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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KI可用资源介绍



www.islide.cc 4

可用的中国知网（CNKI）资源——如何找到？



www.islide.cc 5

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



www.islide.cc 6

中国知网---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个性化首页—五大检索入口介绍

检
索
入
口

简单检索

知识元检索

引文检索

高级检索

出版物检索

输入简单检索词，直接进行文献检索，操作简单，适用文献查全；

根据表征知识点的元素类型进行检索；

可运用文献间的相互引用关系文献检索

设置检索条件及逻辑条件组合，精准定位文献

可运用文献的出版物来源信息，进行文献检索



个性化首页—简单检索



相对于简单检索而言，高级检索可以让你使用多于简单检索的标准来精炼检索，使检索信息更加详细，搜

索出的结果可用性也更大，适用于文献查准。

CNKI高级检索



CNKI出版物检索



CNKI知识元检索

•什么是知识元？

知识元是显性知识的最小可控单

位，是指不可再分割的具有完备

知识表达的知识单位，即能够表

达一个完整的事实、原理、方法、

技巧等。

• 知识元检索

就是对一个个完整的知识元进行

检索，你可以把知识元看做是一

个知识片段。



可运用文献间的相互引用关系文献检索

CNKI引文检索



文献分析
文献结果聚类分析

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快速发现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和趋势

 有效呈现某一领域的关键与领袖人物
 有效挖掘推动某一领域研究进展的重要

机构

 深度揭示研究成果之间、研究者之间的

联系

文献的计量分析方法



• 设定检索条

件，完成文

献检索

1

• 选择检索记录，

生成题录信息

2 • 检查题录信

息，导入分

析软件

3

• 选择统计指

标，生成可

视化结果

4

文献的计量分析方法概述



数据库自带功能：

 中国知网
 WOS数据库
 ……

文献计量
分析工具

专用分析工具：

Bicomb
Ucinet
 SPSS
Citespace
 ……

文献的计量分析方法概述



CNKI——检索结果分组分析



文献计量分析法的案例分析

检索式：
(主题=新能源汽车) AND (关键词=磷酸铁锂电池) NOT (关键词=三元锂电池)

对CNKI中：关于新能源汽车的磷酸铁锂电池研究
方面的期刊论文，做简单计量分析



备注：文献检索时间2018年12月13日

文献计量分析法的案例分析 对68条结果文献进行
计量可视化分析



关于“新能源汽车磷酸铁锂电池”方面的研究，起点较晚，自2009年有相关论文发表。不断

呈现出波动的趋势。根据曲线的形态可知，未来几年的研究热度或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总体趋势分析：文献计量分析法的案例分析
指标分析是对所选文献的基本引

证信息的分析，只在对已选文献

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时可以显示，

帮助我们快速了解选中文献引证

信息。

总体趋势分析是指对所选文献的

年度发表趋势的分析，通过总体

趋势分析，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

看出关于检索主题词的发文趋势，

预测未来几年该主题的研究发展

方向。



《汽车纵横》发文量最高，共有10篇，占比14.71%。除此之外，《电源技术》《中国

有色金属》《商用汽车》《新材料产业》的发文量均在3篇以上。

文献计量分析法的案例分析



除 系 能 源 汽 车 、 磷 酸 铁 锂 电 池 两 个 关键词 外

， 纯 电 动 汽 车 、 锰 酸 锂 、 锂 离 子 电 池 等均为

出现频次高的高频关键 词 ， 代表着 学 者 们 研 究

中的重点关注领域。

文献计量分析法的案例分析 关键词共现网络关键词关系网络是对所选文献中所包含的

关键词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对网

络图进行图形缩放、节点过滤、关系分析

设置、年份分析、聚类分析设置等操作。

节点的大小表示该词出现的频次；连接线

的粗细表示两个节点词的共现频次。透过

关键词关系网络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各关

键词之间关系的强度，判断两个关键词是

否可以放在一起研究。



文献计量分析法的案例分析

文献互引关系网络是对所选文献间互相引证关系的分析。

可以对网络图进行图形缩放、信息显示设置、节点过滤、

关系分析设置、分组筛选等操作。网络图中通过时间轴颜色

区分文献年代；节点大小表示文献的被引频次；箭头指向表

示文献引用关系。文献互引关系网络下方还会显示文献共引、

共被引分析列表，以此我们可以轻松地把握有关检索主题词

的研究的发展脉络。



文献计量分析法的案例分析

。

作者合作网络是对所选文献的作者之间的合作关

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对网络图进行图形缩放、节

点过滤、关系分析设置、年份分析等操作。

节点大小表示作者的发文量；连接线的粗细表示

两个节点作者的合作频次。

作者合作网络让我们直观地了解各学者之间的合

作关系，通过它可以以一名作者找到某一研究主

题下的多位作者。



文献检索的语言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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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检索的语言——布尔逻辑算符是什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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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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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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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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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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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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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检索词：社会主义 NOT 市场经济

检索结果数量：17.4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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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检索实例分析——文献检索的步骤

