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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识CNKI



CNKI知网印象

只能检索中文文献 ？

移动端使用：全球学术快报

计量可视化分析

指数分析. 

Surface

Deepness

翻译助手

Surface

只能在学校使用？

只能下载论文 ？

中英文统一检索. 
工具书图库

知识元检索

功能单一？



重识CNKI-不只是期刊和硕博士论文

01

02

03

02知识元产品

工具书（概念搜索）、学术图片知识库（图片搜

索）、知识问答等......

03科研服务类产品

机构数字图书馆、机构成果库、科研项目追踪、

研学平台、翻译助手、指数分析……

期刊、博硕、中国会议、国际会议、年鉴、专利、

科技成果、标准、法律法规、外文文献……



重识CNKI-不只是中文文献

中国知网与超过60个国家及地区

500余家出版社进行了版权合作，整合

出版了500个国际学术资源数据平台，

收录外文期刊60000余种，覆盖JCR期

刊的 94%，Scopus期刊的 80%，共计1

亿多篇外文文献。



重识CNKI-学习、教学、科研需要查什么，去哪里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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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重识CNKI-CN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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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被引文献

---科技成果

---专利

---统计数据、年鉴

---工具书

---学术图片

---外文资源



重识CNKI-CNKI检索入口

9

平台检索入口包括：文献检索、知识元检索、引文检索、高级检索以及出版物检索。
文献检索可以根据目标文献的类型有针对的选择单个或者多个数据库；
知识元检索根据表征知识点的元素类型进行检索；
高级检索能够精准定位特定文献。
引文检索和出版物检索可运用文献间的相互引用关系和出版物来源信息，进行检索



文献检索的方式和语言



文献检索的基本概念--现代文献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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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庞大，增长迅速

 文种繁多，但呈明显的英文化趋势

 文献分布既集中又分散，但呈现专题化或专集化趋势

 知识老化加快，文献寿命缩短

 交流传播及变化速度加快

文献检索

根据用户信息需求，利用检索工具或检

索系统从文献信息集合中找出用户所需

要的文献的过程。



文献检索的基本概念--文献检索的重要性

12



文献检索的工具

13

信息良莠不齐，需要花费时间甄别。

无法精确查找到所需的专业、规范

的文献

借助专业的文献数据库:

中国知网知识资源总库CNKI



 文献检索-一框式检索

在这里直接输入检索词即可

提供多条检索字
段，如可对论文
的篇关摘、关键
词、篇名、摘要
等进行检索（默
认主题检索）

主题（Topic）：指论文
所表现的中心思想，泛指
主要内容，（一般通过论
文的篇名、关键词、摘要

所含的词汇来体现）
推荐原因：

检索结果对内
容的概括性较
全面，可有效

避免漏检。

一框式检索：选择检索字段+输入检索词。中国知网新首页→文献检索框



高级检索：选择多个检索字段+输入检索词（并且、或者、不含，逻辑匹配检索词）

高级检索：可同时输入多个检索
字段和检索词并且可以任意设置
个检索字段、检索词之间的逻辑
关系，使检索结果个符合需要。

推荐原因：针对检索意
图较为明显的同学来说
一次检索即可获取要求
的文献，高效且准确。

并且
或者
不含

基于分词逻
辑的匹配模

式调节

文献检索-高级检索

 文献检索—高级检索



句子检索：输入两个或多个关键词，查找同时包含着两个词的句子
应用场景：常用于检索某一研究现状、理论成果、应用场景、实验方法、技术难点等碎片化的知
识点，不需阅读全文，是非常高效的一种检索学习方式。

句子检索：可直接检索到含有多个关键词的所
在的句子或段落。

原理：文章内容全文标
引和文献碎片化处理

推荐原因：可用于解决生活及
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单一知识难
点，检索难度低且检索结果精
确，大大降低阅读时间成本。

文献检索-句子检索

 文献检索——句子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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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KI智能问答：输入关键词
应用场景：新上线的智能问答检索方式，支持读者输入自然语言进行检索，如：如何写毕业论文？
如何养多肉植物？如何选择夏季防晒品等等。

推荐原因：针对某一领域的初学者，
当检索技巧和信息素养不足时刻采
用自然语言检索想要了解的知识。

比如提问：“什么是创新型人才” ，系统会根
据提问给出多篇文献中仅与该问题相关的内容。

 文献检索——知识元检索—智能问答



文献检索的语言

18

在确定选题后
你是怎样查找相关文献的呢？

利用布尔逻辑算符进行检
索词的逻辑组配是现代信
息检索中最常用的一种方
法。



文献检索的语言——布尔逻辑算符是什么

19

布尔逻辑算符是以英国数学家乔治布尔（GeorgeBoole）命名的运算符号

逻辑“与(and)”

