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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 科技查新 

• 论文收录与引用 



科技查新 

• 科技查新简介 

• 科技查新的“新颖性”判断 

• 查新报告的组成与各项要求 



一、科技查新简介 

    查新是科技查新的简称，指查新机构根据查新委

托人提供的需要查证其新颖性的科学技术内容，按

《科技查新规范》（国科发计字[2000]544号）操作，

并作出结论。 



一、科技查新简介 

    查新机构是指具有查新业务资质，根据查新委托人

提供需要查证其新颖性的科学技术内容，按照科技查新

规范操作，有偿提供科技查新服务的信息咨询机构。 



一、科技查新简介 

    具体说，查新是针对某一特定的研究课题进行的，

通过计算机检索和手工检索等手段查出国内外公开发表

的与该课题相关的文献；再对查出的文献与被查课题进

行对比分析；最后根据分析结果对被查课题的新颖性进

行判定。 

   “查新”的结果是为被查课题出具一份“查新报

告”。查新是避免科研课题重复立项和客观正确地判别

科研成果的新颖性而设立的一项工作。  



查新工作的特点与作用 
• 查新工作特点 

不只是专题文献检索，更是一项专题信息咨询 

查新检索范围要求——全面性、系统性和连续性 

选择的对比文献——代表性、针对性与可比性 

查新结论——科学性、客观性、可供鉴证性 



查新工作的特点与作用 

查新作用 

为科研立项、科技成果验收、鉴定、评估、报奖、
新产品、技术转让等科技评价提供新颖性分析。 

为科技人员项目研发提供可靠、丰富的信息。 

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开发，少走弯路，缩短科研时间
，提高科研水平，节约人力财力，减少市场投资和
产品开发风险。 

 



查新区别于文献检索与专家评审 

    文献检索是针对具体课题的需要，仅提供文
献线索和原文，对课题不进行分析和评价。 

    专家评审主要是依据专家本人的专业知识、
实践经验、对事物的综合分析能力以及所了解的
专业信息，对被评对象的创造性、先进性、新颖
性、实用性等做出评价。评审专家的作用是一般
科技情报人员无法替代的，但具有一定程度的个
人因素。 



查新区别于文献检索与专家评审 
    科技查新是文献检索和情报调研相结合的情报研究
工作，它以文献为基础，以文献检索和情报调研为手段，
以检出结果为依据，通过综合分析，对查新项目的新颖
性进行情报学审查，写出有依据、有分析、有对比、有
结论的查新报告。即查新是以通过检出文献的客观事实
来对项目的新颖性做出结论。 

    因此，查新有较严格的年限、范围和程序规定，有
查全、查准的严格要求，查新报告要求给出明确的结论，
查新结论具有客观性和鉴证性，但不是全面的成果评审
结论。有别于单纯的文献检索和专家评审。 



新颖性 

• 依据《科技查新规范》定义，不论“成

果查新”还是“立项查新”，其新颖性

均应以有无相同的成果在出版物上公开

为判断依据。 



• 相同的成果是指科学技术所涉及的领域

和内容、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效果(包

括技术参数或指标)、采用的技术手段

(方法)等完全相同或者实质相同的成果。 

• 以出版物上公开为判断依据，对在国内

外公开使用的同类成果，如未能通过相

应文献信息来证实其属于相同成果的，

应不影响新颖性。 



新颖性判断原则 

• 单项技术对比原则 

• 具体(下位)概念否定一般(上位)概念 



 
单项技术对比原则 

 
       将查新项目的科学技术要点与每一份对比文
献中公开的与该查新项目相关的科学技术内容单
独地进行比较，不得将其与几份对比文献内容的
组合进行比较。 

– 产品组分、材料、配方不同 

– 产品结构不同 

– 多种技术的集成 

– 技术指标不同 

– 功能、效果或应用创新 

 



例：特色水果酿酒发酵技术 

• 国内相关文献对无花果果酒的酿制工艺和操作要点进
行了报道，也有文献报道了针对其它果酒将自行选育
的酿酒酵母与生香酵母配伍进行发酵的技术。 

 

• 与该课题相比，均未报道针对无花果酒，将自行选育
并筛选出的酿酒酵母与生香酵母以特定比例进行发酵
这一发酵技术及其发酵条件。 



具体(下位)概念否定一般(上位)概念 

     在同一科学技术主题中，具体(下位)

