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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的典故
“图书”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



“凡由出版社（商）出版的不包括封面和
封底在内49页以上的印刷品，具有特定的
书名和著者名，编有国际标准书号。有定
价并取得版权保护的出版物称为图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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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
分类号



图书分类法：是图书馆为了方便图书收藏和借阅
而采取的一种分类方法

• 纯数字分类法
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1876）
通用十进制图书分类法
中国图书分类法
赖永祥中国图书分类法
何日章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
日本十进分类法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 字母+数字分类法
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1975）
冒号图书分类法
布立斯图书分类法





I 247.5/1611
凭索书号找书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采用汉语
拼音字母与阿拉伯数字相结

合的混合号码，用一个字母代
表一个大类，以字母顺序
反映大类的次序， 大类下细
分的学科门类用阿拉伯数字组成。

I 文学

I0 文学理论

I1 世界文学

I2 中国文学

I21 作品集
I22 诗歌、韵文
I23 戏剧文学
I24 小说

A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Z 综合性图书

I242 古代至近代作品
（-1919年）
I246 现代作品
（1919-1949年）
I247 当代作品
（1949年-）

1247. 4 章回小 说
1247. 5 新 体 长 篇 、中篇小说
1247. 7 新 体 短 篇 小 说
1247. 8 故 事 、微型小说
1247. 81 故事
1247. 82 微型小说



分类目录



2000年

搜索引擎最初利用分类目录思路



https://www.clcindex.com/

https://www.clcindex.com/


特点：内容比较系统、全面、成熟、可靠，但出版

周期较长，报道速度相对较慢。

以下情况会用到：

1）系统地学习知识；

2）了解关于某知识领域的概要；

3）查找某一问题的具体答案。

图书



“一种以印刷形式或其他形式逐次刊行的，
通常有数字或年月顺序编号的，并打算无
限期地连续出版下去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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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定义



广义的期刊=连续出版物

期刊 杂志 报纸



特点：

▪ 内容新颖、及时、广泛，但不如图书成熟；

▪ 出版周期短，报道速度快；

▪ 数量大，品种多，发行面广；

▪ 连续性强，伴随着相应的学科领域发展和前进。

期刊

以下情况会用到期刊

1）当做学术研究时，了解与自己的课题相关的研究状况，查找必要的
参考文献；

2）了解某学科动态；





获得学位选择期刊投稿在校学生

核心期刊



期刊存在“核心效应”，从而衍生了“核心期刊”的概念





ISSN：正式出版的期刊有国际标准刊号
由8位数字组成，分为2段，如1003－3513，
我国出版的期刊还有自己的国内统一刊号，形式
如：CN11-2856/G2。“/”后为中国图书馆图书分
类法的分类号。

ISBN：正式出版的图书有国际标准书号
由10位数字组成，分为4段，
《Frontpage 98 网页设计》一书的ISBN号是
7-118-01984-4

其中7代表中国，118代表国防工业出版社，01984是
书名号，4是校验码



2021年度全国国民阅读调查

报纸15.13份

期刊1.9份

图书4.76本 电子书3.30本

超过六成的人（66.4%）进行过微信阅读

我国成年国民的综合阅读率为81.6%

“听书”“视频讲书”等阅读形式为读书提供更多选择，数字化阅
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Pad阅读等）
的接触率为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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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类学术会议上形成的资料和出版
物，包括会议论文、会议文件、会议报
告、讨论稿等。其中，会议论文是最主
要的会议文献。”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的定义



会前文献

• 预印本

• 论文摘要

• 论文目录

会间文献

• 讨论记录

• 情况报道

会后文献

• 会议论文

会议文献按出版时间的先后可分为



千核处理器

20倍

2010年12月底
Vanderbauwhede

他希望在2011年3月应用重构运算国
际研讨会（北爱尔兰）上详细介绍研
究发现。 新浪科技，http://tech.sina.com.cn/d/2010-12-30/07175044745.shtml