• 并且

• 并含

逻辑“或(or)”

• 或者

• 或含

逻辑“非(not)”

• 不含…



文献检索的语言--逻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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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与”的作用：增加限制条件，即

增加检索的专指性，以缩小提问范围，

减少文献输出量，可提高文献的查准率

表示检出的记录必须同时含有所有的检索词

可用“AND”、“and”、“*”、空格进行表示

不限定距离与次序，中间可以间隔若干词或符号

课题要拆分为含义不同的词汇，再用逻辑“与”连接



文献检索的语言--逻辑“与”

21

检索词：社会主义 AND 市场经济

检索结果数量：3.78万条



文献检索的语言--逻辑“或”

22

逻辑“或”的作用：放宽提问范围，

增加检索结果，

起到扩检作用，可提高查全率。

表示检出的记录中至少含有两个检索词中的一个

可用“OR”、“or”、“+”或“I”表示

通常用于连接同义词、近义词、别名、简称和缩写，

以及外文单词的不同拼写形式



文献检索的语言--逻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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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词：社会主义 OR 市场经济

检索结果数量：34.23万



文献检索的语言--逻辑“非”

24

逻辑“非”的作用：排除不希望出

现的检索词，能够缩小命中文献范

围，增强检索的准确性。

可以用“NOT”、“not”、或“-”表示



文献检索的语言--逻辑“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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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词：社会主义 NOT 市场经济

检索结果数量：17.48条



在学习文献检索前，先了解一下。。。。

26



文献检索实例分析



3.3文献检索的步骤

刘允斌, 吴瑾, 王宇. 实用信息检索[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3-27.

提交
检索

优化
检索策略

文献检索步骤

提取出检索词 CNKI总库 灵活处理

在线阅读
下载全文

文献检索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活动，需要用户勤于思考，并通过实践逐步

掌握文件检索的规律，最终迅速、准确地获得所需文献。



分析研究课题分析研究主题



CNKI—基本功文献检索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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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案例：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的运用研究

提取关键词：红色文化 大学生 思政教育

分析关键词： “红色文化 ” 的近义词：革命文化、红色精神、红色基因

“思政教育” 的近义词：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思政

“运用”的近义词：“应用”

“大学生”的上位词：“学生”

“红色文化”的下位词：“党建”、“党史”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7&CurRec=36&DbCode=CMFD&dbname=CMFD202101&filename=1020083535.nh


CNKI文献检索实例（高级检索）案例：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的运用研究

设置较为准确的时间区间
以及检索条件，并巧用逻
辑词，精确检索结果。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7&CurRec=36&DbCode=CMFD&dbname=CMFD202101&filename=1020083535.nh


