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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 开放题选题原则及考察宗旨

• 开放题评分标准

•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

• PPT制作与现场展示



开放题选题原则及考察宗旨

考察宗旨：通过团队合作完成一个具体课题的批量文献检索，并撰写结论。

从  信息检索能力，信息管理与评价，信息发布与展示，创造新信息以及协同

交流  合作等各方面培养大学生的信息素养。

选题原则： 1、选取大学生感兴趣的前沿课题； 

                  2、课题析出文献量适中，密切相关文献比较明显；

                  3、学科分布合理。。



开放题评分标准

见文档1“开放题评分细则和标准”



1、分析检索课题，构建检索式（30分）

2、选择检索工具，进行检索（40分）

3、列出相关文献，撰写检索结论（30分）

开放题答题方法与技巧（思路与步骤）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

• 如何选择检索词，构建检索式；

• 实际检索与调整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 文献评价与管理

• 撰写结论（文献综述）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选择检索词，构建检索式

实际检索中如何提取检索词

1、提取课题中必须满足的显性概念，概念尽量拆分成最小单元；

2、显性概念必须是有实质性意义的词语；

3、深入分析课题，挖掘课题中的潜在概念。

4、利用搜索引擎、主题词表，数据库功能等辅助工具查找同义词、上位词、
下  位词、相关词。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选择检索词，构建检索式

例1：企业知识产权研究

1、显性概念：企业知识产权 研究

2、有实质性意义的概念：企业知识产权

3、概念拆分：企业 知识产权

4、扩充检索词：  企业：集团 公司-----

知识产权：商标权 专利权 著作权 ------  

5、潜在概念：保护

注意：扩充检  
索词和找潜在  
概念都必须深  
入分析课题，  
根据课题需求  
添加哦！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选择检索词，构建检索式

中文检索词 英文检索词

企业/集团/公司 enterprise /business /company /establishment

知识产权/商标权/专

利权/著作权/版权

intellectualI-

property/IPR/Trademark*/patent*/Copyright

保护 protect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选择检索词，构建检索式

企业 and 知识产权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选择检索词

助方法：

中的词表，如EBSCO数据库中的叙词表；

，构建检索式

用于查找外文检索

扩充检索词的辅

2、外文数据库  
词

下
位
主
题
词

相
关
主
题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选择检索词，构建检索式

扩充检索词的辅助方法：  
3、搜索引擎

哈哈，这个  
我很熟啊



1、分析检索课题，构建检索式（30分）

2、选择检索工具，进行检索（40分）

3、列出相关文献，撰写检索结论（30分）

开放题答题思路及步聚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实际检索与调整

1、数据库平台选库；

2、注意字段的选择；

3、除了基本检索和二次检索外，学会利用高级检索和专业检索；

4、调整检索式的基本原则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实际检索与调整

1、数据库平台子库选择  

CNKI中选择数据库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实际检索与调整

1、数据库平台子库选择  

EBSCO中选择数据库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实际检索与调整

2、字段的选择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实际检索与调整

2、字段的选择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实际检索与调整

3、标准检索式是否能适应所有数据库？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实际检索与调整

3、标准检索式是否能适应所有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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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实际检索与调整

、标准检索式是否能适应所有数据库？

TI=('企业'+'公司'+'集团')*('知识产权'+'商标权'+'著作权'+'版权')*保护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实际检索与调整

3、标准检索式是否能适应所有数据库？

对中国知网高级检索与专业检索结果差别很大的解释：

在高级检索里的输入方式，实际上就是“篇名=检索词1 OR 检索词  

2 AND 检索词3 OR 检索词4 AND 检索词5”，这几个检索词执行中程序是  

按顺序依次读出来，在逻辑上是乱的，因为这么多检索词的话，需要给  

程序一个明确的优先级，才能真正实现检索需求，您的检索需求，最好  

在专业检索里实现，这也是中国知网提供多种检索方式的一个原因，可  

以满足用户不同的检索需求。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实际检索与调整

调整检索式的基本方法：  1、实际检索结果太少，不能满足信息需求，
需要扩大检索时，可以采取  以下方式：更换检索范围比较大的字段，比如
将题名字段换成主题字段，  关键词字段等；用逻辑算符“OR”增加同义词，
近义词，上位词，下位  词等；利用截词算符扩大检索范围；