概念的公开，可使一般(上位)概念的查

新项目丧失新颖性，这种判定方法来源

于专利新颖性判断，对查新的新颖性判

断很少使用，关键在于查新项目的新颖

性的相对性决定的。  



例如，对比文献公开某产品是用铜制成的

，而使用金属制成的同一产品的查新项目

将丧失新颖性；除非对具体的金属加以说

明。但对铜之外的其它具体金属制成的同

一产品仍具新颖性。  

 



查新流程  

委托人提出查新委托 

填写“项目查新委托书” 

提交相关技术资料 

交纳查新费用 

查新受理 

确定接受查新委托(进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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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新报告的组成与要求 

一、查新目的 

二、科学技术要点 

三、查新点与查新要求 

四、文献检索范围及检索策略 

五、检索结果 

六、查新结论 

委托人在委托单中提供

准确内容与明确要求 

查新员根据委托

人要求及查新规

范做出客观结论 



1. 查新目的 

• 科技立项（申报各级、各类科技计划）； 

• 科技成果鉴定； 

• 申报科技成果奖励； 

• 其他。 



2. 科学技术要点 

• 此处着重填写研究课题的主要内容，包括
研究方法、技术特征、成果结构、工艺路
线、配方、应用范围以及技术指标和参数；
创新点主要是指研究课题在哪些方面具有
创新和发明。  



3. 查新点与查新要求 
• 查新点是是技术要点中要求查证新颖性的部分，体现
该项目新颖性的全部技术创新点。。 

• 查新点一般从技术要点中提取，或者是技术要点中技
术关键的全部，但不要把查新项目中的一般性技术特
征列为查新点。 

• 查新点是查新人员拟定检索词和制定检索策略以至对
比分析和判断新颖性的依据，写法上要精练明确，条
理清楚。对委托人有多个新颖性查证要求的项目，要
以1、2、3来标记查新点，逐条列出，以便作查新结论
时对照，分别针对每一个查新点作新颖性结论。 



查新点撰写 

• 查新点撰写的基本思路： 

我要做什么？ 
与别人做的 
区别在哪里？ 

用尽量简洁的 
语言描述出来 



查新点 

• 查新点填写的注意事项 

 
 查新点必须为项目的“创新之处”，是与同类产品或研究相比的

“不同之处”。 
 

 查新点必须“精练明确”，描述尽量简洁。 
 

 “突出重点”：选择项目中的主要创新之处作为查新点。 



查新点 

• 查新点填写的注意事项 

 

 查新点应避免使用评价性和形容性的语句，如“首次”、 “国内
先进”、“填补空白”等。 

 

 查新点中涉及的现有的技术必须要用专业术语或公认的表述，不 
能使用自创的名词和表述。 

 

 



查新要求 

查新要求是由委托人向查新机构提出的对该查新
项目的要求 ，一般指： 

• 要求对本查新项目(查新点)的新颖性作出判断； 

• 要求查找国内(外)是否有与本项目相同或类似
的研究； 

• 要求查找国内(外)有关本项目的科技文献报道； 

• 查新委托人提出的其他要求。 



4.文献检索范围及检索策略 
• 列出实际进行检索的检索工具：一般包括联机检索系
统、网络数据库、光盘数据库及免费网络资源，及手
工检索工具等。文献类型则覆盖了期刊论文、学位论
文、会议论文、图书、专利、标准、科技报告等。 

• 列出实际使用的检索词和检索策略：主要指与查新点
和科学技术要点密切相关的关键词，及检索式。 

• 列出从各检索工具中检出的文献数量。 

• 检索策略应反复调整、试检 

• 注意检索工具和检索时限的补充与回溯：检索年限有
严格规定，一般在10-15年间。 



检索词的选取原则 
• 所用检索词是否覆盖了查新点主题 

• 从内涵中选词 

• 选择实词、不选虚词 

• 选择最小词汇、少选复合词汇 

• 检索词不能叠加选择 

• 尽量挖掘限定词 

• 充分选择同义词 



检索策略的制定原则 1 

1. 正确把握查全率和查准率的关系 

• 查全率和查准率是评价检索效率的主要技术指标。 

• 查新要求高质量的检索结果，因此，查新既要有高的查全率
又要有高的查准率。 

• 查全是前提，查全才能反映出课题的新颖性，防止低水平重
复。不讲查全率只讲查准率，遗漏了主要文献，整个检索是
失败的。一般都在查全的基础上再以查准为主，尤其是科研
立项，专利查新等。 

