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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一个培养能力的地方 

学习能力 

交际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 人格素养 

健康体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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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独创性的发明与新发现大
都是由年轻人做出的! 

•化学家                                 20～30岁 

•数学家                                 30～34岁 

•外科医生                              30～39岁 

•天文学家及生理学家             35～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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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22岁 

•发明微积分 
•爱因斯坦26岁 

•狭义相对论 
•爱迪生29岁 

•发明留声机 

•贝尔29岁 

•发明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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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喜马拉雅山到底有多高？ 

•问题2：尼罗河有多长？ 

•问题3：黄果树瀑布有多宽？ 

•8844.43米 

•6670千米 

•10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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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你可能一时间回答不出来，但并不能说明
你没有文化，更不能说明你不是人才，你可以马上通
过网络或者电子出版物迅速的查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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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信息素养 

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充
满好奇和求知欲的青年大学生更是每天与海量的信
息接触着。 

 

信息素养要求大学生有能力从各种不同信息源（图
书馆、国际互联网等）获取、评估和使用信息，主
要包括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道德
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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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意识，是人对信息的敏感程度，信
息意识，是信息素养的前提，是人对信
息的敏感程度。 

信息知识，是有关信息的特点与类型、信息交流和传
播的基本规律与方式、信息的功用及效应、信息检索
等方面的知识。 

信息能力，包括人获取、处理、交流、应用、创造信息的
能力等。 

信息道德，是指在组织和利用信息时，要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
增强信息安全意识，提高对信息的判断和评价能力，准确合理
地使用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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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识不等于创新，但是没有知
识的创新是万万不能的！ 

 

知识的获取是对前人创新成果的
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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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向知识转化 
28 

今天气温最高28℃ 

今天7月河北气温最高
28℃比去年增加 

世界气温较常年平均气温
高以及多年气温曲线 

今年世界气候变暖与CO2

排放关系 

定理 

数据 

信息 

知识 

规律 

•赋予背景 

•局部大数据统计分析 

•大时空数据统计分析 

•猜想、假定 

•有待从表象到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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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纲 

 
 

• 图书馆文献资源有哪些 

• 如何进行资源调研 

• 知识产权相关内容 

• 模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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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文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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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分类 

•按照资源类型分类   

期刊、学位论文、报纸、视频 、电子图书、工具书、专
利、会议论文、标准、试题、法律法规、事实型数据 

 

•按照收录文献类型分类 

全文、文摘、题录、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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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社会科
学引文索引
（CSSCI） 

CNKI知网数据平台（期刊、学位论文） 

万方数据平台（学位论文、专利、会议、标准） 

维普科技期刊平台（期刊） 

… 

WOS 

EI 

… 

 

Elsevier ScienceDirect 

SpringerLink 

… 

IEEE(电气电子工程师
学会) 

ASME（美国机械工
程师协会数据库） 

ASCE（美国土木工程
师学会数据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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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常用数据库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
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国内公开出版的8200多种重要期刊
；可同时检索和下载硕士、博士论文全文以及重要报纸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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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常用数据库 

万方平台中的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资源由国家法定学位
论文收藏机构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提供，收录了自1982

年以来我国各学科领域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论文；万方
数字化期刊集纳了理、工、农、医、哲学、人文、社会
科学、经济管理与教科文艺等8大类100多个类目近6000

种期刊，万方全文记录采用pdf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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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数据库 

Science Citation Index® ( 科学引文索引, 简称SCI)是全

球知名的科技文献检索工具，以其开创性的内容、高质
量的数据、悠久的历史，在全球学术界有极高的声誉。
作为世界知名的“三大索引”之首，SCI收录了自然科学
、工程技术、生物医学领域超过176个学科最优秀的学术
期刊，期刊总数超过8600余种。利用SCI能够轻松破解最

新、最重要的科技文献在期刊与期刊之间、数据库与数
据库之间，以及出版社与出版社之间的壁垒。利用SCI数

据库独特的引文索引功能，能够帮助科研人员能够轻松
了解一个研究课题的发展脉络，画出“科学图谱”，找
到世界范围内跟自己研究领域最相关、最前沿的科技文
献，从而激发科研人员的研究思想，获取更多的研究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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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数据库 