2、实际检索结果太多，不能满足信息需求，需要缩小检索时，可以采取以  
下方式：更换检索范围比较小的字段，比如将主题字段，关键词字段等换
成  题名字段；用逻辑算符“and”“not”增加限定词；用范围较小的下位
词  替换范围较大的上位词。



1、分析检索课题，构建检索式（30分）

2、选择检索工具，进行检索（40分）

3、列出相关文献，撰写检索结论（30分）

开放题答题思路及步聚



1 列出相关文献

重要文献不遗漏

通过密切相关文献、核心期刊文献、核心作者的文献、本课题重要研究机构的  

文献、高被引文献、高下载量文献等方式筛选相关文献

按照规范的参考文献格式著录相关文献

2 撰写检索结论（按照文献综述的要求撰写）

依据检出文献的相关程度，对中文文献检出情况进行陈述；

结论应当客观、公正、准确、清晰地反映课题的真实情况；

检索结论较全面地反映了课题整个的发展周期及发展趋势，所涉及的学科等。

列出文后参考文献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文献评价与管理

• 文献质量评价：

1、文献被引频次、下载频次；

2、来源出版物级别（被权威数据库收录，核心期刊等）、

基  金来源（基金获批级别）、重要研究机构与作者  3、期

刊影响因子与分区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文献评价与管理

确定来源出版物级别：

1、三大检索系统SCI、EI、CPCI

2、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中国科学引文数

据库(CSCD)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PKU）

（北京大学主编）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文献评价与管理

三大检索系统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科学引文索引

CPCI：Co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科技会议
录索引 （原ISTP ）

EI：Engineering Index  工程索引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文献评价与管理

CSSCI：
由南京大学研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CSSCI）严格按期刊影响因子分学科排序位  

次和国内知名专家的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于2001年挑选了中国  

大陆出版的中文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419种，海外出版的期  

刊17种。作为我国社会人文科学主要文献信息查询与评价的重要

工  具，CSSCI提供来源文献、被引文献、优化检索等多种信息检索，

可  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与管理，学校

管理  部门等提供多种服务。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文献评价与管理

CSCD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简称  

CSCD）创建于1989年，收录我国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  

生物学、农林科学、医药卫生、工程技术、环境科学和管理科学等领  

域出版的中英文科技核心期刊和优秀期刊千余种，目前已积累从 1989  

年到现在的论文记录300 万条，引文记录近 1700万条。该库还提供了  

数据链接机制，支持用户获取全文。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文献评价与管理

PKU：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大学主编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文献评价与管理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文献评价与管理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文献评价与管理



文献管理：

1、参考文献管理软

2、直接从百度学术

件NoteExpre

、学术数据库

ss

中获取规范的参考文献格式。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文献评价与管理



1、按照文献综述的要求撰写，不可简单复制粘贴；

2、按照规范论文的格式标注参考文献；包括文中参考文献序号。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撰写结论



1、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简称综述，是对某一领域，某一专业或某一方面的课题，问题  

或研究专题搜集大量相关资料，通过分析，阅读，整理，提炼当前课题，问  

题或研究专题的最新进展，学术见解或建议，做出综合性介绍和阐述的一种  

学术论文。

2、文献综述的格式？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撰写结论







开放题解题方法与技巧—撰写结论

序号 内 容

1 是否全面收集了有关的文献资料

2
是否充分介绍了主要学术观点、主要学派及其代表  

者和研究沿革，有无主要遗漏

3 是否科学地评价已有的学术观点和理论

4 是否在已有理论和成果的基础上阐明本人的观点

5 是否能预示今后可能的发展趋势及研究方向

6 行文是否流畅，综述能力如何



“列出相关文献，撰写检索结论” 部分内容提炼：

  1. 如何进行检索结果的筛选？

（通过核心期刊文献、高被引文献等方式） 

 2. 如何按规范进行参考文献著录？

（CNKI参考文献自动生成工具）

   3. 如何撰写检索结论？（综述结构）

（课题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现状、存在不足、本人观点、发展趋势）



请同学们在学习本课件的基础上，再认真学习：

文档2：检索案例：“‘一带一路’倡议下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研

究”检索报告



祝所有参赛选手  
勇创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