CNKI文献检索实例-文献筛选

通过 高被引、高下载 判断
一篇文章的质量。

下载频次依据文献被下载次数进行
排序。下载频次最多的文献往往是
传播最广、最受欢迎程度较高的文
献。

被引频次根据文献被引用次数进行
排序。按被引频次排序能帮助读者
选出被学术同行引用较多，学术影
响力高的优秀文献以及优秀出版物。



CNKI文献检索实例-在线预览（CAJ原版原貌）



CNKI文献检索实例-知网节

知网节是知识网络节点的简

称。知网节以一篇文献作为

其节点文献，知识网络的内

容包括节点文献的题录摘要

和相关文献链接。

题录摘要在显示节点文献题

录信息的同时，也提供了到

相关内容的链接。

相关文献是与节点文献具有

一定关系（如引证关系）的

文献，知网节显示这些文献

的篇名、出处，并提供到这

些文献知网节的链接。



CNKI文献检索实例-参考文献导出

第一步：选择要导出的
文献

第二步：确认文献

第三步：参考文献格式
已自动生成



中国引文数据库



• 依据CNKI收录数据库的文后参考文献和文献注释为信息对

象建立的、具有特殊检索功能的文献数据库。

• 《引文库》通过揭示各种类型文献之间的相互引证关系，

不仅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新的交流模式，而且也可以作为

一种有效的科研管理及统计分析工具。

《中国引文数据库》简介



1

2

3

4 5 未入编期刊参考文献

期刊数据库参考文献

博士论文库参考文献

硕士论文库参考文献

会议论文库参考文献

中国
引文

数据库

《引文库》数据来源



01 权威的引文数据检索工具

02 科技查新、成果申报工具

03 数字化学习工具、研究工具

04
发现新学科的生长点，预测学科未

来发展趋势

05 统计分析工具

查新站点、图情机构 引文检索、引证报告

文献情报研究者

《中国引文数据库》价值



—了解科研成果

—人才引进

—项目找专家

—考研找导师

机构制定科研管理

决策的辅助工具

—机构研究人员

—机构内学科

—同类机构

—出版机构

—出版管理部门

—制定决策

—基金管理部门制

定管理决策

—基金申报人员顺

利完成申报

作者
成果统计分析

机构/学科/地域
统计分析

期刊/出版社
统计分析

基金/项目
统计评估

统计分析工具，包括：

《中国引文数据库》价值



案
例
一 案

例
二

案
例
四

案例一：上海财经大学
被引年：2017-2020 文献被

引情况，并导出明细 案例二：打印上海财经大学朱
为群教授的成果引证报告？

案例三：“华东理工大学”的
整体科研情况，并与同类机构

对比。

主要功能与应用

1引文检索
2文献导出

3引证报告

数据分析器
（机构）



• 案例一：利用引文检索和文献导出功能，了解上海财经大学 被引年：2017-2020文献

被引情况，并导出其被引明细（题名，作者，刊名、时间及被引次数）。



多种检索方式

多种检索对象
 文献检索、作者检索、机

构检索、期刊检索、基金

检索、学科检索、地域检

索、出版社检索。

 客观揭示某对象的学术影

响力。

 一框式检索、高级

检索、专业检索

功能：引文检索



机构检索——上海财经大学被引年2017-2020



功能：文献导出

• 支持六种导出格式：参考文献格式、CNKI E-study、Refworks、EndNote、
BIB、自定义格式。

• 在自定义格式中可勾选导出被引频次、他引频次。



文献导出——上海财经大学（被引年：2017-2020）的被引明细



案
例
一 案

例
二

案
例
四

案例一：上海财经大学
被引年：2017-2020 文献被

引情况，并导出明细 案例二：打印上海财经大学朱
为群教授的成果引证报告？

案例三：“华东理工大学”的
整体科研情况，并与同类机构

对比。

主要功能与应用

1引文检索
2文献导出

3引证报告

数据分析器
（机构）



• 案例三：利用引证报告功能，打印上海财经大学朱为群教授的科研成果引证报告。



引证报告可提供编辑（筛选、
删除）、打印等。

面向“作者”提供其全部文献的被引
信息（被引情况和被引明细）。可剖
析作者文献被重要文献引用的情况。

可做为作者成果申报、职称
评审等的参考依据。

作用

功能

特点

功能：引证报告



•被引全部科研成果
•揭示学术影响力
•打印引证报告

• 案例三：利用引证报告功能，打印上海财经大学朱为群教授的科研成果引证报告。



可选择作者文献被SCI
收录刊/EI收录刊等的
引用次数



案
例
一 案

例
二

案
例
四

案例一：上海财经大学
被引年：2017-2020 文献被

引情况，并导出明细 案例二：打印上海财经大学朱
为群教授的成果引证报告？

案例三：“华东理工大学”的
整体科研情况，并与同类机构

对比。

主要功能与应用

1引文检索
2文献导出

引证报告

数据分析器
（机构）



机构

期刊

地域

作者

基金学科

出版社

面向多种对象提供统计分析数据

可对同类对象进行横向对比分析

图形化直观显示

多维度客观揭示学术情况

功能：数据分析器



学科

发文及被引

学者

发文及被引

基金

发文及被引

机构

合作发文

机构对比

（发文、被引、

篇均被引）

01 02 03 04 05

 案例四：利用机构分析器功能，分析“上海财经大学”的整体科研情

况，并与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这几

所同类学校进行对比分析。



机构分析器：上海财经大学



• 了解本机构的优势学科和劣势学科，为其科研管理和决策提供客观详实的基础数据。在学科发
展等方面提供辅助作用，例如突出重点发展学科、大力关注弱势学科，从而提高其科研竞争力。

六、主要功能及实例应用机构分析器：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各学科的发文及被引情况

上海财经大学各学科的
发文量及排名上海财经大学各学科的

被引量及排名



六、主要功能及实例应用
• 掌握本机构科研人才情况，了解某领域的著名学者，也可做为引进人才（尤其引

进其他机构的人才）的辅助工具。

机构分析器:分析上海财经大学的重要学者（发文量高、被引量高等）

上海财经大学发文量
较高的学者及其排名
上海财经大学被引量
较高的学者及其排名



六、主要功能及实例应用
• 为项目顺利进行、后期继续申请提供基础数据和依据

机构分析器：了解上海财经大学的基金申报情况

上海财经大学各基金
的发文量及排名



六、主要功能及实例应用机构分析器：了解上海财经大学与其他机构的合作情况，从合作发文角度

上海财经大学与其他学校
的合作发文量及其排名



机构分析器：对同类机构的科研实力和影响力进行横向对比分析

 以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

四所财经类大学的
发文量年度分布图

四所财经类大学的
被引量年度分布图

四所财经类大学的
篇均被引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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