环保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 Simulation
土耳其（2011.7）



Vanderbauwhede的论文主要以会议文献为主（数据来自Scopus@）



特点：

• 信息传递及时，内容新颖，时效性和原创性强；

• 注重学术交流；

• 大多数都经过同行评议或者审稿；

• 传播范围有限：一定时间内的会议文献公开不影响专

利申请的新颖性；

会议
文献





期刊公开与会议公开

问：我是一个工程研究的博士生，我的教授希望我将论文提交
至某个研讨会。我担心我的论文尚未投稿至期刊，可以先提交到
研讨会吗？评审人员或是编辑是否会看到我的论文曾发表于研讨
会论文集中？他们是否会因为我违反重复提交的规定而拒绝我的
论文？我该如何怎么做呢？

答：期刊的编辑都了解会议论文的摘要和报告多为短期性的，

其内容也较期刊论文来得简短，因此两者不会产生冲突。研究者
不需要担心或是隐瞒自己之前的研讨会论文稿。

其实编辑人员的看法往往相当正面，他们将过去的研讨会论文视
为质量控管的第一个关卡，让论文在投稿至期刊时，质量也能有
所提升。然而，编辑和审稿会希望研究者能提出一份“变更摘
要”。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毕业生为申请学位
而撰写和提交的学术论文。”

学士学位论文：完成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对所研究的课题发表一些独到的见解

博士学位论文：具有系统的创作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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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 选题新颖，理论性、系统性较强，阐述详细。

• 参考文献多、全面，有助于对相关文献进行追踪检索。

• 实用性强：国内高水平学术成果展示

• 保密性



纸本收藏机构 档案馆√图书馆╳

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 图书馆╳ 研究生院√

电子论文提交 图书馆√





国内外在学位论文的使用上有明显的不同

中国科技大学论文字数要求：学士学位论文不少于1万字，硕士学位论文不

少于3万字，博士学位论文不少于5万字。



“按照规定程序编制并经过一个公认的
权威机构批准的，供在一定范围内广泛
而多次使用，包括一整套在特定活动领
域必须执行的规格、定额、规划、要求
所作出的技术规定的文件形式。”

图书
学位
论文

专利 政府出
版物

科技
档案

产品
资料

期刊

科技
报告

会议
文献

标准





▪ 按使用范围可分为国际标准、地方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

▪ 我国国家标准有效期为5年。

▪ 标准文献的主要辨识特征是标准号ISO,GB等，如：







特点：
▪ 统一的产生过程

▪ 有计划贯彻执行

▪ 明确的适用范围和用途

▪ 编排格式、叙述方法严格划一

▪ 可靠性和现实性

▪ 标准编制、修订和复查期限不断缩短，更新系数不断提
高，标准期龄不断缩短

▪ 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和约束力

标准



以下情况会用到标准文献：
1）产品设计、生产、检验；

2）工程设计、施工；

3）进出口贸易；

4）写作、文献著录等各个方面。





一切与专利制度有关的各种专利文件，包括
专利说明书、专利局公报、专利文摘、专利
分类与检索工具书、申请专利时提交的各种
文件、与专利有关的法律文件和诉讼资料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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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特点：创新性、新颖性、实用性

• 由于专利制度中特有的优先权原则，发明人往往会在发明完
成的第一时间里提出专利申请，90-95%的发明创造会很快
地首先出现在专利文献中

• 一般80%以上的专利不会再以其它形式（论文、会议等）
发表。

专利 特点：





维恩·弗洛姆
现代自拍杆之父

80年代 上田弘

Quik Pod

参考自：http://www.fsfss.com/archives/3146

http://story.kedo.gov.cn/legend/fmh/xdfm/810920.shtml

http://www.fsfss.com/archives/3146


Google是最简便的查找专利全文的工具





防水&防潮

water proofing
water resistant
water prevent
anti-water
minimize water

防liquid”“防fluid”“防moisture”也都得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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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科研人员为了描述其从事的科研、设计、
工程、试验和鉴定等活动的过程、进展和结
果，按照规定的标准格式编写而成的特种文
献，目的在于实现科技资源的持续积累、传
播交流和转化应用。”

