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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调研

Endnote在文献调研中的应用

文献信息分析

一些实例

主要内容



一.文献调研

• 为进行某项科学研究而进行的信息检索、分析和利用活动。

提高研究起点，提供研究思路，节约研究时间。

1. 毕业论文开题，研究生开题

2. 科研选题、立项

3. 撰写学术（学位）论文

4. 撰写文献综述



➢ 去哪里查？——信息源在哪，都有哪些？

➢ 如何查到有效文章？——查准

➢ 文献如何查全？——查全

➢ 查哪些主题和内容？——查什么

文献调研的困惑



研究主题What（内容）

文献调研的重点

Where

How

信息源

方法



Where
文献调研常用信息源
期刊文献（全文/文摘数据库）
会议文献
专著
学位论文
科技报告
专利文献
标准文献
专业数据库
科研基金信息
团体和个人网页、博客
学术社区、BBS论坛
….



广调研

精调研

How
文献调研的方法

特点：尽可能获得研究领域所有文献。

目的：大概了解领域内研究方向和发

展趋势。

特点：精和深，根据具体研究做深入检索

目的：深入了解研究领域重要文献和研究

者、研究热点和前沿。



文献调研的目的和内容

文献调研的目的

打基础：知识储备，了解领域情况

找方向：确定方向，了解某个方向的情况

找现状：了解确定方向的研究现状

找重点：这个方向的关键理论技术、存在
问题、发展趋势、进展情况

找相似：这个方向是否已有人做？相似的方向？

找方法：这个方向存在的问题，有哪些方法？

找大牛：研究这个方向的大牛、竞争对手或合作

广调研

精调研

What



广调研的信息来源

综合类著名期刊

综合类数据库

基金网站

知名科技网站

学科领域内顶级期刊

核心期刊

广调研



Nature及子刊、Science及子刊、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Annual Reviews