• 对于已经取得成果的课题查新时，则以查准为主，在准的基
础上尽量求全。 



检索策略的制定原则 2 
2.避免检索结果为零 

• 检索结果为“零”的查新项目其原因主要在于：检索
词选择不当，组配不正确，检索工具不适当，检索途
径单一等 

• 解决办法：重新确定关键词，重新制定检索策略，采
用逐渐逼近的方法，即先大范围检索，不断增加检索
词组配面，缩小检索范围。 



检索策略的制定原则 3 
3. 合理使用位置算符和逻辑算符 

• 检索策略是用来限定课题范围，控制检出精度，体现
课题思想，处理查询提问的逻辑关系式。 

• 根据课题内容，将选定的关键词按词的同位类关系、
隶属关系、等级关系和相关关系列出，运用位置算符
和逻辑算符编制成检索策略式，在数据库中进行检索，
得出检索结果。 

• 检索策略式是查新工作中重要一环，是检索人员专业
水平和检索水平的体现。同一个课题，在不同查新员
手中常会出现不同的检索策略，不同检索策略又会导
致不同的检索结果，从而直接影响对课题的最终评价。 



5.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的归类： 

• 首先简述检出的国内外文献总数及从中筛选出的与项
目查新点具有可比性的相关文献数量； 

• 对以上相关文献按其与项目查新点的相关程度分为密
切相关与一般相关文献，各指出其数量；密切相关文
献是指其内容足以使项目查新点部分或全部失去新颖
性的文献； 

• 对检出文献的相关程度分析，密切相关文献可直接引
用其文摘中与查新点可比性的核心内容、指标数据；
一般相关文献可逐篇对其研究内容作简要说明，或对
同类文献作综合概略说明。 

• 相关文献可按国内、国外分别列出。 



案例 1：检索结果的描述 

 例： 室内空气流动数值模拟技术及应用 
     

     依据上述文献检索范围和检索式，共检出
相关文献63篇，其中中文文献40篇，外文文献
23篇，其中密切相关的文献17篇： 



 
案例2：钢管混凝土柱内空调冷凝水管柱外安装技术 

 
       在上述检索范围内，通过对检索到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对比，
结论如下： 
    国内相关文献报道了各大型项目工程中钢管混凝土的制作安
装、各段钢管柱的对接工艺以及施工方案[5-9]。均未见报道这些
工程项目中的钢管混凝土柱中布设有空调冷凝水管，并且未见报
道这种钢管混凝土柱内带空调冷凝水管的“管中管”结构的一次
性同步对接方法。 
    也有相关文献对钢管混凝土柱内带排雨水管的这种“管中管”
结构的分段对接施工方案进行了介绍[1-3]。与该课题相比，这些
工程项目中钢管混凝土柱及柱内的管道这种“管中管”结构的对
接方法均与该课题的采取空调冷凝水管与钢管柱一体制作的方法，
并通过各节点的合理设计，调节钢管柱的位置实现空调冷凝水管
的不可见对接及调整，进而完成钢管混凝土柱内空调冷凝水管的
施工的一次性同步对接方法不同。 
 
 



• 科技查新 

• 论文收录与引用 

论文收录 

论文、专著等被引用次数 

期刊影响因子 



• 定义1： 

如果论文A在数据库D中能够查到（检索到），
则称论文A被数据库D收录。 

 

某老师发表的论文被SCI收录XX篇 

某老师发表了XX篇SCI论文 

有XX篇某老师发表的论文能够在SCI数据库
中查到。 

 

 

论文收录与引用-1 



• 例如： 
论文《Analysis on laser-induced transient damage behavior in 

multilayer coating》能够在EI数据库中查到，因此该论文被EI

收录。 



• 数据库的选择 

SCI、SSCI、A&HCI（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 

EI（工程索引） 

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PCI-S、CPCI-SSH（科技会议录索引、社会科学

及人文科学会议录索引，Web of Science ） 

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 被上述数据库收录的论文与其它论文有什
么不同？ 

质量 

数据库有一套严格的选刊标准 



• 定义2： 

现在我们检索的都是SCIE。也就是说：如果
某位作者的论文被SCIE收录，就算是被SCI收
录了。 



• 定义3-1： 

论文A（或者专著M）是论文B的一篇参考文
献，则称论文A（或者专著M）被论文B引用
了。 

 