主要分为专题技术报告、技术进展报告、最终报
告和组织管理报告四大类型



美国是科技报告管理制度最完善的国家，明确规定政府投入超过

2.5万美元以上的项目都要提交科技报告，国防部、航空航天
局、能源部等部门也制定了本部门的科技报告管理和共享的政策法规。

美国政府科技报告包括国防部AD报告、商务部PB报告、航空航天局

NASA报告和能源部DE报告四大体系，每年约产生60万份科技报

告，其中公开发行6万多份，占全世界科技报告总量的80%以上。



2014年

1984年 国防科技报告体系建设启动，核、航天、航
空、船舶、兵器、电子等相关部门参加，2000年

进入规范化管理阶段，至今共收13万份科技报

告。

中国



http://www.nstrs.cn/



科技
报告 特点：

▪ 形式上每份报告自成一册，篇幅大小不等，有连续编号，
出版发行不规则

▪ 内容上详尽、附有图表，专业性强，覆盖整个科研过程；

▪ 时间上，科技报告发表比较及时，报道新成果的速度一
般快于期刊及其它文献

▪ 出版周期不固定，没有篇幅限制，科技报告随科研过程
产生，随写随提交；

▪ 流通范围上，大部分科技报告都有一定的控制

▪ 有严格撰写规范，不经同行评审。需逐级进行内容审查、
格式审查和密级审查；



技术报告的明显特征是文献出处项中有Report或Rep.标
识，并列出相应的报告号。

[ 例 ] R.Cole, Y.Muthusamg, and M.Fanty①, “The
ISOLET spoken letter database,”② Oregon
Graduat Inst③, Tech. Rep. 90-004④,1990⑤.

例中，①著者；②报告题名；③机构名称；④报告号；⑤
报告发表日期。



以下情况会用到科技报告
1）当做学术研究时，了解与自己的课题相关的研究

状况，查找必要的参考文献；

2）研究尖端学科或某学科的最新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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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
版物 “各国政府部门及其设立的专门机构出版的

文献。”

就文献的性质而言，可分为行政性文件（如国会纪
录、政府法令、方针政策、规章制度以及调查统计
资料等）和科学技术文献等。



政府出版物内容广泛，但其核心部
分是官方发布的法律和行政性文献。
如国家的会议文件、司法资料、国
家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有关国
情的报告、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统
计资料、外交文书等等。

参考自《中国出版物的现状》，程真，国家图书馆



中美两国在政府出版物的概念和制度上有着巨大的差异。

美国的定义:

凡是由政府出资出版的信息
资料就是政府出版物。

按照美国的定义看中国:

中国目前所有的出版社都是
国有单位，因此目前中国大
陆所有正式出版的书、刊、
报都属于政府出版物

参考自《中国出版物的现状》，程真，国家图书馆



参考自《中国出版物的现状》，程真，国家图书馆

中国的政府出版物的特点：

第一，政府出版物与非政府出版物难于区分；

第二，两种基本功能：通报政府信息，宣传官方意识形态；

第三，政府信息不公开



政府出版物在治理国家、舆论导向参与国际事务方面的

特殊而又重要的作用，成为区别于其他出版物的本质特征。

参考自《中国出版物的现状》，程真，国家图书馆



图书
学位
论文

标准

专利 政府出
版物

科技
档案

期刊

科技
报告

会议
文献

产品
资料

“产品目录、产品样本和产品说明书一类的
厂商产品宣传和使用资料，一般是制造厂商
为推销产品而发出的以介绍产品性能为主的
出版物，如产品目录，说明书，数据手册等”



