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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资源入口

文献太多不便于管理

检索结果不满意！
价值太低？数量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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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网核心资源介绍



 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p 创始于1995年，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发起；

p 以实现全社会知识资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用为目标的信息化建设项目；

p 在党和国家领导以及教育部，中宣部、科技部、新闻出版总署等大力支持下，自主研发具有国际领
先水平的数字图书馆技术，建成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规模最大的“CNKI数字图书馆”；

p 目前，中国知网是全球信息量最大、最具价值的中文网站。



■总库中外文资源类型及出版情况（部分）

资源类型
国内全文 国际 题录/全文  

资源描述出版来源 文献量 回溯时间 出版来源 文献量 回溯时间

学术期刊 8000余种 5538万篇 1915年 5.74万余种 1.57亿篇 1665年

中国学术期刊涵盖核心期刊1956种；专有授权期刊1426种，占数字出
版期刊总量的20%，其中核心期刊907种，占专有授权期刊总量的64%。
海外学术期刊包括外文期刊5.74万余种，内容涵盖理、工、农、医、
人文、社会科学以及经管等各个学科领域。

博士 473家 40万篇 1984年 -- -- --

供稿单位占全国博士培养单位的99％。其中，39%的单位专有授权“中
国知网”出版，计151家，其中包括31%的“985工程”院校，计12家；
33%的“211工程”院校，计39家。2019年专有授权出版论文预计8500
篇，占全国可公开出版博士论文的29%；中央和省部级基金立项资助的
论文约5000篇，约占当年出版博士论文的18%。

硕士 760家 388万篇 1984年 -- -- --

供稿单位占全国硕士培养单位的99％，其中，50%的单位专有授权“中
国知网”出版计309家，其中包括31%的“985工程”院校，计12家；
33%的“211工程”院校，计38家。2019年专有授权出版论文约9万篇，
占全国可公开出版硕士论文20%；中央和省部基金立项资助的论文共计
1.1万篇。

会议 27670册 2506326篇 1953年 8488册 877630篇 1981年
全国范围内二级以上学会、协会及高校和科研单位等召开的国内重要
会议论文，国家一级学会、协会的会议论文收全率为90%以上；国际会
议的会议论文90%以上为国内唯一出版。

报纸 436多种 1786万篇 2000年 -- -- --
是收录我国核心报纸最多的数据库。年均收录并持续更新各级重要党
报、行业报及综合类报纸逾500种，每日更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
280种重要报纸数据库实现当日出版当日更新。

专利 -- 24431448条 1985年 -- 10699万条 1970年

中国专利收录1985年至今的全部国内专利全文；海外专利收录1970年
至今的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瑞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欧洲专利局、俄罗斯、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及中国台
湾地区十国两组织两地区的专利题录数据。

标准 -- 86480条 1900年 -- 54.6万条 1903年
由《国家标准全文数据库》和《中国行业标准全文数据库》两部分构
成。收录由中国质检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所有
国家标准，占国家标准总量的98%以上。

科技成果 -- 88．9万条 1920年 -- -- --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收集的所有科技成果。

1.1 资源类型



■总库外文数据库整合出版情况（部分）

这一系列资源体系总称为《CNKI知识资源总库》，国际国内总文献量超过3亿篇，其
中期刊、博硕、会议、报纸是日更新，每天出版约2万篇。终端读者1.2亿人。

外文数据库 文献产出起讫 文献量

荷兰Elsevier期刊数据库 1988年至今 1084.99万篇

荷兰Elsevier图书数据库 1966年至今 9560本

德国Springer期刊数据库 1836年至今 570.87万篇

英国Taylor&Francis 期刊数据库 1859年至今 282.57万篇

英国Taylor&Francis 图书数据库 1931年至今 45.2万本

剑桥大学出版社期刊 1770年至今 119.77万篇

剑桥大学出版社图书数据库 1931年至今 6410本

德国Springer图书数据库 1883年至今 76592本

英国工程技术协会会议论文 1994年至今 4万篇

美国John Wiley & Sons期刊数据库 1983年至今 281.30万篇

美国John Wiley & Sons图书数据库 1939年至今 18763本

1.1 资源类型



中国知网

同方知网产品已出口到全球的45个国家与地区，海外大型机构用户达到1245家，覆盖了海外各级各类高等
院校、公共图书馆、政府机构、政府智囊、大型企业、医院、军事机构、银行、中小学、学会等机构。