 

 



• 例如：论文《Synthesis of two-dimensional materials for 

capacitive energy storage》是论文《Facile synthesis of 

CoNi2S4/Co9S8 composites as advanced electrode materials for 

supercapacitors》的一篇参考文献，则称论文《Synthesis of two-

dimensional materials for capacitive energy storage》被论文《
Facile synthesis of CoNi2S4/Co9S8 composites as advanced 

electrode materials for supercapacitors》引用了。 



• 定义3-2： 

如果引用论文A（或专著M）的文献有X篇被
SCI收录，则称A（或M）被SCI引用的次数
为X次。 

 

你的论文 

1 2 3 4 5 6 7 

SCIE收录 

Google引用 



• 定义3-3： 

论文集合的总被引次数等于论文集合中各论
文的被引次数之和。 

 

论文P 

1 2 3 4 

 
 
 
 

论文集合A 

论文集合A一共4篇论文，
这4篇论文都被且仅被论
文P引用，那么该论文集
合的总被引次数为4 



• 定义4： 

论文的被引次数分为三类，总被引次数、自
引次数和他引次数。总被引次数=自引次数+

他引次数。 

 

对于他引次数，定义分为三种情况*： 

1、论文被所有作者以外其他人的引用； 

2、论文被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以外其他
人的引用； 

3、论文被申请检索作者以外其他人的引用。 

 
* 胡琳.现代信息检索[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p67-68 



• 论文A作者序号：1, 2, 3 

引用A的论文： 

B：1, 4, 5 

C：2, 3, 6 

D：4, 5, 6 

A排除他引的论文为D，他引次数为1次 



• SCI检索 

正确找到SCI的入口 

给定论文标题进行检索 

给定其它信息（如作者等）进行检索 

论文收录与引用-2 





• 需注意：此时进入的是所用数据库的主页
！ 

• 必须选择Web of Science 





ISI所有数据库结构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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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所有数据库 

权威文献数据库 

SCIE 

SSCI 

A&HCI 

CPCI-S 

CPCI-SSH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中国科学引
文数据库 

专利数据库 

DII 

专业数据库 

Inspec 

Medline 

评价工具 

InCites 

ESI 

JCR 

其它 



• 查询论文被SCI收录的情况关键在于是否能
够正确找到SCIE数据库的入口 



• Web of Science检索平台是美国科技信息所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
2001年5月推出的基于Web的信息资源整合
平台 

• SCIE数据库是Web of Science检索平台下的
一个子库！ 



SCIE的入口 

• 进入ISI检索平台主页 

• 进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 找到SCIE 



进入ISI平台数据库 



 

点击进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如何没有选择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而直接检
索，则是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DII、
Inspect、MEDLINE、SCIELO等多个数据库中跨
库检索 

Step1： 进入Web of Science检索平台主页，选择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 如何没有选择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而
直接检索，则是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DII、Inspect、MEDLINE、SCIELO等多个
个数据库中跨库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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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Web of Science核心合
集进入到Web of Science核心合
集数据库。 
    但须注意：Web of Science
也是由多个数据库组成的，这里
仍然是一个跨库检索平台。 

点击“更多设置”，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所属的多个
子数据库中单选SCIE数据库 

Step2： 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选择SCIE数据库。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默认
是在SCIE、SSCI、A&HCI、
CPCI-S、CPCI-SSH以及
CCRE、IC这几个数据库里
跨库检索。 

 

确认只勾选上SCIE数据库，
然后才能查看文章被SCIE
收录的情况 
 



• SCI检索 

正确找到SCI的入口 

给定论文标题进行检索 

给定其它信息（如作者等）进行检索 



• 查找方式： 

    1.只输入标题，有时需注意带有符号、
公式或者化学式之类的内容，一般不要复
制、粘贴进检索框，这种情况下，只取不
带有这些符号的内容。 

    2.利用作者等其它信息进行再次限制。 



• [1] Wei X Y, Jiang Y G, Ngo C W. Concept-driven 

multi-modality fusion for video search[J]. Circuits 

and Systems for Video Technology, IEEE 

Transactions on, 2011, 21(1): 62-73. 