产品
资料 特点

• 内容成熟

• 数据可靠

• 有较多的外观照片和结构图，直观性强

• 局限性在于真正的技术关键在产品样本中一般是不介绍

的，应同其他类型文献一起使用



产品资料在科技查新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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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为内部使用，不公开出版发行，有些有密级
限制，因此在参考文献和检索工具中极少引用。
一般存于各级档案馆。

“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及个人从事社会活动
形成的，对国家、社会、本单位具有保存价
值的，应当归档保存的科技文件”



特点：
1、专业性 科技活动分专业

2、种类多样性 多专业性导致了种类的多元化

3、成套性 有机联系、密不可分的整体

4、现实性 发挥现行效用

5、可更改性 现实性也衍生出它的可更改性

科技
档案













高新园区图书信息中心规划设计图

• 充分体现科大新工科和国家实验室师生的教学科研需求。
• 与同体建筑中的教学中心、会议中心有机融合。
• 为读者营造学习交流、沟通协作的氛围，促进创新模式的学习、合作与分享。



科技档案

• 主要用于资料的归档

保存和备查，内容相

对宽泛

• 无固定格式要求

• 归档为案卷，成套保

存

• 一般为内部使用

科技报告

• 用于科技信息和成果

的积累、传播与交流

• 按照规定格式编写

• 每份报告自成一册，

单独发行

• 有密级标注



十大文献信息源

图书





▪1.信息检索及其基本原理

▪2.信息检索语言

▪3.检索式的编写

▪4.常用检索技术

▪5.检索词的定位

检索基础知识



信息检索及其基本原理



▪信息检索的狭义理解

查找 搜索

▪广义的信息检索

将信息按照一定的方式组织和存储起来，并根
据用户的实际需要找出有关的信息的过程和技术。
全称叫信息存储与检索。



▪信息检索的存储过程

主题词表

分类表

使用原则

对原始信息进行处理形成信息的特征标识
为检索提供经过整序的信息集合的过程



▪包括了：

1.信息的著录

2.信息的标引

3.编排正文

4.所附索引



信息的著录

▪按照一定的规则对信息的外表特征和
内容特征，比如著者、题名、来源、
关键词等加以简单明确的表述。



信息的标引

▪就信息的内容按一定的分类表或者主
题词表给出分类号或主题词。



检索过程

▪按照同样的主题词表或者分类表以及
组配原则来分析课题，形成检索提问
标识，根据存储所提供的检索途径，
从存储的信息集合中查获与检索提问
标识相符的信息特征标识的过程。



信息检索的原理

▪将信息按照一定的方式组织和存储起来，
并根据信息用户的需要找出有关的信息
的过程和技术。全称叫信息存储与检索。

匹配







信息检索

▪按照储存的载体和查找的技术手段分

人工检索

机器检索

计算机检索

MARC数据是Machine Readable Catalog(ue)的缩写，意即“机器可读目录”