EV平台上提供10多个数据库的内容，涵盖了工程、应用

科学相关的最为广泛的领域，内容来源包括学术文献、商
业出版物、发明专利、会议论文和技术报告等等；其中的
EiCompendex就是我们常说的美国工程索引Ei数据库，
是全世界最早的工程文摘来源。EiCompendex收录年代
自1969年起，文献涵盖了所有的工程领域，190种专业工
程学科，目前包含1630多万条记录，每年新增的100万条
文摘索引信息分别来自5100种工程期刊、会议文集和技
术报告，其中2600种有文摘。90年代以后，数据库又新
增了2500种文献来源。化工和工艺的期刊文献最多，约
占15%，计算机和数据处理占12%，应用物理占11%，电
子和通信占12%，另外还有土木工程（占6%）和机械工
程（占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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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数据库 

•综合性全文
库 

 Elsevier SDOS是一家设在荷兰的历史悠久的跨国出版公
司，是世界享有盛誉的学术出版商Elsevier Science出版
公司开发研制的，完全基于Web的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检
索系统。其中的大部分期刊都是SCI、EI等国际公认的权

威大型检索数据库收录的各个学科的核心学术期刊。该数
据库至少每周更新一次，时效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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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资源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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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索 

分
析 

发
现 

创
新 

 

 
    检索文献开始一次寻找智慧火种的发现之旅：检索-分
析-发现-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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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进行文献调研？ 

 文献调研（课题查询）是科技创新活动中选项和立项前最基本的
要求。 

 

 文献调研-- 提高研究起点 

            提供研究思路 

            节约研究时间 

 

  文献调研的关键是对文献资料的查全和查准。 

  查全：全面、合理地选择数据库； 

  查准：准确、规范的检索词及其逻辑关系。 

   

查全与查准的矛盾： 

 若想查全，必然导致查准率降低；反之亦然。二者需要求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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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调研的关键 

查准 
准确的专业术语 
正确的逻辑关系 

查全 
文献类型 

出版时限 

语种 

概念范围 

关 

键 

一般也不可能
100%的查准，只
是尽可能的准确 

不可能100%的
查全，只是尽可

能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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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研的资源都有哪些类型？ 

单位: 亿元 

 

期刊论文 

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 

专著 

专利 

科技报告 

标准 

报纸 

网络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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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数据库 外文数
据库 

文献的筛
选 

NE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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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索题目： 

•       1.爬壁机器人的发展现状 

•       2.爬壁机器人的吸附功能 

•       3.爬壁机器人的移动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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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引擎，直观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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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壁机器人【wall climbing robot】可以在垂直墙壁
上攀爬并完成作业的自动化机器人。爬壁机器人又称为
壁面移动机器人。爬壁机器人必须具备吸附和移动两个
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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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词的确定 

爬壁 
•同义词 

•攀爬、爬墙 

机器人 
•同义词 

•并联机构 



                                                                                                      燕山大学  www.ysu.edu.cn 

•选择检索项 

•输入检索词 

•检索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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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首页点击“高级检索”进入高级检索页 

•2.在一框式检索结果页点击“高级检索”进入高级检索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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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检索页点击标签可切换至高级
检索、专业检索、作者发文检索、
句子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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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KI检索式的编写 

•逻辑运算符 •CNKI运算符 

•And                                          * 

•Or                                           + 

•Not                                          - 

•SU=(攀爬+爬壁+爬墙)*(机器人+并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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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检索表达式的一般式： 

•<字段><匹配运算符><检索值> 

•检索字段：SU=主题,TI=题名,KY=关键
词,AB=摘要,FT=全文,AU=作者,FI=第一责
任人,RP=通讯作者,AF=机构,JN=文献来源
, RF=参考文献,YE=年,FU=基金,CLC=分
类号,SN=ISSN,CN=统一刊号
,IB=ISBN,CF=被引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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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爬壁机器人的发展现状 

•CNKI检索式的编写 

•检索字段：SU=主题 

•SU=(攀爬+爬壁+爬墙)*(机器人+并联机构) 



                                                                                                      燕山大学  www.ysu.edu.cn 

•SU=(攀爬+爬壁+爬墙)*(机器人+并联机构) 

•总库检索后，点击各资源类型名称，下方的检索结果区即为
该资源类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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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本文研究工作的背景和依据 

•引用本文的文献。 

•本文研究工作的继续、应用、
发展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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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文内容上较为接近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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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一框式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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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高级检索 



