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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思考几个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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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必须回答的问题作必须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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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中的参考咨询需求Part 1



如果我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
膀上。

—— Isaac Newton



科学研究中对参考咨询的需求科学研究中对参考咨询的需求

科研成果价值评估

知识产权监测与维护

侵权识别与调查

技术文献获取

数据与事实确认

关键技术领域核心专利调研 侵权识别与调查

成果转让

关键技术领域核心专利调研

竞争对手跟踪

科研立项 研究过程 项目结题 成果推广

集该 域的 关文献 结 报奖 科技查新收集该领域的相关文献

了解该领域研究情况

确定研究方向和项目

结题、报奖（科技查新）

科研成果整理

专利申请

设计项目研究方案



图书馆科技参考咨询服务Part 2



Reference ServiceReference Service

In Reference Service , librarians have 
traditionally given personal help to readers in y g p p
making the best use of collections to satisfy
their information needs.f

Encyclopdia Britannica�2002,P961



参考咨询参考咨询

参考咨 对读者在 求参考咨询是图书馆员对读者在利用文献和寻求知
识、情报提供帮助的活动。它以协助检索、解答
咨 专 献 道等 式 读者 事实 数咨询和专题文献报道等方式向读者提供事实、数
据和文献线索。有些国家的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
甚 包括解答读者生 的咨询甚至还包括解答读者生活问题的咨询。

——《中国大百科全书》1993



图书馆科技参考咨询图书馆科技参考咨询

服务类型
根据咨询内在属性将科技参考根据咨询内在属性将科技参考
咨询分为如下四类科技参考

咨询咨询
资源、服务、检索技能的辅导与培训

文献传递、馆际互借、复制

专题检索、事实查询、专利无效检索专题检索、事实 询、专利无效检索
、论文查证等

舆情监测分析、查新、综述分析报
告、专利战略分析报告等



咨询问题举例咨询问题举例

拓 性咨询问拓 性咨询问拓展性咨询问题拓展性咨询问题
1. 资源三号卫星测绘关键技术项目查新
2. 长江的形成研究文献汇编
3. 600 ℃以上高温钛合金专利分析报告

传统的咨询问题传统的咨询问题

以 高温钛合 专利分析报告

1 查找所有与IPS相关的研究论文和专利

基础性咨询问题基础性咨询问题

1. 查找所有与IPS相关的研究论文和专利
2. 二硫代二苯胺的合成文献
3. 陶澍论文被他人引用情况
4. 专利“节能回火炉”ZL201020606585.9无效检索

基础性咨询问题基础性咨询问题

1. 我需要Biotech Histochem. 2013 Jan;88(1):27‐
37. doi: 10.3109/10520295.2012这篇文献

综合性问题综合性问题

1. 流行病学方面的图书在哪里阅览？流 方 哪
2. 美国化学文摘（CA）怎么检索？
3. 怎样办理国际互借服务？



科技文献资源及其特点Part 3



科技文献科技文献

文献 记录知识的 切载体• 文献：记录知识的一切载体。
• 科技文献：以文字、图形、符号、声像等手段记

录的科技知识的一切载体，都可以称之为科技文
献。
– 科学：研究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自然科学；
– 技术：泛指根据自然科学原理生产实践经验，为某一为

实际目的而协同组成的各种工具、设备、技术和工艺
体系，但不包括与社会科学相应的技术内容。



科技文献类型科技文献类型
按载体和加工层级分

• Printed：印本图书、期刊、报告等

按载体和加工层级分

• Microform：缩微胶卷、缩微平片
• Audio-Visual Materials：录音录像带、磁盘等
•Digital：光盘 网络数据库 联机检索系统