提取出检索词 CNKI总库 灵活处理

在线阅读
下载全文



分析研究课题分析研究主题



CNKI—文献检索——如何获取文献资源

36

在
线

预
览

获
取
文
献
资
源
的

常
规
流
程



CNKI—文献检索

37

检索需求：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关于中小企业跨境电商方面相关研究

提取关键词：一带一路 中小企业 跨境电商

分析关键词：“一带一路”的同义词 “丝绸之路”

“中小企业”的上位词“企业”

“跨境电商”的上位词“电子商务”

上位词（hypernym），

指概念上外延更广的主题

词。 例如：”花”是”

鲜花”的上位词，”植物”

是”花”的上位词

下位词，指概念上内涵更窄的

主题词。例如：”鲜花速递”

的下位词包括 ”上海鲜花速

递” 、”网上鲜花速递”



CNKI文献检索（高级检索） 需求：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关于中小企业跨境电商方面
相关研究



CNKI——（高级检索） 需求：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关于中小企业跨境电商方面
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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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KI-文献筛选

通过 高被引、高下载 判断
一篇文章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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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预览（CAJ原版原貌）



CNKI-在线预览（HTML）

HTML的流媒体阅读新体验，便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取原文及知识关联信息。

新的阅读模式中包括了文章大纲、正文及参考文献部分。

其中正文里的作者、机构、基金、关键词等重要信息可链接到相应知网节，便于读者的拓展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HTML阅读模式的响应速度快，改善了在线阅读体验。

2
左侧展示目录结
构、文内图表、
参考文献以及增
强材料；

3 中间展示正文内容，其中文内图表可直接下载原文高清图表文件；

4

右侧展示正文对应的参
考文献，点击可跳转到
对应文献知网节中。



CN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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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网节

文献

作者

基金

关键词 机构

学科

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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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的学生刊期、学科浏览

栏目浏览
统计与评价

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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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度指数分析
学科文献
相关作者
相关机构

基本信息
基金文献

高成果领域
基金支持作者
基金支持机构

文献基本信息
引文网络
发表刊物
主题指数
关联作者
相似文献
读者推荐

（期刊 学位单位 会议
报纸 年鉴 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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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知网总库功能架构介绍

“知网节”是以揭示不同文献或知识之间的关联关系为目标，以某篇文献或者某个知识点为中心的知识网络。它通过文献或
知识的聚类功能，将不同文献或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有机整合，将CNKI数据库中期刊、学位论文、报纸、会议论文、图
书等不同类型的文献进行关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文献知网节、作者知网节、基金知网节、机构知网节等，从而构
建系统的知识网络和内容解释体系。



CN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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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



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简介 data.cnki.net

《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通过与中国统计出版社、各统计年鉴编辑单位合作，数字化

整合国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资源，集成电子数据库，提供Excel格式的报表下载，辅助数据

分析、决策研究，是一个集数据查询、数据挖掘分析、决策支持研究及个人数据管理于一体的

综合性宏观统计数据服务平台.



目前覆盖行业32个，涉及核心统计指标256万个，累计国内外统计数值8亿余笔。

行业领域 统计指标

统计年鉴 1733种 25374册

分析报告 104种 555册

资料汇编 257种 505册

调查资料 129种 399册

普查资料 287种 769册

劳动就业、工业经济、医疗卫生、

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石油石化、

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建筑房产、

水利海洋、旅游餐饮、教育科技、

文化体育、农林牧渔业……

国家级指标 614700个

省级指标 723400个

市级指标 196500个

县级指标 41000个

国际指标 12700个

季月度指标 90900个

统计资料

平台资源



1. 统计资料与指标数值：截至目前，收录我国历年出版的统计年

鉴（资料）2548种、共27977册，统计出版社及其他年鉴出版

单位授权。

2. 统计局进度数据：宏观/区域经济运行季度/月度指标16830个、

数据695万笔，国民经济行业经济运行季度/月度指标58110个、

数据398万笔。

3. 国际数据：采集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及各行业国际组织发布的年度统计数据近5亿笔，涉及统

计指标一万余个。

4. 统计公报数据：全国各省、市统计公报文献中数值知识元的抽

取，包括指标数值5万余笔。

5. 国务院部门统计数据资讯

数据资源



数据获取：查询、浏览、表格下载

数据分析：报表、图表、数据地图

数据建模：90种数学模型辅助决策研究支持

数据管理：上传自有数据、收藏、管理数据

数据应用：展现产品内容及价值

平台基本功能



各级各类纸质统计资料电子化，在线整刊浏览及表格下载

统计年鉴导航

用指数洞察经济现状，景气指数、价格指数、核心指标

中国指数

输入关键字，精确推送指标、条目、统计资料、统计资讯

一框式检索

数据查询与下载



地区/指标/时间自由组配，生成柱状/饼图/折线等多种可视化图表

多维组配分析

率先引进SGIS技术，为用户提供可视化空间数据分析平台

地理信息系统

数据分析



上传自有数据，可与系统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上传自有数据

创建自定义指标，用于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

指标扩建

一键收藏报表、年鉴、模型，便于反复利用分析

数据收藏

数据管理



在线操作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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