利等素材。

在管理文献方面，可借助CNKI E-learning管理文献、笔记、参考文

献，实现一体化知识管理服务





2.3.1 寻找对口期刊投稿、查阅信息

方法1：检索结果页面中查看来源类别、期刊分组，可了解“网络代购”
的研究文献来源，发现投稿期刊等重要信息

排在前面的很多都是本学科的重点期刊

方法1：选择出版物检索



方法2：通过“导航”中选

择不同专辑学科，查看本学

科下重点期刊

寻找关注学科核心期刊、把

握核心领域研究动向，为科

研发文找到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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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利用E-Learning投稿



2.3.3 职称评审、毕业评定时需要打印期刊封面
方法1：在“出版物检索”中找到某本刊物，选择具体的刊期，点击“目录页
浏览”



2.3.3 职称评审、毕业评定时需要打印期刊封面



方法2：在文献知网节中找到“目录页浏览功能”

2.3.3 职称评审、毕业评定时需要打印期刊封面





2.4 免费订阅



03PART THREE
拓展CNKI科研学习应用



增值功能---个人数字图书馆

CNKI数字图书馆是一种全新的知识服务理念……

寻找文献

按需推送



增值功能---个人数字图书馆

最新项目

行业会议

文献检索

学科动态

专家动态

热点趋势



在学校IP范围内，默认登录学校账户，使用个人馆，
可先点击退出，后输入自己的个人账号密码

没有账号也可在此注册



输入注册信息





登陆成功后首页右上方显示登陆成
功，点击我的个人馆可直接进入



初次登陆个人馆为空，可按照个人
喜好进行组配



初次登陆系统推送自动建馆模块

可以选择需要的功能：关注我发表的文
献，某本期刊，科研项目，会议等……



自动建馆模块中，输入姓名/单位/研究领域
建议输入真实姓名及单位，系统会推送本人发表的文献

并按照输入的关键词和学科领域推送相关文献



按照自动建馆模块生成的个人馆内容



关注某个学者的文献？
为导师建立学者库！

实时监控自己所发表的文献……

4.4 学者成果库（增值服务）





201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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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N平台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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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外文资源统一集成

 外文资源与中文资源的完全统一、无缝融合

检索整合，统一检索、独立揭示

导航整合：统一学科分类导航

知网节整合

个性化推荐整合：包含中文资源、外文资源

原文链接整合

可视化、分析功能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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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资源与中文资源的
完全统一、无缝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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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网节

文献

作者

基金

关键词 机构

学科

刊物

知识节点
知识网络

基本信息
作者关注领域
获得支持的基金
作者文献
曾参考的文献
作者的导师
合作作者
指导的学生

基本信息
单期内容
全期目录

影响力趋势
推荐文献、作者、期刊

基本信息
机构作者
主办刊物
重点学科
机构文献
上下级机构

百科辞典解释
所属领域

相似、相关词
关键、相关文献

学科分布
相关作者
相关机构

……

基本信息
基金文献

高成果领域
高产出作者
高产出机构

引文网络
发表刊物
相关作者

相关关键词
所属学科

推荐文献、期刊

发表在：
期刊
报纸
会议
博硕士
上的文
献

（期刊 会议 报纸 年鉴）



112

（3）可视化与文献分析

 趋势

反映事物发展的时间趋势

 分布

反映事物不同要素之间的分布比例

 比较

比较不同事物的关系

 预测

对事物未来趋势的判断

可视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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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可视化——趋势+预测

相关主题年度发文趋势

相关主题
期刊分布
比例

相关主题
词频统计

发文趋
势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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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读者与个性化

 读者成为知识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成为数据的生产创造者与贡献者

 CNKI大数据的组成部分：关联数据、状态数据

 交互

人机交互

系统交互

人与人之间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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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文献推荐

例如，在一框中检索数据挖掘，
推荐系统会主动根据检索行为，
在页面的右下角推荐出
相关文献（默认10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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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词典推荐

 在一框中输入“清华大学 王大中 核物理”，点击“检索”，在检索框下方则根据输入词进

行分析，利用丰富的词典（学者、机构、期刊等词典）进行支持，精准的分析用户潜在需

求，为用户及时进行相关推荐。



117

读者知网节（MyCNKI）



 知识发现网络平台应该是一个全面支持科研人员科

研创新、教学的综合性平台，基于完备的资源体系、

深度的知识加工、标引，提供多入口的知识服务，

全面支持数字化学习与研究，实现精准的个性化科

研情报跟踪。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