按载体

•Digital：光盘、网络数据库、联机检索系统

• 零次文献：实验记录、手稿、录音、谈话记录等
• 一次文献：专著、期刊论文、专利等

二次文献：检索工具（书目 索引） 搜索引擎
加工层级分

• 二次文献：检索工具（书目、索引）、搜索引擎
•三次文献：综述、述评、工具书



科技文献类型科技文献类型
按出版类型分

科技图书

按出版类型分

• 科技图书
• 科技期刊
•科技报纸常规类型
• 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

• 专利文献
• 标准文献
• 科技报告
•产品资料
•政府出版物

特殊类型

•政府出版物



科技期刊 J l科技期刊 Journal

定义 用途特点

期刊，也称杂志，
由多位作者撰写的
不同题材的作品构

① 科研人员从期刊
中得到的信息约
占65%以上

1. 内容新颖、信息
量大；
出版周期短 传不同题材的作品构

成的定期出版物。
（辞海）

占65%以上
② 获取 新研究成

果和动态。

2. 出版周期短、传
递信息快、传播
面广、时效性强
。



关于期刊的6个问题关于期刊的6个问题

Science:0036‐8075

ISSN\eISSN
http://www.gapp.g

ov.cn
Ulrich's Periodicals 

Directory正式出版
期刊

Ulrich

拉

期刊

JournalJournal

拉丁英译 OA 期刊

刊名缩略语

俄文(日文)‐拉丁文
《科技期刊与连续出

DOAJ 
http://www.doaj.org刊名缩略语《科技期刊与连续出

版物名称对照手册》
p // j g

Biotech Histochem



会议论文 Proceedings会议论文 Proceedings
通常是在学术研讨会上宣讲的学术论文，会议通常是在学术研讨会上宣讲的学术论文，会议
承办者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

A 
出版

C 
应用

B 
特点出版 应用特点

① Proceedings
② Symposium
③ i

① 内容新颖、专业
性和针对性强

② 传递信息迅速

获取相关学科或特
定主题 新的研究
成果和动态③ Transactions

④ Series
② 传递信息迅速
③ 一般经过专家挑

选,质量较高

成果和动态



报纸 newspaper报纸 newspaper
以刊载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的以刊载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的

定期向公众发行的出版物。

A 
类型

C 
应用

B 
特点

① 新闻时事型
人民日报
参考消息

① 出版快、传递及
时

② 信息量大

① 商业情报与行业
资讯来源

② 获取行业经济情参考消息
② 专业资讯型

世界金属导报
中国冶金报

② 信息量大
③ 阅读面广、现实

感强

② 获取行业经济情
报线索



学位论文 Th i Di t ti学位论文 Thesis、Dissertation 
高等学校或研究机构的学生为取得学位，在导师指导高等学校或研究机构的学生为取得学位，在导师指导
下完成的科学研究、科学试验成果的书面报告

A 
特点

C 
工具

B 
用途特点 工具用途

① 选题新颖 ，理
论性、系统性强
内容比较专 阐

了解某领域学术前
沿和总体发展过程
和态势

① 国图OPAC
② CNKI、万方学

位论文库② 内容比较专，阐
述详细

③ 参考文献多且全
面

和态势 位论文库
③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面 Theses



科技图书 B k科技图书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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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并有定价并
取得版权保护的出版物称为图书

定义

类型 阅读型：教科书、专著、文集等
工具型 字 词典 百科全书 手册 指南类型 工具型：字、词典、百科全书、手册、指南、

年鉴等

特征
大部分是已经发表过的科技研究成果，或对某
一知识体系，生产技术知识和经验，进行系统
的概括论述的一种出版物的概括论述的 种出版物



科技图书 B k科技图书 Books
以期刊论文、会议资料、科技报告及其它第一手资料为基本素材，
经过作者有 的 有意识地选择 核对 分析 鉴别和归纳后重新经过作者有目的，有意识地选择、核对、分析、鉴别和归纳后重新
组织编写。

ISBN 用途特点

科技文献检索手册 [
专著] / 潘家祯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① 全面系统地学习
、了解补充某专
业领域的知识