                                                                                                      燕山大学  www.ysu.edu.cn 

•SU=(攀爬+爬壁+爬墙+壁面移动)*(机器人+并联机构)*移动 

•SU=(攀爬+爬壁+爬墙+壁面移动)*(机器人+并联机构)*吸附 

•2.爬壁机器人的吸附功能 

•3.爬壁机器人的移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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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检索词的确定 

•1.中文文献摘要中提取 

•2.百度或者Google等翻译软件翻译 

•3.CNKI翻译助手 

•攀爬机器人 

•爬壁机器人 

•爬墙机器人 

•壁面移动机器
人 

wall climbing 

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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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 的主要核心合集数据库 

•Science Citation Index® ( 科学引文索引, 简称SCI)    ~8600+种核心期刊 

~3100+种核心期刊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SSCI） 

•CPCI-S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原名ISTP) 

•CPCI-SSH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会议录索引(原名ISSHP) 

•~每年增加22万多条会议录论
文的摘要 

•Index Chemicus (IC) ~收集有机化合物的信息，允许用户通过化学亚结构、立体化学信
息和生物活性展开检索。 

•Current Chemical Reactions (CCR)  ~提供化学反应的信息，INPI文档信息；支持反
应结构和条件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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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cn 

•Company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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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检索字段 

•检索项间
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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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项 
•检索时间 

•检索项 
•检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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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燕山大学  www.ysu.edu.cn 

•Wall climbing 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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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收录特点 

 

内容涵盖了工程技

术、应用科学相关的

175种专业工程学科

； 

内容来自分别

来自1万多种工程

期刊、会议文集

和技术报告； 

Ei Compendex 

收录年代自1969

年起，目前包含

1100多万条记录

，每年新增50万

条文摘索引信息

；自从1992年起

收录中国期刊 
每周更新一次 

北京时间周五下午或周六的凌
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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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Get cited 

Publish Cite 

Read 

•Citing Documents 

 

Disseminate 

Referenced Documents 

Investigate 

•Published Documents 

 

Certify 

•Elsevi

er •Pub. A •Pub. B •Othe

rs 

       全文数据库ScienceDirect 

Source: Elsevier Web Analytics Department, Scopus 

Data 2011–2015 

在过去的5年里: 

来自世界各地247个国家和地区的
研究人员已从ScienceDirect下载
了4,007,955,430次文件，共247

个国家/地区 

在ScienceDirect发表的文章已下
载3,301,570,065，引用
64,734,635次 

•27% 

•11% 

•12% 

•50% 

•20% 

•12% 

•8% 

•61% 

•24% 

•13% 

•10% 

•53% 

Add 

Logo 

•引用文献 

•出版文献 

•被引用 •阅读 

•出版 •引用 

•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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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快速检索  
•个人帐
号登录 

•快速检索
区 

•点击进入
高级检索方

式 

•学科
分类
浏览
区 



                                                                                                      燕山大学  www.ysu.edu.cn 

•高级检索 

•全文检索 

•刊名作者地
址时间检索 

•主题题名检索 

•卷期页、代码、参考文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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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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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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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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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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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 

•商标是用来区别一个经营者的品牌
或服务和其他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
的标记。 

•商标通过确保商标注册人享有用以标明商品或服
务来源，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以获取报酬的专用权，
而使商标注册人受到保护。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6%A0%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6%A0%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6%A0%87%E6%B3%A8%E5%86%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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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注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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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 什么是专利 

• 专利是一项发明创造。通
过向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
，经审查合格后被授予专
利权的简称。 

• 有时指取得专利权的发明
创造和专利说明书。 

 

 

专利
权 

专利
技术 

专利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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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创造 

本身 实施权 

•以“公开”换“保护” 

•专利权保护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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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所有人 

• 明确权利归属 

• 保证收益权 

• 获得竞争优势 

公众 

• 学习最新技术 

• 了解最新技术

动态 

研发人员 

• 避免重复研究 

• 确定新的研发

方向 

•专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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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发明专
利 

实用新
型 

外观设
计 

美国 

发明专
利 

外观设
计 

植物专
利 

日本 

特许专
利 

实用新
案 

意匠专
利 

•专利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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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92 

–发明：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
技术方案。 

 

–实用新型：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
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 

 

–外观设计： 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

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
感并适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 

•中国专利的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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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 中国专利制度的主要特征 

－ 先申请制 

－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 

－ 审查制度：  

            发明：早期公布、延迟审查制 

            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初步审查制 

•中国专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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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专利制度的主要特征 

