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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

准GB3792．1— 83文献

著录总则》将文献定义为

“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

切载体”

一、信息检索基础知识-文献



 

1、按文献的载体形式分为

手写型  印刷型

 缩微型 声像型

 电子型

一、信息检索基础知识-文献分类



 

           主要指印刷术发明之前的古代文献和当今没有

正式付印的手写记录。

      如古代的甲骨文、金石文、简策、帛书以及现

代的笔记、书稿、书信等

手写型文献手写型文献



 

• 载体：纸张

• 实例：教科书

• 记录手段：油印、石印、铅印、复印

• 特点：可直接阅读，方便使用，不受时空限
制；存储密度低，占用空间大

印刷型文献



 

• 载体：感光材料

• 实例：缩微胶卷、缩微胶片

• 记录手段：光学缩微技术

• 特点：存储密度高,占用体积小；价格低；不能直接
阅读；难以保存

缩微型文献



 

• 载体：磁性材料、感光材料

• 实例：录像带、幻灯片、一部电影

• 记录手段：磁记录、光学技术

• 特点：直观形象、声情并茂、易于接受；成本高；
不宜检索和更新

声像型文献



 

• 载体：磁性材料、感光材料

• 实例：磁盘、光盘、电子图书

• 记录手段：计算机输入

• 特点：存储密度高、速度快；易复制；检索方便；
成本高；不能直接阅读

电子型文献



 零次文献 一次文献

三次文献二次文献

 2、按对文献的加工程度分为：

一、信息检索基础知识-文献分类

特殊形式的信息源，

主要是指还未正式发

表的最原始的资料

是人们直接以自己的生产、
科研、社会活动等实践经验
为依据生产出来的文献，也
常被称为原始文献

指围绕某个专题，利用二

次文献搜集大量的原始文

献，再经过认真阅读、筛

选、分析、综合后重新加

工编写出来的一类文献始

的资料

对分散、零乱的一次文

献进行整理，并按照一

定的逻辑顺序和科学体

系加以编排，使之有序

化，以便于查找原始文

献线索的文献



 

    图  书

   连续出版物

   特种文献

期刊

报纸

年鉴

会议文献

专利文献

标准文献

学位论文

……

3、按出版形式 
          划分

一、信息检索基础知识-文献分类



 

        凡由出版社或出版商出版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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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有定

价并取得版权保护的出版物，

称为图书（BOOK）

1.图书一、信息检索基础知识-图书



 

ISBN（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国际标准书号
国际通行的出版物代码，由13位阿拉伯数字组成，ISBN号具有专指性，唯一代表
某种书的某一版本。•                     978-7-307-06538-3

• 前缀号：国际物品编码协会（ ENA）为图书分配的商品代码。目前使用978

• 组    号：国家、地区、语言或其他组织集团的代号。由国际书号中心负责分配。  

•               中国代码为一位数字“7”。 

• 出版社号：由国家标准书号中心负责分配，其位数视申请出版社图书出版量多少而异。 

• 书序号：由出版社负责管理分配，每个出版社所出各种图书的序号。

• 校验号：是校验ISBN编号是否合法。

前缀号

一、信息检索基础知识-图书



 

(1)形式特征

1.图书一、信息检索基础知识-图书



 

(2)内容特征
v优点：
      图书的内容全面系统，基础理论性强，论点成熟可靠；
v缺点：
      图书的撰写、编辑、出版所需时间较长，传递信息速度慢，

内容相对陈旧；
v适用范围：
      如果需要对大范围问题获得一般性知识，对陌生问题进行一

般了解，对熟悉问题进行历史性的、全面系统的回顾，查阅图书
一般来说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一、信息检索基础知识-图书



 

定义：
• 期刊又称杂志，它是指定期或不定
期连续出版的、有统一的名称、固
定的开本、版式、有连续的序号、
汇集了多位作者分别撰写的多篇文
章，并由专门的机构编辑出版的连
续性出版物。

期刊特点：
• 使用固定的刊名，每期均有连续的
卷、期号和年月顺序号

• 具有内容新颖、信息量大、报道迅
速、出版周期短，能迅速反映国内
外的各种学科专业的水平和动向等
特点

期刊代码：ISSN

一、信息检索基础知识-期刊



 
• 结构：以ISSN为前缀，由8位数字组成。8位数字分为前后两
段各4位，中间用连接号相连

  举例：ISSN通常都印在期刊的封面或版权页上

         《读者》   ISSN1005-1805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ISSN1671-4512

           

ISSN（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国际标准刊号

一、信息检索基础知识-期刊



 

                         CN11-2257

• 地区号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编码表 GB2260-82》取前两位，如北京为