数据库、Web of Science、CPCI会议论文数据库、Ei、Springer 

Materials 、Wiley 、SDOL（ScienceDirect ）、Springer （书、刊）

及时获知全球科研热点、最新进展和成果等

人文社会科学类：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 《人民日报》或《光明日

报》理论版刊

综合类期刊及数据库

从中获取最新的科研资讯，探知前沿、把握趋势

积累知识、开拓思路眼界、找到方向！



学科领域或方向内的顶级期刊、核心期刊有哪些？怎么

找？

导师、师兄姐推荐

JCR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JCR分区

学科领域内的顶级或核心期刊





235个学科





JCR期刊分区表







13个大学科类别





分析化学





期刊文献（文摘、全文数据库）；会议文献；专著；学位论文；科技报

告；专利文献；标准文献；专业数据库；数值型数据库；团体和个

人网页、博客；学术社区、BBS论坛……

精调研的情报来源精调研



精调研需要的信息

现在 未来过去

• 领域的研究历史

• 重要理论、技术和

方法

• 领域内经典的、重

要的及高被引文献

•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 领域内重要的国家、

机构和学者

• 国内研究现状及水平

• 当前研究的最新进展？

研究热点？

• 还存在哪些问题？

• 哪些方向可开拓？

• 哪些新方法新技术？

在撰写文献综述、制定研究方法、设计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时，需要的信息



二、Endnote在文献调研中的应用

1.获取文献——撒网

2.管理——分拣

3.阅读分析——消化吸收

4.简单信息分析——挖掘



1.获取文献——撒网

管理好常用的检索数据库



优化检索策略

➢ 不断优化调整检索策略，多次检索

➢ 在不同的数据库中检索

➢ 用reference——find duplicate删除重复文章

➢ 保证查全（撒网）



➢ 对文件夹进行二次检索限定

➢ 保证查准（人工分拣）

2.管理——分拣

➢把撒网所得归类放入文件夹



➢ 创建智能分组文件夹



➢设置检索条件，完成智能分组

➢保证查准（智能自动分拣）



➢ 根据题目、期刊等信息初步筛检优先度

➢ 无关的删除

➢ 区分优先度（去除虾米，分级鱼）



哪些优先

最相关 ——有效获取信息

最新 —总结回顾，进展，更新颖

综述 ——总结回顾，现状进展，更全面

高水平期刊 ——质量和价值高，重要进展

引用率高 ——质量和价值高、重要节点、理论等



注意事项——保存检索式







3.阅读分析——消化吸收

➢ 找全文



➢ 对文献做笔记、备注、标注重要程度



➢ 阅读，高亮、下划线、做删除备注



➢ 在PDF全文搜索关注的关键词





➢ 在PDF做评论笔记

➢ 保存PDF、打印、email



4.简单信息分析——挖掘





作者 发表年代
关键词

➢ 领域内大牛

➢ 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

➢ 领域涉及的研究方向和热点



Endnote在文献调研中优缺点

优点

➢ 高效分类、管理、搜索

➢ 有效阅读、吸收

➢ 方便笔记、引用和写作

➢ 可以汇集多个数据库的资源

缺点

➢ 检索条件少，无法进行多组合专家检索

➢ 有些数据库无法实现endnote在线检索

➢ 找全文时常无法获取全文

➢ 只能做简单的信息分析

无法深入挖掘文献的隐藏信息



三、文献信息分析

筛选
挖掘

处理

处理海量的信息
更快找到自己想
要的重要文献

找到深度信息

从不同的视角发
现新的信息



了解领域

发现热点

把握趋势

轻松查找领域早期、近年
和最新的文献，全面了解
领域的发展历程、重要理
论和方法

根据领域内研究方向出现
时间、频次及衰减情况，
分析出其研究走向和趋势

及时找到最新、最热的
文献，把握研究热点

领域内重要作者和机构

合作或竞争



专业分析工具

专业分析数据库

基于文献管理软件的分析

数据库分析 2、利用数据库强大的分析功能

1、联合多种数据资源进行简单分析

3、专业分析数据库，直现研究热点

4、专业分析软件
多视角，可视化，更大的信息量

文献信息分析的境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基于文献管理软件的信息分析

Endnote NotExpress



Logo

2、基于文献数据库的信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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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NKI数字化学习与研究平台
E-Study 原E-Learning）



3、专业分析数据库

Incites

SciVal

ESI



4、基于专业软件的文献分析

QUOSACITESPACE

Publish or perish

HisCite

Bibexcel

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



实例1：利用EI发现热点

——利用一些特殊字段及年代变化情况来分析

案例：Wastewater Treatment

检索数据库：EI

检索方式：快速检索(Quick Search) 

检索字段：Subject/Title/Abstract(主题词/标题/摘要)