① 内容成熟、系
统全面；
时效性较差化学工业出版社

, 2001
ISBN:7-5025-3086-X

业领域的知识
② 知识、事实、数

据的查考等

② 时效性较差。



专利文献专利文献

专利说 书 专利文献的主体 有关该发• 专利说明书是专利文献的主体，有关该发
明的详细技术说明，由三部分组成：明 详细技术说明， 部分 成
– 著录项目

专利权项– 专利权项
– 发明说明书

• 专利公报
• 专利索引专利索引
• 专利分类表



专 文献的 点专利文献的特点

1. 寓技术、法律和经济情报于一体；
2 涉及的技术领域广泛 内容新颖 实用 富2. 涉及的技术领域广泛，内容新颖，实用、富

于创造性；
3. 报道速度快，内容可靠，具有法律效力；
4 专利说明书内容具体 详尽 格式规范；4. 专利说明书内容具体，详尽，格式规范；
5. 报导重复量大（同族专利）



专利文献的用途专利文献的用途

实用的技术参考文献；
了解科研环境 选择合适的科研领域了解科研环境，选择合适的科研领域；
知己知彼，开拓思路，启发创造；知 知彼，开拓 路，启发创造；
准确定位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
合理评估自己研究成果的价值合理评估自己研究成果的价值。



《专利法》对不授予专利权的规定《专利法》对不授予专利权的规定

第 十五条 对 列各 授 专利权• 第二十五条 对下列各项，不授予专利权：
（一）科学发现；
（二）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四）动物和植物品种；
（五）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
（六）对平面印刷品的图案、色彩或者二者的

结合作出的主要起标识作用的设计。



标准文献 St d d标准文献 Standard
标准是技术标准 技术规范和技术法规的总称标准是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技术法规的总称

标准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做的统一规定，它
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经
有关方面协商 致 由主管机构批准 以特定形

定义
有关方面协商一致，由主管机构批准，以特定形
式发布，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

定义

•性质：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
•内容：基础标准、产品标准、方法标准、安全和
环境保护标准等
•适用范围：国际标准、区域性标准、国家标准、
行业(部)标准和企业标准

分类



我国标准的分级我国标准的分级
• 国家标准国家标准

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编制计划、组织起
草、统一审批、编号、发布），国家标准在全国范围内
适用，其他各级别标准不得与国家标准相抵触。国标

按照标准的

• 行业标准
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
内适用。

行
标按照标准的

适用范围

内适用。

• 地方标准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在地
方辖 范 内适

标

企
标 方辖区范围内适用。

• 企业标准
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产品，企业应当

标

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产品，企业应当
制定相应的企业标准，企业标准应报当地政府标准化行
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企业标准在该企
业内部适用。

地标



标准文献的特点标准文献的特点

系统性 完整性体裁独特、文字简练
有专业机构主管
固定的标准编号

有自己的检索系统和检索
标识
标准级别、名称、标准号

提出单位 审批单位固定的标准编号 、提出单位、审批单位、
批准时间、实施日期、具
体内容

强制标准GB 15037-
2006
推荐标准GB/T�20965-
2013

随着技术发展对标准进行
修改、补充和废除

般标准文献寿命10年

指令性指导性 时效性

2013
试行标准
标准草案

一般标准文献寿命10年
，新技术领域3-5年

GB/T 20965‐2013《控制网络HBES技术规范——住宅和楼宇控制系统》



标准文献的用途标准文献的用途

use1 use 2 use3 use4 use 5

对进口设备进行装备、维修或完成
某些零件的配制

克服技术交流的障碍

先进标准为研究推广新产品，改进
工艺和提高技术水平提供依据工艺和提高技术水平提供依据

鉴定工程质量、校验产品、控制指
标和统一试验方法的技术依据

了解各国经济技术政策、生产水
平、资源状况和标准水平



技术报告 T h i l R t技术报告 Technical Report

国家政府机构或科研生产国家政府机构或科研生产
单位关于某项科技工作成
果的正式报告 或是研究果的正式报告，或是研究
过程中每个阶段进展情况
的阶段性总结报告。的阶段性总结报告。

著录特点：有表示报告的词，如
Report等，或者有报告号，如

四大报告
1.美国商务部PB报告
2 美国国防部AD报告Report等，或者有报告号，如

AD-A233725
2.美国国防部AD报告、
3.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
局NASA报告
4.美国能源部DOE报告4.美国能源部DOE报告



