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查找并下载学术资料

——陆文英
Email：luwenying2014@163.com

指导老师：张建辉

计算机学院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15年5月



提纲

学术资料分类

学术资料来源

学术资料下载



学术资料分类

学术资料类别大致为：

1. 学术论文/技术报告

2. 书籍

3. 网络资料

4. 专利

5. 学术讲座



学术资料分类

学术资料类别大致为：

1. 学术论文/技术报告

纯理论，如一些会议MobiHoc,SigMod,

SigMetrics

纯系统，如Sensys, Mobisys,ICNP,

MobiCom, IPSN,

理论系统结合，上面这些会议基本会有



学术资料分类

学术资料类别大致为：

1. 学术论文/技术报告

综述，一个研究方向的阶段性总结，了解

一个方向的好材料。

技术报告（Technical report）是未发表的

学术论文，国外大学学者的个人主页上比较

多。



学术资料分类

学术资料类别大致为：

2. 书籍

基础知识：如概率论、高等数学

专业基础知识：如算法设计与分析

专业书籍：如传感器网络、物联网

应用性书籍：如马尔科夫决策过程在传感

器网络中的应用



学术资料分类

学术资料类别大致为：
3. 网络资源
搜索引擎，如百度、谷歌、gfsoso.com

百度学术，google scholar （翻墙）

学者个人主页，特别是行业牛人

图书馆的数据库

小木虫论坛

名人博客，或科学网

大学中相关专业的网站（世界名校）

Citeseer, wikipedia(英文版)



学术资料分类

学术资料类别大致为：

4. 专利

国家专利局，google pantent

有很多的创意可以用

往往被企业所看重，但为很多学者/学生所

忽略



学术资料分类

学术资料类别大致为：

5. 学术讲座

同行名人的讲座报告



学
术
信
息
资
源

图书馆信息资源

共享的信息资源

网络信息资源

纸张文献

免费的学术信息资源

电子资源

学术信息资源分布图

文献传递

馆际互借

收费的学术信息资源

我们今天将探
讨如何了解和
获取一些免费
的网络学术资
源



什么是网络学术信息资源？

网络学术信息资源可以是数据库，电子图书、电

子期刊、电子布告栏、电子论坛、电子预印本系统、网

上书店和政府、高校、信息中心、协会或组织网站，以

及专家学者个人主页、BLOGS等。

网络免费学术资源是指在互联网上可以免费获得

的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领域的电子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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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资料来源

获取网络学术信息资源途径：

1.利用搜索引擎
2.利用图书馆的数据库
3.利用学术专业论坛
4.利用专家个人网站或博客
5.利用学科信息门户
6.利用电子预印本系统
7.利用世界名校网站



1.利用搜索引擎

学术搜索引擎是专门检索学术信息的引擎。比较
著名的学术搜索引擎有：

1.GFSoso
http://www.gfsoso.net/

2.Google学术搜索（需翻墙）
http://scholar.google.com/

3.Google学术搜索镜像（简体中文）

http://g.linkscholar.org/
4.Citeseer

http://citeseerx.ist.psu.edu/index
5.Elsevier Scirus

http://www.scirus.com
6.search.com

http://www.search.com/



2.利用图书馆的数据库

我们学校购买了一些数据库，其中比较常用的数
据库有：
ScienceDirect
IEEE
ACM
Springer
Wiley Online Library
知网（CNKI）
万方



利用图书馆资源



外文数据库



外文数据库



ScienceDirect是什么？

全学科的全文数据库

2000多种
期刊

4000种电
子图书

24个学科

参考工具书

手册
系列丛书

800多万篇
全文

在编文章

最早回溯至
1823年



主页：http://www.sciencedirect.com/



Wiley主页：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



Springer Link主页：http://link.springer.com/



3.利用专业学术论坛

学术论坛是一个提供资源检索、资源互助、资源
交流平台，扩充读者的文献源。

1.小木虫论坛(推荐）

www.emuch.net



小木虫论坛：http://emuch.net/bbs/

 小木虫，全称是小木虫学术科研第一站，是中国最有影

响力的学术站点之一。

 创建于2001年，会员主要来自国内各大院校、科研院所

的博硕士研究生、企业研发人员，这里拥有旺盛的人气、

良好的交流氛围及广阔的交流空间，已成为聚集众多科

研工作者的学术资源、经验交流平台。

 内容涵盖化学化工、生物医药、物理、材料、地理、食

品、理工、信息、经管等学科，除此之外还有基金申请、

专利标准、留学出国、考研考博、论文投稿、学术求助

等实用内容。



4.利用专家的个人网页或博客圈

查找专家的个人网页技巧：

人名+HomePage+（所在单位）

如：Amit Pande HomeP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4.利用专家的个人网页或博客圈