——利用某种机械装置来处理和查找
文献（穿孔卡片检索、缩微品检索）

脱机检索
联机检索
光盘检索
网络检索



信息检索

▪按存储和检索的内容可以分为哪几类？

▪文献检索——文献

▪数据检索——数值型数据

▪事实检索——已经存在的各种事实的有关资料





文献

▪文献是用文字、符号或者图形等方式记录人类
活动或知识的一种信息载体。

▪记录、知识和载体是它的三个要素。



科技文献等级

▪零次文献

▪一次文献

——作者以本人的研究成果为基本素材而创作的文献。记录的信息比
较具体，详尽和系统化。

▪二次文献
——对一次文献进行加工、提炼和压缩后得到的产物，是为了便于管理

和利用一次文献而编辑、出版和累积起来的工具性文献。一般包括目录、题录、
文摘、索引等等。

▪三次文献
——包括年鉴、手册、百科全书、辞书







二次文献库的两点优势

▪1. 它拥有庞大的数据量，便于我们从总体上进
行文献调研。

▪2.它对一次文献进行加工、处理，拥有文章原
文本身所不具备的一些信息内容，比如文献的
引证关系，所在期刊的影响因子，以及多个角
度的文献分析等等。



文献涉密级别

▪白色文献——正式出版并在社会中公开流通的
文献

▪灰色文献——非公开发行的内部文献或限制流
通文献

▪黑色文献——未破译或未辨识其中信息的文献，
或是不公开出版发行、内容保密的文献。



信息检索语言



信息检索语言

▪检索语言，又称标引语言、索引语言、
信息检索语言等，是根据检索需要而
编制的一种人工语言。



信息检索语言都有哪些？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杜威十进制分类法

▪Inspec叙词表等等



检索语言

▪描述文献外表特征的语言

——题目语言、著者语言、号码语言

▪描述文献内容特征的语言

——分类语言、主题语言、分类主题一体化语言



主题语言

▪一种描述语言，用自然语言中的名词、名词性
词组或句子描述文献所论述或研究的事物的概
念。这些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就是主题词。

▪通常是从文献的题名、文摘甚至正文中抽取的
具有检索意义的词，对揭示文献的内容比较关
键。



叙词

▪从文献的题目或内容中抽取出来的，经过规范
化处理的表达文献内容特征的词或者词组。是
一种人工语言。



普通关键词与叙词的区别

▪也称为主题词，它是一种非规范化的自然语言，
优点是便于检索人使用，能准确检索到一些新
的概念相关的文章。缺点是由于词的表达形式
不同，拼法不同，近义词同义词等，容易造成
文献分散在不同的关键词之中，不能集中。



普通关键词与叙词的区别

▪青霉素（Penicillin，或音译盘尼西林）又被称为青
霉素G、peillin G、 盘尼西林、配尼西林、青霉素
钠、苄青霉素钠、青霉素钾、苄青霉素钾

▪在inspec 数据库中检索4g相关文献，该词会有缩写、
全称等不同形式，使用关键词检索很容易漏检。



普通关键词与叙词的区别



inspec

1. 快速入门技巧：Inspec Analytics帮你寻找研究课题中最重要、最主流的关键词等学术信息

❖ Quick Tip for beginners: Inspec Analytics helps you find the most important and mainstream keywords, 

top research organisations, Journals, and conferences in your research topics

❖ 目标读者：初入科研的学生、交叉学科研究人员

2. 案例分析：3D打印及生物医学材料-钛合金在组织工程中应用

❖ Case study: The Applications of 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 with Biomedical Materials- Titanium alloys 

in Tissue engineering

3. 最新更新：Inspec控词、学科分类代码等在全数据库、WoS核心合集中被全景揭示

❖ Inspec® is now included in the panoramic view available in both All Databases and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Part 1: 快速入门技巧—

Inspec Analytics帮你寻找研究课题中

最重要、最主流的关键词

目标读者：初入科研的学生、交叉课题研究人员



中科大师生可以通过https://inspec-analytics-app.theiet.org/#/landing访问

Inspec Analytics (IA)平台（已经为中科大免费开放IA）

认证成功，已登录平台 认证失败，提示检查IP

https://inspec-analytics-app.theiet.org/#/landing


Inspec Analytics

Multi-dimensional 

机构

Organisations

学科分类

Subject classifications

控制词

Controlled terms

检索与分析工具

Searching & Analytics tool



控制词（Controlled Terms）

- 通过网格状的控制词映射出特定主题的重要关键词集合

Three-
dimensional 

printing

期刊/journals、

会议
/conference

同义词/leads-in

并发词/Co-occurring 

terms

关联词/related terms

机构
/organisations

学科/Subject 

classifications

3D printing

4D printing

additive manufacturing

four-dimensional printing

rapid prototyping (industrial) 6621篇文献）

polymers (2249 篇文献）

production engineering computing （2177篇文献）

biomedical materials （1986篇文献）

tissue engineering （1548篇文献）

广义术语（Broad term）: printing

关联术语（Related term）: inkjet printing; rapid prototyping (industrial) 

同义关键词

并发关键词
（举例Top 5）

关联关键词



小结：“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主要交叉领域包括：工业快速原型制造，高分子聚合物，生产工程计算，生

物医学材料及组织工程。发文量均呈现上升趋势。

备注：Co-occurring Controlled Terms（并发词）: 与所选“控制词”经常共同在文章中出现的其他“控词” (按照文章数量排序).