技术报告技术报告

特点 应用类型

1.技术报告
2 技术备忘录

内容方面，报告比
期刊论文等更专深

参考科技报告文献
可以提高科研起2.技术备忘录

3.札记(Notes)
4.通报(Bulletins)
5.其他（如译文、专

期刊论文等更专深
、详尽、可靠，技
术含量高，实用意
义大

，可以提高科研起
点，大量减少科研
工作的重复劳动，
节省科研投入，加

利等）几种类型 速科学技术转化为
生产力



产品资料 d t i f ti产品资料 product information
厂商或行业信息服务机构为向客户宣传和推销厂商或行业信息服务机构为向客户宣传和推销
某产品而印发的介绍产品情况的文献。

A 
类型

C 
应用

B 
特点类型 应用特点

1.产品目录
2.厂商介绍
3.产品说明书
4 产品样本

1.内容具体、通俗易懂
2.时间性强，使用寿命
较短
3 多不提供详细技术方

1.设计、制造新产
品的重要参考资料
2.了解各厂商产品

4.产品样本
5.产品数据手册
等

3.多不提供详细技术方
法和理论依据
4.发布途径多样

现状
3.掌握产品市场情
况与动向



政府出版物 G t P bli ti政府出版物 Government Publication
由政府机构制作出版或由政府编辑 由政府制由政府机构制作出版或由政府编辑、由政府制
定出版商的文献

A 
类型

C 
应用

B 
特点类型 应用特点

行政类文件
科学技术文献
① 科技发展政策文

件

出版形式多样
内容范围广泛
具有权威性

了解各国的方针政
策、经济状况及科
技水平

件
② 地质水文和航空

航 海线图
③ 解密科技档案



现代文明人的尴尬现代文明人的尴尬



文献检索与科技参考咨询流程Part 4



37如何快速准确查找？如何快速准确查找？



科技文献检索科技文献检索

借助或利用适当的检索 具 次文献 和参考• 借助或利用适当的检索工具（二次文献）和参考
工具（三次文献）在海量的信息集合中查找到个
人所需的有用科技文献信息的过程 检索的目标人所需的有用科技文献信息的过程，检索的目标
或结果可以是含有所需信息的文献本身，也可以
是其获取线索是其获取线索。



文献信息检索需求的类型文献信息检索需求的类型

根据检索信息的内容性质进行划分

文献型检索文献型检索
•查找相关文献的内容、出处、
收藏单位等

•查找数据、图、表、光谱、元
数据型检索数据型检索

查找数据、图、表、光谱、元
器件参数、统计数据

事实型检索事实型检索
•查找物质理化性质、定义、过程
原理、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过
程 药物毒理药理信息事实型检索事实型检索 程，药物毒理药理信息



科技文献检索方法科技文献检索方法
常 法• 常用法
– 顺查法：时间由远及近，适合系统检索
– 倒查法：时间由近及远，适合新开课题
– 抽查法：针对学科发展特点，抽出其发展迅速、发抽查法：针对学科发展特点，抽出其发展迅速、发

表文献较多的一段时期，强调短时高效

• 追溯法 漏检• 追溯法
– 利用已有的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追溯查找的方法