全球用户分布



1.2 中外文整合

外文资源与中文资源的完全统一、无缝融合



如何进入中国知网？





首页

www.cnki.net

中国知网



首页



首页



首页



2、CNKI -- 做你的好助手



三种检索入口更具有指导性和逻辑性

可增减数据库资源范围，默认跨库检索

对文章段落中心思想词语标引后可通过知识
元检索获得相关内容，进行快速学习

揭示各种类型文献之间的相互引证关系

2.1 检索入口



2.2 常用检索方式
一框式检索

A

高级检索B

C

作者发文检索

D
句子检索

E专业检索



① 一框式检索

输入词提示自动补全和扩展



 ② 高级检索

注意词频控制，词
频一般跟内容控制
项的“全文”可以配
合使用，用来扩大
或缩小检索范围

精确、模糊，一般
跟检索项的题名同
时出现，用来扩大
或缩小检索范围



③ 作者发文检索



④ 句子检索
句子检索可以检索同一段或者同
一句含有需要查找的有关联的几
个“关键词”，直接定位到文献碎片
化的语句。

所见即所得



⑤ 专业检索

SU=('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转变'-'泡沫' 



   2.3 阅读和下载

• 在线阅读、HTML阅读

• PDF下载、CAJ下载



2.3 阅读和下载

• 在线阅读、HTML阅读

• PDF下载、CAJ下载



2.4 导出/参考文献



2.5 选题调研

案 

例

教育文化



2.5.1 泛调研：指数分析



2.5.1 泛调研：指数分析



2.5.1 泛调研：指数分析



2.5.1 泛调研：指数分析



2.5.1 泛调研：指数分析



2.5.1 泛调研：指数分析

通过CNKI指数，可以检索、发现和追踪
学术热点话题



主题分组：有效地将主
题内容揭示出来，切中
读者的检索意图。

2.5.2 深入调研
（1）分组（主题）



作者分组：学科带头人，
一步找牛人。

2.5.2 深入调研
（1）分组（作者）



机构分组：了解研究成
果在全国的全局分布，
跟踪重要机构的成果。

2.5.2 深入调研
（1）分组（机构）



基金分组：了解国家对这
一领域的科研投入情况，
对口申请课题。

2.5.2 深入调研
（1）分组（基金）



2.5.2 深入调研
（2）排序



2.5.2 深入调研
（3）知网节



前人的研
究脉络

哪些人认可？
文献传播情况？

2.5.2 深入调研
（3）知网节



2.5.2 深入调研
（3）知网节



文献

作者

关键词 机构

出版物

知网节：
打破文献信息孤岛的割裂

性纯粹的发现

对文献信息深度挖掘和加

工，利用知网节可更方便

地追溯知识的源头，掌握

知识发展的脉络

2.5.2 深入调研
（3）知网节



2.5.2 深入调研
（4）跟踪分享



2.6 整刊浏览



写论文的过程中需要用到哪些资源呢？
 

一篇完整的论文不仅需要期刊、博硕、会议的支撑
也需要事实数据、图片库、统计数据、标准、专利等素材

2.7 论文撰写



科研过程中需要查什么？ CNKI可以告诉你！

 研究成果最新进展

 学科领域内经典文献

 某项先进技术的成果转化

 申请专利时防止重复申请

 实证研究需要大量数据

 偶然遇到的生僻概念

 绘制学术图片时寻找参照

 大量的外文资料扩充视野

 期刊、博硕、会议

 高被引文献

 科技成果

 专利

 统计数据

 工具书概念

 学术图片

 外文资源



2.7.1写引文时，需要介绍各种概念

怎么办？——利用百科、词典等工具书资源



2.7.2论文写作中，想知道事实类资源

怎么办？——年鉴



2.7.2论文写作中，想知道事实类资源

怎么办？——年鉴



2.7.3论文撰写中，想找一些专业图片？怎么办？——图片

还在百度吗？？？



2.7.4论文撰写中，想查阅标准或专利类资料

怎么办？ 科技资料必查库

  —查新、成果辨析必备资料支持



Q1、文献检索的五种方式是什么？
      一框式检索、高级检索、专业检索、
      作者发文检索、句子检索 

Q2、优先阅读什么样的文章？
      最新文献和高被引文献

Q3、选题过程中需要对研究课题进行趋势分析，选择哪项功能？
   指数分析

    知网有奖问答



3、知网实用小工具



3.1 论文阅读 — CAJ浏览器

CAJ Viewer 7.2 阅读器是中国知网独创的专业学术文献浏览编辑软件。兼容PDF、
CAJ、KDH、NH、CAA、TEB共6种电子文档格式，广泛适用于学术类文献的阅
读、传送与编辑。