基于Inspec控制词“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的并发词分析



学科分类（Subject classifications）

- 通过学科分类集合查找相关学科领域

Three-
dimensional 

printing

期刊/journals、会

议/conference

同义词/leads-in

并发词/Co-

occurring terms

关联词/related 

terms

机构
/organisations

学科/Subject 

classifications

3D打印在关联学科：“A8770-生

物医学工程学科”有3274篇文献

(备注：球体积越大，文献量越大)

A8770 -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8100 -
Materials science

E1000 -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tion

关联
学科



关联研究机构（organisations）、期刊（journals）、会议（conferences）

Three-
dimensional 

printing

期刊/journals、

会议
/conference

同义词/leads-in

并发词/Co-

occurring terms

关联词/related 

terms

机构
/organisations

学科/Subject 

classifications



在WoS平台如何查看Inspec Thesaurus

1.下拉并选择Inspec数据库

2. 下拉并选择controlled Terms（控词）

3. 点击控词结构图



在WoS平台如何查看Inspec Thesaurus

1.输入感兴趣的检索词

3. 点击？来查询相关检索词详细信息

4. 点击控词结构图

2. 下拉找到相关的检索词

5. 点击查询关联学科

6. 点击add,添加到检索框



在WoS平台如何查看Inspec Thesaurus

1. 控词树状图

2. 该控词的同义词

3. 该控词的关联学科代码



Part 2: 案例分析—

Inspec数据库中检索研究课题：

“3D打印及生物医学材料-钛合金在组织工程中应用”



3D打印及生物医学材料-钛合金在组织工程中
的应用

The Applications of 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 with Biomedical Materials-
Titanium alloys in Tissue engineering

备注：本研究数据截止于2022年08月23日



取之一瓢

沧海无尽

Inspec助您—精准检索，定位所需。



案例背景
课题描述：3D打印（3d printing/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也称为增材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是一种通过以增材方式逐层制造材料，从数字模型制造三维物体的过程。由于能

够高灵活度、可定制化的设计，并从各种材料中生产出具有高精度和可重复性的高复杂度的形状和结构，

3D打印在航空航天、医疗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随着组织工程和再生医学的发展，3D打印技术被广

泛应用到硬组织（例如骨骼、软骨）和软组织（例如皮肤、心血管瓣膜）的组织工程（Tissue

engineering）制造中。钛合金 （Titanium alloys）材料因其高强度、出色的耐腐蚀性、良性生理影

响和适度的弹性特性，成为骨科应用的首先生物医学材料（Biomedical Materials）之一。本案例将

演示使用Inspec数据库精准检索关于生物医学材料—钛合金的3D打印技术在组织工程中应用的相关学

术文献。

根据课题描述，关键信息和参数如下：

✓ 3D打印或增材制造

✓ 组织工程

✓ 生物医学材料

✓ 钛合金
(图片来源：Merck KGaA）



❖检索策略

➢ 利用INSPEC数据库中独特的控制词、学科分类代码、化学检索等，快速精准锁定文献范围。

A. 主题字段：3D打印（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3D printing）或 增材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

B. 控制词字段：组织工程（Tissue engineering）

C. 学科分类代码字段：生物医学材料 (Biomedical Materials)

D. 化学检索字段：钛合金 （Titanium alloys）

备注：本检索案例在Web of Science平台Inspec数据库中演示。

文献检索与分析逻辑



A. 主题字段：3D打印（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3D printing）或增材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