循环法• 循环法
– 将常用法与追溯法交替使



文献信息检索原理文献信息检索原理



文献检索语言文献检索语言

定义• 定义
– 文献信息加工、存储和检索的所采用的专门语文献信息加工、存储和检索的所采用的专门语

言
• 检索语言的种类• 检索语言的种类

– 按照标识的性质与原理划分
– 按照表达文献的特征划分

• 表达文献外部特征
• 表达文献内容特征



按照标识的性质与原理划分按照标识的性质与原理划分

自然语言• 自然语言
– 关键词、题名、全文、引文、著者和摘要等关键词、题名、全文、引文、著者和摘要等

• 人工语言
分类检索语言 主题检索语言 代码检索语言– 分类检索语言、主题检索语言、代码检索语言



表达文献特征 外部特征表达文献特征——外部特征

书刊篇名 题目索引书刊篇名——题目索引
著者姓名——著者索引
文献序号——序号索引
引用文献——引文索引引用文献——引文索引



表达文献特征 内容特征表达文献特征——内容特征

分类语言 分类索引• 分类语言——分类索引
– 图书分类
– 专利分类
– 标准分类
– 主题语言

• 标题词——标题词索引标题词 标题词索引
– 单元词——单元词索引
– 关键词——关键词索引

叙词 叙词索引– 叙词——叙词索引
• 代码语言

– 分子式等——分子式索引
结构式 结构式索引– 结构式——结构式索引

– ISC标准产业分类代码



文献检索工具文献检索工具

文献检索
主要工具

在版书目、书刊联合目录、opac

Google、百度
报刊索引、CSCD、SCI、CA
药典、化工手册、百科全书



网络文献信息的特点网络文献信息的特点

内容丰富 信息 大1. 内容丰富，信息量大；
2 使用方便快捷；2. 使用方便快捷；
3. 鱼目混杂，权威性准确性无法保证；
4. 检索和挑选费时费力。

如何有效利用Google进行检索



文献检索的主要入口文献检索的主要入口

题名 著者 号码检索途径• 题名、著者、号码检索途径；
• 分类：按照学科分类体系来检索文献的一种途

径，使用分类语言在分类索引（字段）中检索；
• 主题：采用从文献中抽选出来的，代表文献主题：采用从文献中抽选出来的，代表文献
• 内容实质的词汇包括主题词（叙词），关键词、

自然语言等在主题字段检索；自然语言等在主题字段检索；
• 其他：从某些特殊途径查找所需文献的线索。

如《CA》中的分子式索引 结构式索引等如《CA》中的分子式索引、结构式索引等。



主题词与关键词主题词与关键词

主题词（又称叙词）：是规范化的受控词汇 它• 主题词（又称叙词）：是规范化的受控词汇，它
取自于主题词表（叙词表）。
关键词 从文献的题目 正文或摘要中直接抽取• 关键词：从文献的题目、正文或摘要中直接抽取
出来，对揭示和描述主题内容比较重要、关键的
词语 是未经规范化处理的自由词汇词语，是未经规范化处理的自由词汇。

• Example：硅铝铁、硅铝钡、硅铝钡铁合金、硅铝铁合金、
铝硅铁合金，作为关键词时都可以用，但作为叙词时则只
能用硅铝铁 取决于叙词表中的规定能用硅铝铁（取决于叙词表中的规定）



检索科技文献的主要途径

1. 本馆馆藏
2 外馆馆藏2. 外馆馆藏
3. 数据库商/出版商网站服务平台
4. 相关专业的学科门户、学(协)会网站
5 政府机关 组织机构 企业网站5. 政府机关、组织机构、企业网站
6. 其他网络资源