常用工具：选择文本、选择图像、文字识别、注释工具、划词链接。
3.1 论文阅读 — CAJ浏览器



支持任意选取文献的文

字或图片文本，复制粘

贴为word格式，方便

引文摘录。

选择文本功能

CASE 1

1、点击工具栏 按钮

2、在文中选中需要的内容，
点击鼠标【右键】，在出
现的下拉框中点击【复制】

3、在word文档中【粘贴】

3.1 论文阅读 — CAJ浏览器的特色功能



划词链接功能

CASE 2

支持通过选取文献中的特

定词语，自动形成超链接，

对词语提供科普、释义、

翻译、图谱和辅读等五种

注释功能。

1、点击工具栏 按钮

2、在文中选中需要查阅的词语

3、有关词语的工具书解释就会自动弹出

3.1 论文阅读 — CAJ浏览器的特色功能



文字识别功能

CASE 3

支持任意选取一个区域的

内容，对其进行文字的抓

取和识别，便于将图片格

式的文字信息直接转换成

可编辑的格式。

1、点击工具栏 按钮

2、在文中选中需要抓取
和识别的段落

3、自动弹出对该段落识
别后的可编辑文字

3.1 论文阅读 — CAJ浏览器的特色功能



CNKI全球学术快报在实现检索、
下载等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提

供个性化定制、即时推送、
读者关注点追踪、内容智
能推荐、全文跨平台云同
步等功能。

      实现机构漫游权限管
理与账号绑定。

个性化定制 1

智能推荐 2

即时推送 3

跨平台同步 4

检索
下载

3.2 移动端 — 全球学术快报



3.2.1 下载地址



3.2.1 下载地址



3.2.2   注册 

登录

关联机构



     提供导航以及各功能入口，推

荐以及快报内容。

个人图书馆
学科 会议 项目   

期刊  学者

资料库
下载文献阅读、

管理
个人管理

CNKI搜索
全球知识发现

出版物专区

3.2.3 首页

基于CNKI网站，
为用户提供定制服务、
个性化推送、简约搜
索等实时掌握全球最
新科技动态。



6种定制资源入口 
一键定制，实时播报，
可在首页和我的图书馆
中查看文献更新情况

3.3.3 个性化定制



喜欢快节奏的接

受碎片化信息

很大程度的依靠

互联网来获取信

息和进行交流

擅长快速的理解信

息、接受信息、处

理信息

喜欢通过图文、音频、

视频来接受信息

喜欢通过互联网进

行匿名信息表达

如今的读者。。。



1

3

5

42

知识汇集
• 知识分布零散、搜集整合困难；
• 缺乏支持扩展学习的便捷途径；
• 中外文文献无法一站式检索；
• 缺少定制化前沿动态的精准推送。

深度学习
• 快餐式阅读、碎片化阅读、浏览式阅读

等为目的的浅阅读，缺乏以思考、理解、
探索、创新为导向的深度阅读；

• 阅读形式单一；
• 素材摘抄繁琐、整理笔记费时，素材笔

记利用率低。
知识体系构建

• 学习成果碎片化，难以体系化
为个人知识结构。

成果创作
• 创作过程难以便捷利用前期各类

阅读学习成果；
• 缺乏规范化引用指导；
•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知识管理
• 学习资料、知识内容的关联性

