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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Part One 
学习资料、探究信息的获取 

培养应用信息素养解决问题的思维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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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性学习（探究性学习），学生为主，教师辅助的学习模式； 
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目标。 
 

 

关于研究性学习的思考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培养应用信息素养解决问题的思维和能力！ 查资料？ 



关于查资料： 

 

查 
资料 

为什么要查资料 

查
什
么
资
料 

哪
里
有
资
料 

怎
么
查
资
料 

怎么用查到的资料 

  
题外话：大家在实践中的常态-实践中信息检索的具体方法几乎成了信息素养的代名词。 

几乎所有的读者将“查资料”中的“查”作为最重要的部分，而很少有人考虑“为什么查资料”；“从哪里能查到资
料”；“查到的资料怎么用”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恰恰是培养信息素养的过程。 

 



为什么要查资料？原则是什么？ 

学术研
究的意
义？ 

-创新 

“新”
从哪里
来？ 

 

“新”
从“旧”

来 

破旧立
新 

-充分了
解“旧” 

查资料
的原则
-“全”
与“精” 

了解自
身的学
术情境 



查什么资料？CNKI足矣？ 

要了解10种重要的文献类型： 

图书 期刊 会议文献 科技报告 

专利文献 
标准法规

文献 
学位论文 

政府出版
物 

产品资料 技术档案 

不需每种文献都要检索，但要了解你需要检索的文献范围及特点 



从哪里查？百度足矣？ 

百度一下 

网络资源 
南开大学
图书馆 

国家图书
馆 

其他高校
图书馆或

联盟
CALIS等 

学术社区
小木虫 

MOOC资
源 

微信微博
自媒体公

众号 

http://www.lib.nankai.edu.cn/15294/list.htm 

http://www.lib.nankai.edu.cn/15294/list
.htm 
 

http://www.lib.nankai.edu.cn/15294/list.htm
http://www.lib.nankai.edu.cn/15294/list.htm


怎么查？有窍门吗？没有窍门只有实践！ 

充分了解检索目录的特点 

期刊的检索、导航与核心期刊的确定 

善用搜索引擎的语法(filetype等语法) 

数据库检索的方法与特点 

确定课题关键词，找全关键词的亲朋好友 



查到的文献怎么用！你会读文献吗？ 

1.题目 
2.题目旁的* 
3.*号指引的脚注 
4.作者和单位 
5.摘要（中英文） 
6.关键词 
7.正文 
8.参考文献 
9.注意参考文献的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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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Part Two 
图书馆资源与优秀图书推荐 
       

---数据库推荐、好书系列、官微宝藏 



常用数据库资源推荐-根据自身学术情境选择 

 

 
 
 
 
 
 
 
中文资源 
核心期刊评估平台CSSCI； 
期刊论文（全文数据库CNKI、维普、万方）； 
图书资源（电子图书数据库：超星、读秀） 
会议论文资源（万方、CNKI） 
学位论文资源 （万方、 CNKI、本校资源、国家图书馆等论文收藏机构） 
网络资源（Google、百度、机构网站等） 
 
外文资源 
SSCI  
外文期刊（了解数据库，建议先找核心期刊，通过清华导航系统定位期刊） 
外文电子图书（Netlibrary，Ebrary） 
外文会议论文（可通过SSCI检索摘要等） 
外文学位论文（Proquest ) 
网络资源（注意ＯＡ资源） 
 
 
 

CNKI、
读秀 

南开
搜索 



图书推荐-时间管理与情绪调节 

《哈佛心态课》-作者：穆臣刚 
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 
内容简介：从追求成功、抵御挫折、积极乐观、拥有自信、
不断学习、懂得养生、学会平和、把握幸福、修养自身、感
恩一切十个方面对哈佛人的心态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使读
者通过了解哈佛人心态的智慧精华，提升自己的素养，增强
自身的能量。无论你现在处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这本书都
可能会带给你新奇的感受，让你得到受益一生的智慧。 