 

• [2] Zou W.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

mation Technology into Inquiry-Based Physical 

Teaching[C]//Proceedings of the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Business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ICIBET 2013). Atlantis Press, 2013. 



输入标题 

确定在WOS核心合集
库中只勾选了SCIE 



论文1能够在SCIE中查到，因此论文1被SCI收录！ 



论文2不能在SCIE中查到，因此论文2未被SCI收录！ 



• SCI检索 

正确找到SCI的入口 

给定论文标题进行检索 

给定其它信息（如作者等）进行检索 



• 例如： 

    四川大学，谢和平院士在2010-2015年发表
的论文。 



考虑作者的姓名的多种拼写方式 

考虑地址的写法 

确定时间范围 



注意仍需对检索结果逐条加以甄别，去掉错误文献，并且补充漏检文献 



• 论文未被SCI收录的情况，需注意： 

 

SCIE论文是全刊收录。综合类期刊，只收录论

文，非论文不收录；也就是说除了一般的新闻
和评论外，还有出版社要求不做收录的内容以
外，SCIE都是全刊收录。 

SCIE更新会有一段时间的滞后，因此一些最近
见刊的论文不一定能够立刻在SCIE中找到； 



• 论文引用次数查询 

两种方法 

以下面论文为例： 
Zhang, YL (Zhang, Yan-Lan); Luo, MK (Luo, Mao-Kang).On minimization of 

axiom sets characterizing covering-based approximation operators.INFORMA

TION SCIENCES  181(14) : 3032-3042 

 

论文收录与引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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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1：使用WOS“被引参考文献检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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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查论文被引用情况，
字段选择“被引标题”； 

如果是查专著被引用情况，
字段选择“被引著作” 

在下方的“更多设
置”选项中，只勾
选SCIE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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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该论文被
SCIE引用31次 

输出结果均来自
SCIE数据库，且引
用了标题为…的文

章 



• 论文《 Measuring Personalisation of Web Search 》
并未被SCIE收录，甚至Web of Science数据库里也
查不到这篇论文 



• 但如果有SCIE的论文引用了该篇论文，仍然可以
通过“被引参考文献检索”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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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2：假如查询的是一篇被SCI收录的论文的被引情况，则可以进入该文章的题录信
息界面 

是否能表示被32篇SCIE收
录的论文引用？ 







• 期刊影响因子查询方法 

影响因子的概念 

查询方法 

论文收录与引用-4 



• 期刊的影响因子等指标是通过JCR（期刊引
证报告）提供。 

• 两种方法查询 

通过JCR数据库 

通过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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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R数据库的入口 





• 掌握下面三种检索方式 

– 特定期刊检索 

– 分类（学科）检索 

– 分类（国家或地区）检索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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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期刊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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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输入期刊的完整名称；也
可以输入期刊名称的一部分，
数据库会进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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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期刊，选定之
后为该状态， 

2、在左侧过滤器最下方点击
“submit”，就会刷新到你选择
的这一期刊 



点击期刊的名称，可进入到该期刊的详细信息页面 



点击All  Year，可进入到该期刊所有年的影响因子的页面 





• 掌握下面三种检索方式 

– 特定期刊检索 

– 分类（学科）检索 

– 分类（国家或地区）检索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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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学科进行分类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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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具体的学科，可
单选也可复选 

JCR数据库提供两种学科分类方法： 
1、Web of Science分类一共250+个； 
2、ESI分类一共2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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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学科 

2、在左侧过滤器最下方点击
“submit”，就会刷新到你选择
的这一学科下的所有期刊 



• 掌握下面三种检索方式 

– 特定期刊检索 

– 分类（学科）检索 

– 分类（国家或地区）检索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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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国家地区进行分类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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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需检索的国家地区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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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选项 

选择年份，JCR每年6月左右会发布最新
一年的期刊影响因子等指标 

选择数据库，来自SCIE和SSCI的期刊 



• 查询影响因子方法2：通过Web of Science数
据库的论文信息 

 







• 申请文献检索的方式： 

图书馆主页下载申请单 

填写相应内容 

图书馆（工学馆或医学馆）知识服务中心查新
办公室上门申请 



谢谢参加本次讲座，欢迎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