推荐的博客圈：

1.科学网：全球华人科学社区

http://www.sciencenet.cn/

2.博客园

http://www.cnblogs.com/

3.CSDN：全球最大中文IT社区

http://www.csdn.net/



http://www.sciencenet.cn/information/

点击可看专家博客



http://www.cnblogs.com/



5.利用学科信息门户

学科信息门户

美国能源部、英国图书馆以及其他8个参与国在华盛顿于2007年

6月22日共同开启了从全球15个国家入口接入的全球在线学科信息门户:

网址为http://www.WorldWideScience.org

它可以为普通市民、研究人员以及任何对科学感兴趣的人提供

科学信息的搜索入口，以便他们能够轻松访问那些使用普通搜索技术不

能访问的网站。

创建WorldWideScience.org的目的在于使其成为世界级的网络

工具，让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位科学家或任何人都能轻松地获得任一种语

言 或 任 一 国 家 的 搜 索 结 果 。



http://www.WorldWideScience.org



6.利用电子预印本系统

e－print arXiv预印本文献库

e-print arXiv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能源部资助,
建立的电子预印本文献库，主站点设在康乃尔大学，在世界各地设
有17个镜像站点。

中国的镜像站点是：http://cn.arXiv.org。

arXiv收录范围：目前包含物理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生物等四
个学科共计39万篇预印本文献，可以看到全文。

电子预印本：科技工作者的成果没有在正式出版
物上发表，出于交流目的，自愿先在学术会议或
互联网上发布的科技论文、科技报告等，具有交
流速度快、利于学术争鸣等特点。



6.利用世界名校网站

推荐：MIT

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网址：http://www.mit.edu/



MIT名人主页

 可下载一些个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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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资料下载

一、利用网络搜索引擎查找特定信息

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是一种因特网上提供信
息搜索的工具，也是一个网站。

它通过搜集网上的信息，如网站、网页、文档等，进
行整理、组织、加工，建立存储这些信息的索引数据库，并
向互联网用户提供信息查询。

我们所熟悉的百度和谷歌（Google）便是搜索引擎。



1、普通网络信息的查找

主要技巧:

1、准确提取检索词：正确分析信息需求，提取出能够描述

信息内容的检索词（可以是字、词、短语等）。

2、检索词数量要适中：检索词可以是1个或多个，通常用

2-3个检索词更容易查到所需信息。

3、检索词间用空格：输入2个或多个检索词时，词间用空

格隔开。

4、不提倡的做法：不提取检索词，整句输入或提问句输入。



例：查看Sensys2014学术会议资料



关键词定位Tips：Ctrl+F



利用gfsoso下载文献

打开可下载PDF



2、教学课件等特定文档资料的查找

 主要技巧:加filetype:ppt

 在检索词前加上filetype:ppt，即可查到幻灯片格式的教

学课件。

 注意：检索词与filetype:ppt之间用空格隔开。

 例如：查找关于马尔科夫链的传感器节点的教学课件

 输入格式：filetype:ppt markov sensor networks



查询结果



 除了查询幻灯片课件以外,百度和谷歌还可查询word、

excel、PDF等类型的文档，可以为我们的教学和科研工

作提供重要的信息参考。

 查找word类型文档：filetype:doc 检索词

 查找excel类型文档：filetype:xls 检索词

 查找PDF类型文档：filetype:pdf 检索词



学术资料下载

二、利用学术搜索引擎查找学术资料

如Google scholar检索平台

网址：http://g.linkscholar.org/

通过Google Scholar可以过滤掉普通搜索结果中的
大量垃圾信息，帮助人们快速寻找各种学术资料，如专家评
审文献、论文、书籍、预印本、摘要以及技术报告等。