11、天津12、上海31、辽宁21、吉林22等

• 报刊登记号是国内统一刊号的主体，由4位数字的序号组成，其中0001－0999

号为报纸序号，1000－4999号为期刊序号

一、信息检索基础知识-期刊



    
刊
物

正式刊物和非正式刊物

正式刊物（国家级）：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科委
批准，具有ISSN和CN双刊号

非正式刊物（内部刊物）：一般只限行业内交流

一、信息检索基础知识-期刊



 

    学位论文是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的学生为获取某种学位而撰写的学术

论文。按学位的不同分为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

形式特征 
    【实例】上例是学位论文数据库收录的湖南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首页。

内容特征
     内容比较系统和完整、学术性和独创性、保密性。

一、信息检索基础知识-学位论文



 

      会议文献是指在各种学
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报
告及其他有关资料。

形式特征
     图书形式、期刊形式、
科技报告形式、视听资料
形式

内容特征
     内容新颖，及时性强;
学术水平高，专业性强，
可靠性高 

     

一、信息检索基础知识-会议文献



 

定义
      以刊载新闻和评论为主的
出版周期较短的定期连续性
出版物。

特点
     传递信息快，信息量大，
现实感强，传播面广，具有
群众性和通俗性，是重要的
社会舆论工具和情报源。

分类
      按出版发行周期分为：
日报、双日报、周报等。

      按内容分为：时事政治
类、科技类、商业类、文教
类等。 

一、信息检索基础知识-报纸



 

    专利是专利制度的产物，
广义上是指所有与专利有关
的资料。狭义上的专利文献
仅指专利说明书 

形式特征 
  【实例】右图是一篇中国专
利信息的著录格式：

内容特征
      内容新颖、技术性强、
实用性强并具有法律效力等
特点。

    它是寓技术、法律和经济
于一体的带有启发性的一种
重要文献信息。

一、信息检索基础知识-专利



 

   标准又称为规范

形式特征
  标准编号（标准号）是由“
标准代号+顺序号+年代号”
组成。

内容特征
（1）法律约束力
（2）从技术的新颖程度看，当
前的标准往往是5年前最新的
专利。也有少数专利很快成
为标准。

   GB 7907-87 （核桃丰产与坚果品质）
                             └标准名称
•           标准发布年号
•       标准顺序号
• 标准代号

一、信息检索基础知识-标准



 

类型 
（1）按照使用范围划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将我国
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企业标准四级。

 【实例】
   标准号“GB/T 15310.3-1994”表示
1994年的国家推荐性标准。 

 
（2）按照内容特点划分 
  ①方法标准
 【实例】 
    GB/T 19497-2004 农业车辆牵引
车上钩型机械连接装置试验方法和
要求。 

  ②术语标准 
   【实例】 
   GB/T 16786—1997  术语工作  计
算机应用  数据类目 

一、信息检索基础知识-标准



 

     科技报告是指某项科
研成果的立项报告、中试
报告、中期阶段性报告、
结题报告，或鉴定报告，
是关于某项研究的阶段性
进展总结报告或研究成果
的正式报告。

形式特征

     一般不是正式出版物，
每件报告单独成册，有机
构名称和统一的编号。

内容特征

  内容较为成熟，专深具体

一、信息检索基础知识-科技报告



 
图书 期刊

学位
论文

。。。

知识系统、成
熟；全面了解
某一领域的基
础知识 

周期短，内容
新，影响广；
了解学科最新
研究动向等

通过大量的思维劳
动而提出的学术性
见解或结论，具有
独创性；参考文献
多、全面，利用对
相关文献追踪检索

。。。。。。

一、信息检索基础知识-文献类型小结



 

一、信息检索基础知识-文献类型识别



 

           [J] ——期刊文章
      [M] ——专著
      [C] ——会议论文集
      [D] ——学位论文
      [R] ——报告
      [S] ——标准
      [P] ——专利
      [EB/OL] ——文献网络版

Ø 根据GB3469-83《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的规
定，以单字母方式标志各种参考文献

这些字母可以作为
识别文献类型的

标志

一、信息检索基础知识-文献类型识别



 

1.连续出版物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
(期号)：起止页码．

  [１] 袁庆龙，候文义．Ni-P合金镀层组织形貌及显微硬度
研究[Ｊ]．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01，32(1)：51-53.