科技参考咨询流程科技参考咨询流程
1 咨询受理1. 咨询受理
2. 课题分析
3. 文献检索

① 制定检索策略
② 文献检索
③ 检索结果评估
④ 整理咨询结果④ 整理咨询结果

4. 咨询答复
整 归档5. 整理归档

6. 跟踪反馈



咨询核心流程咨询核心流程

用户用户
满足需求 结题或补充需求满足需求，结题或补充需求
不满足需求，调整需求

咨询受理

咨询委托
文献检索 咨询答复课题分析

咨询受理

检索结果不合适，

咨询馆员咨询馆员
调整检索策略



咨询案例咨询案例

检索课题：1990年以后
国内外关于岩性油气藏
勘探相关的研究文献调
研



1 咨询受理1.咨询受理

目的• 目的
– 确认和提炼用户的信息需求

• 步骤
– 倾听倾听
– 提问（目的、用途、线索、已掌握资料等）

简介相关资源– 简介相关资源
– 确定范围

服务约定（时间 交付形式等）– 服务约定（时间、交付形式等）
– 签订协议



咨询受理需要明确用户需求咨询受理需要明确用户需求

1. 检索内容：技术领域、对象、核心概念
2 检索目的---(隐私问题)2. 检索目的 (隐私问题)
3. 检索要求：地域范围、语种、文献类型、

检索年限等检索年限等
4. 咨询结果形式：提供索引、全文、建库、4. 咨询结果形式：提供索引、全文、建库、

综述、分析报告



确定后的咨询相关要求

① 主题：岩性油气藏勘探专题文献调研

确定后的咨询相关要求

① 主题：岩性油气藏勘探专题文献调研
② 地域限制：国内外
③ 语种：中外文
④ 检索年限：1990-present④ 检索年限 p
⑤ 文献类型：图书、期刊、会议、学 位、报告、

专利 标准专利、标准
⑥ 信息提交：提供可用于建库的数据格式



2 课题分析2.课题分析

咨询课题内容分析• 咨询课题内容分析
– 检索课题所属学科专业领域
– 检索主题（单一、多项）
– 主要检索概念主要检索概念
– 主要检索概念及其逻辑关系

• 其他相关分析• 其他相关分析
– 选用什么检索方法和检索工具

咨询结果如何提交– 咨询结果如何提交
– etc.



课题分析内容

① 技术领域：油气勘探

课题分析内容

① 技术领域：油气勘探
② 检索主题：岩性油气藏勘探，单一主题
③ 检索概念及其逻辑关系：岩性油气藏 & 勘探
④ 检索年限：1990-present④ 检索年限 p
⑤ 检索工具：书目、综合性数据库、专业数据库
⑥ 咨询提交方式：格式化索引文摘数据 提供选中⑥ 咨询提交方式：格式化索引文摘数据，提供选中

文献的全文



3 文献检索3. 文献检索

① 选择有代表性的数据库进行预检索① 选择有代表性的数据库进行预检索
② 根据预检索结果确定如下内容

a) 检索资源（具体工具书或数据库）
b) 提炼主题概念)
c) 确定主题概念间的逻辑关系

③ 将检索概念表达为检索词③ 将检索概念表达为检索词
④ 生成检索式

执行检索⑤ 执行检索
⑥ 检索命中文献处理⑥ 检索命中文献处理



检索词检索词

检索词• 检索词
– 指表征研究课题主要概念的关键性词语，是构

成检索提问式的 基本单元。
• 检索词的要求检索词的要求

– 选各学科的专用术语、规范用语。
– 选用意义明确的词语– 选用意义明确的词语。
– 不使用过长的词组和短语。

同义词 近义词 缩略词– 同义词、近义词、缩略词。



预检预检











通配符（ ild d h t ）通配符（wildcard character）

作用 减少输入步骤 简化检索程序 扩大检索• 作用：减少输入步骤，简化检索程序，扩大检索
范围，提高查全率，实现模糊检索。

• 类型
– 右截/左截词符，“*”或“？”，西文检索右截/左截词符， 或 ？ ，西文检索

• comput*---computer，computation�，
computational�等等p 等等

– 屏蔽符，“？”，西文检索
• ioni?ation 可代替“ionization”和“ionisation”ioni?ation 可代替 ionization 和 ionisation
• fib??board可代替“fiberboard”和“fibreboard”



检索主题概念及其逻辑关系检索主题概念及其逻辑关系

主题概念主题概念
– A�岩性油气藏：岩性油气藏；岩性地层油气藏；岩性-地层油气藏；

岩性体油气藏； lithological oil reservoir；Lithologic岩性体油气藏； lithological oil�reservoir；Lithologic
Reservoir；hydrocarbon�reservoirs；Reservoirs；oil�and�gas�
reservoir
B 勘探：勘探；exploration； prospect；prospection；– B�勘探：勘探；exploration； prospect；prospection；
prospecting

