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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检索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编写检索式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检索式 

• 百度百科： 

• 指搜索引擎理解和运算的查词串，由关键词、逻辑运算符、搜索
指令（搜索语法）等构成。 

• 关键词是检索式的主体，逻辑运算符和搜索指令根据具体的查询
要求从不同的角度对关键词进行搜索限定。  

 

• 检索式是检索策略的具体体现之一，检索式构造的优劣关系到检
索策略的成败。 



编写检索式常用算符 
布尔逻辑算符 
通配符 
词组检索 
位置算符 
字段检索 

 



Boolean Operator 布尔逻辑算符 

检索包含所有关键字的数据。 

标题：aspartame AND cancer* 检索同时含有这两个词的文献 

检索的数据中至少含有一个所给关键字。用于检索同义词或者词的不同表达方式。 

标题: aspartame OR saccharine OR sweetener*  

检索至少含有一个关键字的数据。 

排除含有某一特定关键字的数据。 

标题: aids NOT hearing 

检索含有“aids”的数据，排除含有“hearing”的文献。 



Wildcards 通配符 

符号 意义 

* 
零个或多个字符 

gene* 

gene, genetics, generation 

*Cycline可查找 doxycycline、
monocycline 和 tetracycline 

$ 
零或一个字符 

colo$r 

color, colour 

? 
只代表一个字符 

en?oblast 

entoblast, endoblast 



Exact Search 精确检索 

• Topic: electromagnetic field 

• Title: 

• Mathematical model of electromagnetic elimination in tubule with high 
frequency magnetic field 

• Topic: “electromagnetic field” 

• Title: 

• Reproduction of lightning electromagnetic field waveforms by engineering 
model of return stroke 

 

词组检索 如果希望精确地检索某个短语，应将其放置在引号内。 

范例:  “stem cell” 



位置算符 

 
NEAR/x NEAR代表所链接的两个词之间的词语数量小于等于x，默认的使用

Near的缺省值是15。 

Example: canine NEAR/10 virus 

                canine NEAR virus 

 

SAME 只在地址字段中进行检索，同时要求两个词是在同一个地址字段中。 
Example: yale SAME hosp  

 



字段限定检索 

• 字段检索即指定检索词出现的字段，包括前缀限制符和后缀限制。 

• 常用前缀限制符：AB、AU、ISSN、SO、KW、LA 、PY、TI…；后缀限
制符将字段代码放在检索词后。 

• EG：SO＝Nature 

   TS=“electromagnetic field” 

 



搜索引擎常用字段限定检索 

 

• Title,Subject,Keywords,Summary等; Image,Text、url、link等 
• site：China.com查找名为China.com的WWW服务器。 

• image：mao.jpg查找名为mao.jpg的图像文件。 

• url：datamining.html 查找含有    

                 datamining.html的URL 



逻辑算符的先后次序 

          当使用多个运算符时可用（）决定优先顺序，一个检索式中
最多可使用50个运算符 

                 NEAR/x 

                SAME 

                 NOT 

                 AND 

                  OR 



检索“地震与海啸”相关文献 

• TS=(earthquak* or tembl* or seism* or earthshock* or 
earthdin*) and (tsunami* or "seismic sea wave" or 
"ground sea" or megatsunami or "tidal wave*") 

 



Tips： 

• 几乎所有的检索系统都支持“”、布尔逻辑、截词和字段检索，

使用的截词和字段表示方法不尽相同，或各自有一些特殊的检索

技术； 

• WOS："ultraso* Irradiat*" and (nanocomposite* or ("nanoparticle* Composite*")) 

• Dialog：ultraso* p/0 Irradiat* And (nanocomposite* Or nanoparticle* p/0 

Composite*) 

• 部分数据库支持位置算符 

 



Web of Science中检索实例分析 
机构检索 
作者检索 
主题检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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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中Research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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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检索的一般流程： 

课题 

分析检索课题，明确信息需求 

选择检索工具，了解检索系统 

调整检索策略，获取所需信息 

列出检索词，实施检索策略 

确定检索途径，选定检索方法 



确定检索词，实施检索策略 

  关键词的选择—— 

      应以课题提供的关键词为参考 

 

      选定的关键词应符合主题；确认关键词是否为规范词；并应列出常用中外文同义词、缩
写词, 以及核心关键词的上下位类词。 

  

      应充分利用词表、辞海、术语标准、词典等工具书，以及从已检出的文献中，复核、筛
选、补充、精炼检索用词。 

 

 



关键词的选择应注意—— 

   (1) 应覆盖检索主题 

   (2) 寻找常用同义词 

   (3) 词的全称、简称及缩写 

   (4) 合理使用词组或短语 

   (5) 规范词的利用 



(1) 应覆盖检索主题 

• In Fragrance Industry, water & none scented surfactant is wildly 
used for Process Vessel cleaning, and then wastewater is 
generated. We firstly introduced IPA to substitute water to clean 
all vessels and recycles all products involved in process. 
Eliminated any use of Process Water or any potential for 
Mainstream water contamination 
 

• "Low Temperature Distillation” recycling process is more safe 
clean and energy saving when comparing with “High Temperature or 
High Pressure Distillation”  

 



(2)寻找常用同义词 

•  地震   
• earthquake(23025) earthquakes(7653) 
• seismic(25341) seismological(1111) seismology(297) seismically(103) 
• quake(131)  
• temblor(0) 
• earthquake shock(3)earthshock(2) 
• …… 

• public sphere(159) 公共领域 

     public domain(65) public domains(3)  

     public field(41) public fields(23)  

     public realm(27)  

     public area(10) public areas(7) 

• 大肠  

     colorectal(2796)   large intestine(564)   colon(487) 



(3) 词的全称、简称及缩写 

• 3D 3维 三维  Three-dimension 

• RFID 无线射频识别 Radio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 DNA 脱氧核糖核酸 Deoxyribonucleic acid  

• SAXS 小角度X散射 small angle X-ray scattering 

• IP  Internet Protocol  

• WWW  World Wide Web  

• DVD  digital versatile discs 

 

 



(4)合理使用词组或短语 

• 课题：……分析中的背散射因子研究 

• New Calculation of “Backscattering Factor” for …… 

 

• 课题：……产生的图态研究 

• “Graph state*” 

 

• 海啸："ground sea" 

 



(5)规范词的利用 

• 拼写差异：  
•  center = centre 、disc = disk 

• 缩写歧义： 
•  PC：Personal Computers、Printed Circuits 

• 专业词汇/同义词差异: 
•  Lift (US) = Elevator (UK) 

•  Internet = www = world wide web 

• 标点符号表达差异： 
•  α = alpha、Infrared = infra-red = IR 

 



 

专业数据库的标准词表-Inspec 



课题检索小结 

• 对检索课题进行分析，列出主要关键词 

• 尽可能找全检索词汇的不同表达方式 
• 阅读外文文献的专业词汇积累 

• 中文专业词汇的翻译，可以借助翻译工具 

• 运用逻辑算符编写检索式（检索策略） 

• 数据库中检索式小试，调整检索式 

• 多次调整，确定检索式（检索策略） 

 

 



http://www.thomsonscientifi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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