小结：

1.在WoS平台选择Inspec数据

库。

2. 选择“主题词”字段，并

输入主题词（请参考Inspec同

义关键词，保证查全查准。）



Inspec—“控词”和“非控词” 数据索引

数据来源: https://www.theiet.org/publishing/inspec/guides-and-support/

控词

1. 是什么？- 是一种通过专家标引系统对知识加以组织整理，以便后续进行
检索分析的实用标签。

3. 如何做到？- 相比自然语言，Inspec受控词表更加准确地对所有的知识重
新定义和组织。控制词表强制要求所有Inspec收录的数据采用这些经过专
家标引系统标引且权威认定的术语，保证Inspec数据的一致性和可被准确
检索到。

2. 为什么？- 用于描述科学和技术的语言常常存在同形异义词、同义词和多
义词等不规范不准确的问题，科学术语也可能由于发表时间、地点、作者
的不同具有不同的意思。 从而减少科学数据存在的歧义、不准确和不标准
的描述

非控词

非受控词来源于文献作者在标题和摘要中使用的学术表达用语，可以高效

及时地揭示新兴的学术概念或重要的学术表达用语等。 非控制词每周更新，

以确保 Inspec 中文献记录的全面和准确可发现性。

10000+控词

1M+非控词

最大的数据可发
现性和揭示力

https://www.theiet.org/publishing/inspec/guides-and-support/


B.控制词字段：组织工程（Tissue engineering）

小结：通过inspec“控制词”精炼，进一步缩小文献检索结果，从30474条结果缩小到2536条与组织工程和
3D打印都相关文献。

本案例中，我们选择控制
词“tissue 

engineering”— 组织工程



5级学科分类及学科
分类代码标引

3,600个精准类别

详情参考：https://www.theiet.org/publishing/inspec/inspec-content-coverage/inspec-classification/

Inspec—学科分类索引简介

（深度揭示文章的跨学科性）

https://www.theiet.org/publishing/inspec/inspec-content-coverage/inspec-classification/


C. 学科分类代码字段：生物医学材料 (Biomedical Materials)

小结：通过inspec“学科分类”精炼，用户可以单选或多选相关分类，进一步根据研究需求的学科领域精炼
检索结果。在本案例中，锁定“生物医学材料”学科中的2375条记录。

在本案例中，研究生物医学
材料学科中的3D打印组织
工程制造，选择相关学科：
Biomedical Materials—生

物医学材料。



• 化学数据字段包含在文献中讨论的物质和材料系统的受控数据。

• 检索设置:

1. 输入物质的化学名称(化学符号)

2. 在化学符号后面附加一个角色

3. 用/（斜杠）连接化学物质和角色

基本角色 缩写 例子

Element（单元素） EL Na/el

Binary System（双元素） BIN GaN/bin

System of >2 components（多
于2个元素）

SS H2SO4/ss

功能角色 (特殊工艺角色) 缩写 例子

Adsorbate（吸附物） ADS CO/ads

Dopant（掺杂物） DOP P/dop

Interface System（界面系统） INT Si/int

Surface/Substrate（表面/基质） SUR Fe/sur

详情参考：https://www.theiet.org/media/5239/chemical-indexing-updated-jan-2020.pdf

物质角色说明

Inspec独有的化学索引简介
（对文章中的化学元素及其在文章中涉及的材料工艺进行标引）

Mercury (element)

Mercury (planet)