主题概念件逻辑关系主题概念件逻辑关系
– A� and�B



逻辑算符（l i l t ）逻辑算符（logical operator）

AND / * OR / + NOT / ‐
• AND 检索结果中 检索词A和检索词B必 须同• AND 检索结果中，检索词A和检索词B必 须同

时出现。
OR 检索结果中 检索词A和检索词B中• OR 检索结果中，检索词A和检索词B中

的任何一个出现即可。
检索结果中 出现检索词 但不• NOT 检索结果中，出现检索词A，但不
出现检索词B。



位置算符（ proximity operator）位置算符（ proximity operator）

作用 用来决定两个检索词间的邻近位置关系• 作用：用来决定两个检索词间的邻近位置关系，
改进AND 运算符的不足之处。

• 常用的位置算符
– W 
– N 或 near 
– same 等等

注意：不同检索系统的位置算符，其表示方法会有所不同，使注意 不同检索系统的位置算符，其表示方法会有所不同，使
用位置算符前需阅读检索系统指南



检索策略 设计检索式检索策略-设计检索式

数据库检索式CNKI数据库检索式
① (岩性油气藏 OR 岩性地层油气藏 OR�岩性-地层油气藏

OR�岩性体油气藏)�AND�勘探
② SU%岩性油气藏 AND�SU=勘探

EI数据库检索式
① ((Lithologic* OR hydrocarbon OR “oil and gas”) AND① ((Lithologic  OR hydrocarbon OR oil and gas ) AND 

reservoir* AND (explorat* OR prospec*)
② ((Lithologic* OR hydrocarbon OR "oil and gas") AND ② (( g y g )

reservoir*) WN KY AND (explorat* OR prospec*) WN 
KY



执行检索执行检索

1 进入选定数据库进行检索1. 进入选定数据库进行检索
2. 对检索反馈结果进行评估
3. 调整、优化检索策略

① 不断优化检索策略
② 发现用户的隐形需求

4. 检索命中数据的处理4. 检索命中数据的处理
5. 制定主题相关文献跟踪策略



检索结果评估检索结果评估

☆检索结果异常（如提示错误，命中文献数
据量巨大）据量巨大）
– 首先核对自己的检索式语法是否有错误，如

SV%岩性油气藏 ANDSU=勘探SV%岩性油气藏 ANDSU=勘探
– 确认检索式逻辑关系选用是否合适，如SU%岩

性油气藏 OR SU 勘探性油气藏 OR�SU=勘探



检索结果评价检索结果评价

检索结果太多☆检索结果太多
– 增加概念，在检索结果的基础上进行二次检索；增加概念，在检索结果的基础上进行 次检索；
– 选择更专指的检索词，排除无关概念；

限定检索范围：检索字段 时间 文献类型– 限定检索范围：检索字段、时间、文献类型、
语言；
使用“词组检索”或用位置算符替代“ ”算– 使用“词组检索”或用位置算符替代“AND”算
符；





注：沟通后将检索地域限制在塔里木地区注：沟通后将检索地域限制在塔里木地区



扩展信息扩展信息

















检索结 过少☆检索结果过少
– 减少不重要的检索概念、选择更宽泛的检索词、减少不重要的检索概念、选择更宽泛的检索词、

增加同义词；
– 减少检索范围限定：检索字段（All fields）减少检索范围限定：检索字段（All fields）、

时间、文献类型、语言等；
用“AND ”算符替代位置算符或词组；– 用 AND� 算符替代位置算符或词组；

– 使用通配符(*)