 
《哈佛时间管理科》-作者：徐宪江 
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 
内容简介：《哈佛时间管理课》由徐宪江编著，《哈佛时间
管理课》将会让你明白以下几点:你的时间大部分浪费在了哪
些地方;设立有效目标，你的效率将会大大提升;制定时间管理
表，让自己逃离瞎忙的误区;学会授权，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做
更重要的事情;找出妨碍到你工作效率的事情，并一一克服;记
住一些能够有效提升时间管理效率的方法;在工作的同时，不
要忘记享受私人时间。 



官微宝藏-请关注南开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丰富的图书、最新信息、贴心的服务、动听的音乐、
详解数据库使用、珍贵古籍古文化知识介绍、 

实用技能技巧等内容-快来关注！ 



请关注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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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Part Three 

充分利用好一个主页、一个检索系统、 

一种学术搜索和一种文献服务 

如何有效地利用图书馆资源 



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定位 

图书馆的定位： 

文献信息中心（知识中心） 

读者学习中心 

学科服务中心 

文化交流中心 



业务部门及主要职能 
http://www.lib.nankai.edu.cn/12086/list.htm 

 

http://www.lib.nankai.edu.cn/12086/list.htm


a. 充分利用好一个主页 
http://www.lib.nankai.edu.cn/main.htm 

 
 

 
 资源服务导航 

检索区 

服务快捷通道 

http://www.lib.nankai.edu.cn/main.htm




图书馆主页探秘 

主
页

 

主要内容导航 

一站式检索框 

快捷服务通道 

通知公告 资源动态 活动报道 

常用数据库 

馆藏资源 

特色资源 

服务 

文化推广 

图书馆指南 

链接与二维码 



 

数据库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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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图书馆主要电子资源-常用数据库 

主页上的 
“常用数据库”部分，
可直接进入数据库，没
有介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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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图书馆主要电子资源-所有数据库 

主页上的 
“资源导航”部分，可
进入数据库的介绍页 



图书馆的数据库资源 
http://www.lib.nankai.edu.cn/sjkjs_15469/list.htm 

 

记得“查看更多”：中文91+外文109 数据库平台 

http://www.lib.nankai.edu.cn/sjkjs_15469/list.htm


b. 充分利用好一个书目检索系统 
案例1-馆藏目录检索 



检索结果怎么看？ 

检索结果怎么看？ 
左-导航区 
中间-结果区 
右-分析或延伸 



汇文检索系统-案例1-了解馆藏信息及服务信息 

了
解
书
目
信
息 

了解馆藏地及服务信息 



 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E 军事 

I 文学 
 

 

O 数理科学和化学 
 

S 农业科学 

B 哲学 

F 经济 

J 艺术 
 

 

P 天文学、地球科学 
 

 

T 工业技术 
 

D 政治、法律 

H 语言、文字 

N 自然科学总论 

R 医学、卫生 

V 航空、航天 

C 社会科学总论 

G 文化、科学、教
育、体育 

K 历史、地理 

 

Q 生物科学 
 

U 交通运输 

Z 综合性图书 X 环境科学、 
安全科学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简表 

例如：G252.7 信息检索类图书 



案例2-及时关注馆藏地点的变化 

逸夫馆-现藏于“文中馆”-可先到文中馆101 
书库查看 



案例3-读者参与资源建设 
学科参考、读者荐购 

            学科参考               读者荐购 学科馆员 



案例4-检索系统中的知识服务 
分类浏览、新书通报、期刊导航 

了解分类 
善于浏览 



书目检索系统中的纸本期刊导航 

点击刊名查看具体馆藏信息 



C. 充分利用好一种学术搜索 
南开搜索-期刊导航-… 

 

 

将图书馆纸质、电子资源进行整合搜索 



南开搜索的电子期刊导航 



南开搜索的电子期刊导航 



d. 充分利用好一种服务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服务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 
http://www.lib.nankai.edu.cn/12056/list.htm 

 

注册成为馆际
互借用户 
Calis cashl  

提交馆际互借
或文献传递 

申请 

获取所需的 

相关文献 

http://www.lib.nankai.edu.cn/libservice/gjhjjj
http://www.lib.nankai.edu.cn/libservice/gjhjjj
http://www.lib.nankai.edu.cn/12056/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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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Part Four 
共享几个TIPs与课程推荐 