梳理存在困难，缺乏结构化管
理，查找困难。

学习科研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



上次看过的那篇文章
放在哪儿了？

记了这么多笔记，
要Ctrl + C/V 多少次才能整
理出来？

这个笔记记在哪篇文献里了？

文献看了就忘，
导师一问就慌？

整理参考笔记太头疼啦！



你需要“汇集、管理、阅读、思考、表达、写作”多位一体的深度阅读学习服务

知识获
取

知识管
理

知识体
系构建

深度学
习

全面便捷的知识获取

资料的深入研读学习

高效率的写作表达

个人知识结构化管理

个人知识体系的构建

创作投
稿



4、CNKI 研学平台  



研学平台注册---链接登录、网址登录

登录“中国知网”官网，点
击“研究型学习平台”。

x.cnki.net



研学平台注册---

用“手机号+验证码”的方式进行简单的注册。



  CNKI研学平台（ESCP）以搭建个人探究式学习环

境为核心，以提高用户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为目标，集

“汇、读、写”为一体的个人终身式学习平台。利用

XML碎片化、知识重组、知识网络构建等技术，提供汇

聚资源、理解知识、创作表达、选刊投稿、知识管理、

协作交流等多样化学习功能，改变传统静态的阅读方式，

开启动态、交互、图谱化的阅读模式，服务个人知识学

习与管理，从而构建个人知识结构，实现知识创新。

研学平台概述



Web端
CNKI研学平台

（x.cnki.net）

移动端
APP、Pad、小程序

PC端、MAC端
E-Study

遍读文中珠玉

汇聚万千资源

妙笔写石成金

读

汇

写

研学平台核心亮点



场景一：多渠道汇集学习资料

本地上传文件，包括doc、
docx、ppt、pptx、pdf、
caj、txt等格式。

学术热点、期刊、学科、
RRS订阅。

抓取其他数据库文献资源，
目前支持30个数据库，例
如百度学术、Springer、
Wiley、Nature等。

中国知网总库文献，包括
XML、CAJ、PDF等格式。



通过在线检索和本地文件上传向
新建的专题里添加文献

在线文献检索添加，直接跳转到知网总库
一框式检索：对检索结果进行细化归类分析。

批量收藏 单篇收藏

中国知网总库



谷歌浏览器插件抓取其他数据库资源

谷歌浏览器安装插件，一键抓取
其他数据库文献题录或全文信息

目前支持30个其他数据库，如果用数据库的权限，可以抓取全文信息



场景一：四种渠道汇集中外文献

期刊、RSS、学科、关
键词订阅

第四种文献汇集方法



文章按  重要度  排序



阅读模
式分析

25%
透视阅读模式
大纲预览透视文献
章节片段一键直达

25%
图表阅读模式

流媒阅读畅通无阻
图表数据一应俱全

25%
延展阅读模式

理清思路重点摘取
随手批注对话作者

25%
批注阅读模式
疑点追踪全面掌握
知其然更知所以然

场景二：“四合一”阅读模式



图表阅读

把文献中的图、表、视频做了增强处理效果，
可以对表做笔记、涂鸦、收藏、放大查看。



透视阅读

通过文献的大纲目录把握全文信息，点击小标
题，自动跳转到对应的相应内容。



“全部笔记”阅读模式，以导图展示全文笔记、
参考文献、引证文献，构建节点文献知识网路。

透视阅读



延展阅读

点击作者、机构、基金、关键词、全文知
网节，自动链接相应扩展内容。

作者知网节
关键词知网节

节点文献知网节



延展阅读

点击任一参考文献或引证文献，直接阅读全文，
同样可以划线、做笔记、文摘。



批注阅读



做笔记标签显示在左侧目录导航栏里，还能镶
嵌到原文当中。

批注阅读



批注阅读

“购物车”文摘，把重要的内容做摘录，以备
后期查询使用。



批注阅读

通过添加新的目录和内容，完善论文内容，把
个人想法和作者的观点相柔和。



场景三：笔记汇编---单篇

通过文献阅读过程做的划线、笔记、文摘、添加
的章节内容进行一键汇编整理，方便日后使用。



场景三：笔记汇编---专题笔记



场景四：在线创作---文档

包括文档创作和思维导图创作。

写作时，可以添加引用之前做的文摘、笔记、创
作、网盘、在线CNKI的素材，自动生成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能自动排序。



在线创作---文档

自备的素材库不够使用，可以选择在线检索CNKI
文献，在线引用添加，自动生成参考文献，参考
文献能自动排序。



在线创作---思维导图

右编辑栏，包括字体、颜色、链接、图
标、备注等功能。

左编辑栏，包括结构图、主题颜
色、节点展开、撤销等功能。



在线创作

      包括上传文档、思维导图两种创作模
板，可以先用导图撰写文章大纲，再一键
转成文档格式，进行内容丰富和润色。



场景五：在线投稿
10大专题，168专辑，11950多种期刊

官方
网站



场景六：构建个人知识管理体系

有效快捷的管理个人的阅读文摘、笔记、网盘（本地上传的资料）、
学习成果、热点订阅等，把你的学习或工作资料管理的井然有序。



构建个人知识管理体系---专题学习成果

通过思维导图展示“甘薯”专题下文献和笔记脉络关系，让你清晰的
从整理把握整个专题信息。



Q4、具有个性化定制功能的移动端知网是哪个手机APP？
      全球学术快报

Q5、CNKI研学平台的网址?
       x.cnki.net

Q6、CNKI研学平台的特色功能（三字概括）?
       汇、读、写

   知网有奖问答



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66号东升科技园北领地A1楼

安徽分公司：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黄山路601号科创中心

 网址：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