为什么Inspec引入
人工标引的化学索引？

https://www.theiet.org/media/5239/chemical-indexing-updated-jan-2020.pdf


D. 化学检索：钛合金 （Ti/ss）

小结：从34074条记录，通过控制词索引字段，学科分类索引字段，再使用Inspec独有的化学索引字段，最

终将记录数精炼到与课题最相关的48条记录，至此消除了99.9%的检索噪音。

化学索引字段（钛合
金：Ti/ss），消除
99.9%的检索噪音



施引、引用文献查看、导出Endnotes/Excel等

小结：通过施引、引用一键导出功能，快速实

现检索结果导出、下载。单次最多可支持1000

条结果导出。

Sort by relevance, citations, data… Export into various formats… 

Citation indexing



Part 3: inspec更新—

Inspec控词、学科分类代码等

在全数据库、WoS核心合集中被全景揭示

“Inspec® is now included in the panoramic view available in 

both 

All Databases &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WoS平台Inspec数据库功能更新_2021年12月9日

要点速记：

1) 在WoS平台订阅Inspec数据库的用户

2) 可在全数据库、核心合集的检索结果中看到Inspec的人工数据标引字段（Inspec也同时收录了该检索结

果）

3) 本次更新包含的Inspec标引字段：控制词和非控制词、国际专利分类、学科分类代码、CODEN



案例演示

1. All Databases 或在WoS core 

collections中检索

2. 在All Databases中检索总有
128877条记录

3. 任意点击一条记录（如果该记录Inspec也收录了），则
在该记录中，Inspec人工数据标引字段会显示出来

4. 来自Inspec的人工数据标引字段会显示在该记录的下方



案例演示

❖ 用户可便捷查看Inspec的人工数据标引

❖ 点击相关字段（蓝色）进入Inspec数据库查

阅相关记录。

❖ 一站式服务，高效、精准、最大化数据揭示

和可发现性。



案例演示

❖ 用户可点击任何一个Inspec标引或Inspec®标签进入到Inspec数据库内查看该检索结果和其它相关内容。

点击，在Inspec中查看该记录

点击，在Inspec中查看该学科相关记录

点击，在Inspec中查看该控词相关记录



检索式的编写



CNKI专业检索

▪SU=(‘烟草’+‘烟叶’)*（‘重金属’+‘元
素’+‘铬’+‘Cr’+‘镍’+‘Ni’+’
汞’+‘Hg’+‘硒’+‘Se’+’铅’+‘Pb’+’砷’+‘As’）
*(‘不溶态’+‘可溶态’+‘有机态’+‘无机态’+‘形态
分析’)





如何构造检索式

▪1.了解各种检索算符

▪2.定位检索词



检索式举例

▪气溶胶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aerosol  and（air or atmosphere） and environment

▪单抗的抗原识别表位在肿瘤表面抗原erbB2/Her2分
子的胞外第1亚区

("erbB 2" or erbB2 or "Her 2" or Her2) and "monoclonal 
antibody" and epitope and (domain* or subdomain*) and 
oncogen* 



常用检索技术



算符分类

▪1. 用来限定单个检索词

▪2. 用来限定检索词与词之间的关系

▪3. 用来限定检索词所在的检索途径或者说检索
字段



截词/通配符

▪* 

▪$   

▪?

▪*Computer   microcomputer or 
minicomputer



位置算符

▪W  （with）

▪N   （near）

▪S    （same）







检索词的定位



检索词定位步骤

▪1. 对检索主题进行内容分析

▪2. 明确检索需要的概念词

▪3. 对概念词进行扩展得到检索词



相关文献的内容分析

▪多结合以下字段检索：

主题词、关键词、文摘、规范关键词(规范词、
控制词/叙词表）、分类、引文(sci)；

通过检索的层层递进，从已经检索到的文献
中寻找与本研究课题相关的上述字段词汇或代码。

▪注意使用个性化服务，如alert,检索式保存

▪注意对result进行sort、mark



检索词选定技巧

1. 先选用主题词，运用主题词表扩检或缩检

2. 选用数据库规定的代码

如，分类代码、化学物质登记号

3. 选用常用的专业术语

从已有的相关专业文献中选择（CNKI翻译工具）

4.  同义词、近义词、相关词、缩写词、词形变化

等应尽量选全

5.  选词的使用频率不要太高

如，技术、方法、研究、设计、理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