除公开免费的资源外，Google Scholar搜索的文章
大部分只能看到摘要信息。



Google Scholar首页



检索语言与技巧

AND 默认算符，要求多个检索词同时出现在文章中

OR 检索词中的任意一个或多个出现在文章中

AND NOT 后面所跟的词不出现在文章中

通配符 * 取 代 单 词 中 的 任 意 个 （ 0,1,2… ） 字 母

如transplant* 可以检索到transplant, transplanted, transplanting…

通配符 ？ 取代单词中的1个字母

如wom?n 可以检索到woman, women

W/n

PRE/n

两词相隔不超过n个词，词序不定 quick w/3 response

两词相隔不超过n个词，词序一定 quick pre/2 response

“ ” 宽松短语检索，标点符号、连字符、停用字等会被自动忽略 “heart-attack”

{ } 精确短语检索，所有符号都将被作为检索词进行严格匹配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 ) 定义检测词顺序，例：(remote OR satellite) AND education



Google scholar高级检索
检索词、句

作者名

刊名

出版时间



Google Scholar高级检索特点

 可通过作者检索检索某一作者发表的文章；

 可以限定文章发表的刊物；

 提供被检索文章的引用信息，说明一篇文章在学术文献
中被引用的频率；

 提供检索文章的图书馆馆藏的链接信息；



学术资料下载

三、利用电子资源数据库

 电子资源数据库是大量纸质文献的电子化集合。

 如我们熟悉的中国期刊网（CNKI）、超星数字图书馆、
ScienceDirect等都是电子资源数据库。

 获取学术文献的最佳途径就是查询相关的电子资源数据
库，可获得文摘或全文信息。



数据库检索的一般方法

① 分析检索课题，明确信息需求

② 选择检索工具，了解检索系统

③ 确定检索途经，选定检索方法

④ 实施检索策略，浏览初步结果

⑤ 调整检索策略，获取所需信息

得到一组主题词（关键词）和一些限定要求（如年限、学科领域等）

数据库的基本情况和检索功能、检索途径

逻辑检索
逻辑算符
逻辑组配

检索途径
[检索项]
题名|主题

浏览模式
分类|主题|
|文献类型

匹配模式
精确|模糊

|截词检索

检索模式
初级检索|
高级|专家

结果处理
排序|选择|
获取|使用

特色功能
与

拓展服务



数据库检索的技巧

(1)准确提取关键词：明确检索课题，准确提取表达课题内

容的几个关键词。

(2)正确构造关键词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且（and）、或者

（or）、不包含（not）

(3)充分利用限定条件：时间范围、期刊级别、排序要求等。

(4)不断优化检索策略：根据检索结果，不断调整和优化检

索策略，直到查到满意的文献。

(5)学会查看数据库使用帮助。



准确提取检索词

 检索词是表达用户信息需求和检索课题内容的基本元素，

概括出能最恰当代表主题概念的检索词，检索词越多，

检索结果越少。

 提取检索词的注意事项：

 利用数据库中的词表选用检索词。

 选用与学科相关的专业术语。

 避免选用高频词或低频词：尽量少用不能表达课题实质

的高频词，如“分析”、“研究”、“应用”、“方

法”、“发展”、“影响”等词。

 选用同义词与相关词。



例：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

专辑导航系
统，可逐层
打开每个分
类目录，获
得某一学科
的所有文献

选择检索方法

检索条件控制



建议选用“高级检索”，更直观和
方便

直接在相应的文
本框输入检索词
，限定好相应条

件即可检索



学术资料下载

三、利用专家个人的主页与博客网站与论坛

 搜索专家个人主页



例：郑宇的个人主页

点击

可直接下载PDF



学术资料下载

四、直接向该作者发E-mail索取

示例：

Dear Mr．(author name)：

I would appreciate receiving a reprint of your article：

**(title of this paper)．**journal name．However, this

Journal is not available in Our library．I wonder if you would

consider sending me the full text by E- mai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consideration!

Sincerely，

Your name



利用Google等搜索引擎及学术搜索引擎

学术资料下载方法总结

利用开放存取的学术资源网站

利用专家个人的主页与博客网站与论坛

利用图书馆的文献传递服务；

直接向该作者发E-mail索取；

搜索免费代理服务器进入一些大型图书馆或数据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