关于搜索引擎的语法 



检索方法 说  明 

手气不错  直接到相关度最高的网站。 

空格  检索词之间以空格隔开。类似“AND”功能，先出来同时满足的两个检索词的信息。 

双引号  一串检索词用双引号扩起来可以进行精确检索。 

加减号  检索词前面用加号或减号，表示检索词必须出现或一定不要出现在检索结果中，注意，“+” / “-”号前留一空格。 

忽略大小写  搜索引擎会把所有的字母当作小写处理。 

link  用于查找所有链接到（指向）某个网址的网页。注：搜索时不能缺少“http://”。  

site  限定在某个网域范围内检索。如在南开大学网域范围内查找有关讲座方面的信息，可以输入“讲座 site:nankai.edu.cn”。  

数字范围搜索  在搜索框内向搜索字词后面添加两个数字，并将其用两个英文句号分开（无空格）即可。可以使用“数字范围”设置
从日期 ( Willie Mays 1950..1960) 到重量 （ 5000..10000 kg 卡车） 的各种范围。 

filetype 
 限定检索结果是哪种文件类型，目前Google可以支持13种非HTML文件的搜索。除了PDF文档，Google现在还可以搜索

Microsoft Office (doc, ppt, xls, rtf） 、Shockwave Flash (swf)、PostScript (ps)和其它类型文档。如检索人力资源管
理方面的PDF格式的全文，可以输入“人力资源管理 filetype: pdf ”，或“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filetype:pdf ”。 

define  检索某个检索词的概念或定义。如：define:机器人。 

intitle  限定检索结果出现在网页题目中。 如：intitle:人力资源管理； intitle:harvard business review。 

inurl  限定检索结果的网址中包含的内容。如检索网址中包含了rss的有关信息订阅方面的信息，可以输入“信息订阅 
inurl:rss”。 

          Google 检索中的语法总结 

 



关于CNKI的指数与检索字段 

主题：题名+关键词+摘要 



关于E-book平台 
https://b-ok.org/ 

 



关于中国大学MOOC 
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USTC-9002 

 
 

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USTC-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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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图书馆论坛的每周专题讲座 
http://www.lib.nankai.edu.cn/2019/1007/c11989a208390/page.htm 
 

八里台与津南校区每周不同时间
都安排主题讲座，内容丰富新颖 

http://www.lib.nankai.edu.cn/2019/1007/c11989a208390/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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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服务体系---通识选修课 

《信息素养与信息资源检索》 

通识选修课 

主要面向全校各专业本科生 

2学分、两校区、每学期开设 

按教学大纲以课程讲授和实践为主 

《名家读经典》 

通识选修课 

全校本科及研究生 

1学分，以津南校区为主 

以阅读推广活动为主 



 
 
《信息素养与信息资源检索》-宝藏课程推荐1 

 
        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加入“信息素养”的学习课堂！信
息素养是纷繁复杂的信息社会里每个人的“元素养”。来自
图书馆的大咖教学团队将带你发现网络检索的窍门、解读专
业数据库的特点、破解论文写作的难题、共同领略古籍文化
的魅力。让我们在翻转课堂教学中相互融合，共同培养终身
学习的能力！ 
 

知识发现的起点 
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 



《信息素养与信息资源检索》课程推荐 
http://www.lib.nankai.edu.cn/news/tzgg/1261.html 
 

http://www.lib.nankai.edu.cn/news/tzgg/1261.html


选课信息 



课程大纲-更多精彩尽在信息素养课！ 



《名家读经典》-宝藏课程推荐2 
http://www.lib.nankai.edu.cn/2019/0905/c11989a203816/page.htm 

 

精彩的活
动等你来

参加！ 

http://www.lib.nankai.edu.cn/2019/0905/c11989a203816/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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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信息素养到学科服务，图书馆希望在不断的创新中融入教学、融

入科研进程、融入同学们的学习情境、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发挥自己的
独特作用！ 

关注
我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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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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