2.专著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Ｍ]．出版地：出版者，出
版年：页码．

  [３] 刘国钧，郑如斯．中国书的故事[Ｍ]．北京：中国青
年出版社，1979：115-119．

一、信息检索基础知识-参考文献著录



 

3.会议论文集

 [序号] 析出责任者．析出题名[A]．见(英文用In)：主编．
论文集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6] 孙品一．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现代化特征[A]．见：中国高
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科技编辑学论文集(2)[C]．北
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0-22．

4.学位论文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Ｄ]．保存地：保存单位，
年份：起止页码．

  [７] 张和生．地质力学系统理论[Ｄ]．太原：太原理工大
学，1998：36-38．

一、信息检索基础知识-参考文献著录



 

5.报告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Ｒ]．报告地：报告会主办
单位，年份：起止页码． 

   [９]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容器的LBB分析[Ｒ]．北京：清
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1997：7-9.

6.标准

   [序号] 标准代号．标准名称[S]．出版地：出版者，出版
年:起止页码． 

   [1] GB/T 16159—1996．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S]．北
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96：20-21.

一、信息检索基础知识-参考文献著录



 

7.专利文献

   [序号] 专利所有者．专利题名[P]．专利国别：专利号，
发布日期：起止页码． 

   [11] 姜锡洲．一种温热外敷药制备方案[Ｐ]．中国专利：   
881056078，1983-08-12：3-4.

8.文献网络版

   [序号] 文献名 [EB/OL]. [引用日期]. http://…….
   [21] Information skills in higher education [EB/OL]．

http://www.sconul.ac.uk/groups/information_literacy/paper/seven
_pillars.html.

一、信息检索基础知识-参考文献著录



 

（1）布尔逻辑检索
（2）截词检索
（3）精确检索（短语检索）
（4）模糊检索
（5）字段限制检索     
     ……

二、计算机检索技术



 

                        “与”（“AND”）
                     
                   
                        “或”（ “ OR” ）
                                        
                    
                         “非”（“NOT”）
                     

多个检索词之间的逻辑关系

二、计算机检索技术-布尔逻辑检索



 

常用“and”或“*”表示

二、计算机检索技术-布尔逻辑检索



 

常用“or”或“+”表示
二、计算机检索技术-布尔逻辑检索



 

常用“not”或“-”表示

A部分表示在关键词中含有“通信”的文献；
B部分表示含有“加密”的文献；
C（阴影）部分则表示在关键词中只含有“通信”而不含有“加密”的文献。

二、计算机检索技术-布尔逻辑检索



 

截词检索—— 预防漏检，提高查全率
截  词  符—— 常用的有“?”、“*”等。

1）有限截词：即一个截词符只代表一个字符。
                      如：

2）无限截词：一个截词符可代表多个字符。

3）中间截词：截断的位置在中间
                 如：

二、计算机检索技术-截词检索



 

使用符号：双引号（“”）。如“foreign trade”、
           “计算机世界”、“数字图书馆”

短语检索: 命中记录包含与所输入的检索

            词完全一致的词组或短语。

二、计算机检索技术-精确检索/短语检索



 



 

二、计算机检索技术-模糊检索



 

与“精确检索”比较

二、计算机检索技术-模糊检索



 

字段— 组成数据库的最小单位是记录，记
            录中的每一个著录事项为字段。

常用中西文数据库的检索字段： 
      （1）题名，TI —Title

      （2）文摘，AB —Abstract

      （3）主题词，SU — Subject

二、计算机检索技术-字段限制检索



 

常用中西文数据库的检索字段：

    （4）关键词，KW — Keyword

     （5）著者，AU — Author 

     （6）刊名，JN — Journal Name

     （7）语种，LA— Language

     （8）分类号，CC — Classification
 

二、计算机检索技术-字段限制检索



 

常用检索字段：主题、篇名、关键词、作者、单位等。

知网数据库的检索字段

二、计算机检索技术-字段限制检索



 

EBSCO数据库的检索字段

常用检索字段：TX(所有文本)、TI（标题）、SU(主题词)、AB(摘要)、AU(作者)

二、计算机检索技术-字段限制检索



 

三、常用各类资源导航-图书



 

三、常用各类资源导航-期刊



 

三、常用各类资源导航-会议论文



 

三、常用各类资源导航



 

练习题
1、【练习题】使用逻辑“与”是为了（    ）

A、提高查全率       B、提高查准率

C、减少漏检率       D、提高利用率

2、【练习题】在参考文献“马化腾. 互联网+：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M].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2015.”中，“[M]”表示该参考文献是（   ）。

A、著作       B、专利       C、连续出版物      D、标准

5、【练习题】在我馆电子资源中，以下哪个数据库或服务平台能查找到硕博论文（     ）

A、中国知网                  B、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

C、博看人文畅销期刊数据库    D、EBSCO外文期刊数据库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