常用检索方法 优点 缺点常用检索方法 优点 缺点

•约束条件少，不能准
确地表达检索人员的

基本检索
（Simple search）

•只有一个检索框，直观，简单；
•大部分数据库支持运用运算符

确地表达检索人员的
意愿

•有些数据库需要掌握
一定的检索指令

•提供多个检索框，以及多种约束
有的数据库不允许在

高级检索
（Advanced search）

提供多个检索框，以及多种约束
条件，基本能够表达用户的检索
意愿；

•不需要构造复杂检索式 一般只

•有的数据库不允许在
检索框中使用运算符

•不需要构造复杂检索式， 般只
提供检索词即可，简单灵活

•对检索人员有要求，
专业检索

（Expert search）
•只有一个检索框，可随意书写合
法的检索表达式，比较灵活

对检索人员有要求，
需要掌握一定的检索
语法
•指令的书写容易出错•指令的书写容易出错



检索命中文献处理检索命中文献处理













4 咨询答复4.咨询答复

答复的形式• 答复的形式
– 提供具体事实资料提供具体事实资料
– 提供原始文献资料

提供文献检索报告或证明– 提供文献检索报告或证明
– 提供文献线索
– 指引或转介

• 基本原则基本原则
– 客观 准确 灵活



5 整理归档5.整理归档

始记 型档案• 原始记录型档案
– 邮件咨询、表单咨询邮件咨询、表单咨询
– 虚拟咨询

电话咨询– 电话咨询
– 到馆咨询

• 工作记录型档案
– 文献提供文献提供
– 专题检索等



6 跟踪反馈6.跟踪反馈

的• 目的
– 服务满意度调研服务满意度调研
– 追踪用户需求的动态变化

积累阶段性总结的原始素材– 积累阶段性总结的原始素材
• 方法

– 建立用户回访档案
– 及时处理和响应反馈信息及时处理和响应反馈信息
– 回访策略因用户而已



对课前几个问题的回复

回复1 ？？ Google和OAGoogle和OA

回复2 ？？ 图书馆咨询服务定位图书馆咨询服务定位回复2 ？？ 图书馆咨询服务定位图书馆咨询服务定位

回复3 ？？ 用户信息素养提升用户信息素养提升



图书馆科技参考咨询服务Part 5



科技参考咨询服务科技参考咨询服务

户辅 与培训1. 用户辅导与培训
2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2.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
3. 文献查证、馆藏查证
4. 专题文献检索、定题跟踪
5 事实 数据检索5. 事实、数据检索
6. 科技查新、专利检索报告、先进性检索
7. 文献综述、专利分析报告



图书馆与科技参考咨询图书馆与科技参考咨询

我 书馆科技参考咨询 务 状• 我国图书馆科技参考咨询服务现状
– 专业图书馆专业图书馆
– 高校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 省、市公共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的科技参考咨询公共图书馆的科技参考咨询

户 求 出发点• 用户需求：出发点
• 资源保障资源保障

– 人员保障
文献信息资源保障– 文献信息资源保障

• 参考咨询管理参 咨
– 业务规范

管理规范– 管理规范



几点建议几点建议

从满足用户需求 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参考咨从满足用户需求，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参考咨
询职能，体现参考咨询馆员的作用，图书馆应逐步
开展参考咨询服务。针对具体工作开展有几点建议：开展参考咨询服务。针对具体工作开展有几点建议：
① 提高认识
② 找准方向② 找准方向
③ 循序渐进
④ 合理配置资源④ 合理配置资源
⑤ 加强人员培训

充分利 馆 协作⑥ 充分利用馆际协作



推荐书目推荐书目
1. 参考工作导论: 基本参考工具书 / (美)卡茨(Katz, W.A.)著 ; 

戴隆基译 北京 :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戴隆基译. 北京 :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
2. 参考工作与参考工具书 / 戚志芬编著.  ‐‐ 北京 : 书目文献

出版社, 1988.2
3. 信息咨询理论与方法 / 詹德优主编. 2版.  武汉 : 武汉大学

出版社, 2010.
4 科技文献检索 / 徐军玲 洪江龙编著 2版 上海 : 复旦大4. 科技文献检索 / 徐军玲，洪江龙编著.  2版.  上海 : 复旦大

学出版社, 2006.
5. 科技查新 : 研究与实践 / 肖沪卫主编.  上海 : 上海科学技术

文献出版社 2008文献出版社, 2008.
6. 竞争情报导论 / 包昌火[等]编著.  北京 :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7. Reference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 an introduction / 

Richard E. Bopp and Linda C. Smith, editors. Santa Barbara, 
Calif : Libraries Unlimited c2011Calif. :   Libraries Unlimited,   c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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