检索词：Wastewater Treatment

四、一些实例





1.利用Refine results可以精炼和分析检索结果

发现研究领域高产出和最活跃的学者

发现领域内权威研究机构



发现领域内研究最热的国家

领域每年出版的论文数和研究趋势

发现领域内核心期刊——投稿

了解领域内核心出版机构

会议论文、专题论文、专题综述、专题报告、
综述报告、未出版文献、学位论文，快捷获得
领域最新研究进展



发现“污水处理”热门的研究方向

受控词

是Ei对文章进行主题分类后给出的检索标识，

规范化处理

按EI分类体系分类标引，划分6大类，186个二级

类目，二级类目又划分若干小类。

污水处理领域主流研究学科和交叉研究学科，及时

获知各学科方向的最新研究进展。

发现“污水处理”在哪些学科领域展开研究

分类码



2.利用不同年代受控词或学科分类的变化

2020 2022

对比2020－2022的变化情况，发现新热点及新出现的学科研究领域



实例2：利用SciFinder发现热点

案例：artemisinin青蒿素









SciFinder的分析字段



Scifinder

作者

国家

研究
热点

文献
类型



2015-2017 2018-2020

Scifinder

思路：从近几年新出现的核心作者去发现研究热点





综合实例：青蒿素研究

广调研

1. SCI等综合性数据库、综述数据库及基金网站等，对领域研究热点有

大概了解，明确研究方向

精调研

1. web of science数据库了解研究方向的研究历史、现状及未来趋势

2. EI数据库了解其工程应用情况

3. 各学科专业数据库搜索相关文献，了解最新研究进展及存在问题

4. SciFinder数据库了解其物质、反应、结构、数据及专利等情况



1. 打开下拉菜单选择检索项主题

2. 输入课题名称

3. 选择近两年

1.了解概况、明确方向





Review  了解领域
Meeting和Proceedings papers   了解最新进展



了解青蒿素研究设计哪些学科领域



明确学科领域和感兴趣的研究方向







2.精调研——了解研究历史、现状及未来趋势

不再限定年份



大海捞针？



找到感兴趣的研究方向



1.找综述

了解研究历史及现状

2.找热门文章——被引频次排序

重要或经典文献
3.创建引文报告

4.分析检索结果

3.找重点文章——高被引、热点



研究趋势及现状



发文数渐增多，趋势向好

被引频次增多，热度不减 H指数、篇均被引次数等统计信息



按被引用次数排序的重要论文



引用了此篇文献，引用文献反应了某项研

究的最新发展、最新应用和改进情况

作者引用的参考文献，可追溯研究的历史

链接到与这篇文章引用了相同参考文献的文章列
表。它们通过同被引文献而相关，可了解研究扩
展到哪些领域





14个字段的深入分析

国家分析



查看国内对此研究方向的研究现状



作者分析：跟踪领域内重

要科研人员的研究进展

机构分析：跟踪领域

内重要科研机构的研

究进展



研究方向分析：了解该研

究主要涉及的研究方向



来源出版物分析：

了解该研究领域

的核心期刊



3.精调研——利用EI了解研究方向的工程应用情况





文献、物质、合成、反应、专利等…..

4.精调研——利用Scifinder



⚫ ACS（美国化学会）数据库

⚫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RSC数据库

⚫ Thieme E-Journal化学药学类期刊

⚫ Wiley Online Library

⚫ SDOL（ScienceDirect OnLine）

⚫ Springer （书、刊）

⚫ Frontiers系列期刊数据库

⚫ Oxford Journals

全文数据库找全文

⚫ Nature及子刊

⚫ Science及子刊

⚫ Cell Press Journals

⚫ Annual Reviews数据库

⚫ 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

⚫ CPCI会议论文数据库

⚫ PQDT（ProQuest）

5.精调研——利用综合或学科专业数据库检索密切
相关文献全文，实验内容、方法、技术、数据等



ICSD无机晶体结构数据库

剑桥结构数据库CSD (Cambridge Structural Database)

Springer Materials内容多达250,000种材料和化学体系的3000余种性质，包

含完整Landolt-Bornstein New Series内容，并可完整获取有关无机固相、吸

附等温线、高分子热力学等数据。

SpringerProtocols实验室指南数据库主要面向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以及

生物医学等学科，提供详细、精确的实验操作记录。该库提供一种标准化的

，并可在实验室再现的“配方”或“方法”，包括按部就班的操作步骤、实

验必需的原材料清单（原材料包括化学成分、硬体、软体等等），以及注释

和提醒，提醒实验员在实验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如何解决问题

数据、结构、方法、实验等事实性数据库



•文献信息资源
快速、高效

准确
深层次挖掘

数据库分
析功能

•专业分析软件

专业分析
型数据库

文献管
理软件

➢ 首先明确调研目的
➢ 明确需要检索的数据库或网站

➢ 利用数据库分析功能完成广调研，了解领域，明确研究方向，找到需要的文献
，并导入endnote

➢ 利用各学科专业数据库、全文数据库等获取重要文献及全文，并导入endnote

➢ 利用endnote对不同数据库来源的文献汇总，也可用endnote在线检索等补充需要
的文献，然后对收集的文献进行有效的管理、阅读、分析、写作等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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