－ 保护期限：自申请日起 

–发明专利权： 20年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10年 

 

－ 保护途径：司法途径和行政途径并行 

• 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 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

要求责令停止请求行为，也可以就赔偿数额请求调解 

 

•专利基础知识—中国专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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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程序 

 

  

 

•

依
请
求 

驳
回 

•

驳
回 

•向复审委员会请求复审 •向复审委请求宣告无效 

•

授
权
后 

•

三
个
月 

•

三
个
月 

•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 

•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 

•驳回决定以外的
其他决定 

•行政复议 

•受
理 

•分
类 

•初
审 

•公
布 

•实
审 

•授
权 

•终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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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审查程序 

 

  

              

•

驳
回 

•向复审委请求复审 •向复审委请求宣告无效 

•

授
权
后 

•

三
个
月 

•

三
个
月 

•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 

•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 

•行政复议 

•专利权评价报告 

•驳回决定以外
的其他决定 

•受
理 

•分
类 

•初
审 

•授
权 

•终
止 

•专利的三种类型 •专利的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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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 

•耐磨轮胎材料、
自行车的制造方法 

•外观设计： 

•自行车的形状、色
彩 

•实用新型： 

•自行车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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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数据库 



                                                                                                      燕山大学  www.ysu.edu.cn 

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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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 

•提供统计
分析 

•三种浏览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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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提供了简单的专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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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爬壁机器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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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专利摘要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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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局（EPO
） •Esp@cenet系统： 

http://ep.espacenet.com  

•EPOnline系统： 

http://www.epoline.o

rg 

•可以检索81个国家和地区的9,000万件专利的
数据（截至2016年10月）。可以查看著录项目
、说明书全文、同族专利、法律状态等信息。 

•可以检索欧洲及指定欧洲的PCT专利文献。可

以查看同族专利、法律状态和审查过程文件等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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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局（EPO
） •Esp@cenet系统： http://ep.espacenet.com  

•快速检索 

•高级检索 

•分类号检索 

•可以选择
CHINA（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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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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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创造与创新发明 

•模仿创造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捷径，也是一个
国家从低端制造走向高端制造的必由之路。 

技术优势是技术开发投入低、风险低和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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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性技术成功率5% 
模仿创造是原创性技
术基础开发成功率
50% 

模仿创造平均成本是原创性
研究成本的65% 

模仿创造耗时是原创性研究
时间的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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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95%的技术都是以专利文献形式公开的。 

•一个优秀的模仿创造者，会根据企业自身需求
和发展方向，有针对性地在相同或相邻的现有
技术中寻找灵感，寻找有较好市场前景和发展
空间大的技术作为模仿基础，对不同的原创性
技术进行比较，细致的拆解分析，判断技术优
点和缺陷或者专利保护不足的地方，以此作为
模仿并二次创新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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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铁从模仿到超越 

20多年前，绿皮车在中国随处可
见，从1997年4月1日到2007年4

月18日，尽管中国铁路共进行了
6次大提速，10年间，纵横全国
的主要干线时速相继提升到120

公里、160公里乃至200公里以上
，但2002年，中国火车平均时速
只能跑50多公里。 

然而，这时高铁的核心技术还掌握在日本、欧洲少数几个发达国家
手中。 

2004年至2005年，中国南车青岛四方、中国北车长客股份和唐车公
司先后从加拿大庞巴迪、日本川崎重工、法国阿尔斯通和德国西门
子引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高速动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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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24日，“中国速度史”上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那一
天，从北京到天津的国产动车组“和谐号”第一次开动。这是中
国科研人员花4年时间，边学边开发的成果。 

•此后，中国团队不断攻坚克难，冲破了一道又一道技术难关，从
车辆到线路，从制动到通信信号，没有技术，就从国外引进消化
吸收，外国不愿提供核心技术，就狠下决心奋力攻关。 

•从2008年的京津城际铁路通车运营至今，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中国高铁从无
到有，从全面引进、亦步亦趋到自我消化、推陈出新，中国已成为世界高铁市
场的领跑者，在一些关键技术和设备领域，更实现了弯道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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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铁树立国际高铁新标杆 

在我们生活中，常常会听到欧洲标准、美国标准等等各国标准。
众所周知，在工业上往往能够制定标准的是这个领域的领跑者。
而目前我国在高铁领域就成为了标准的制定国之一。 我国自主
研发的“复兴号”高铁就大量采用中国国家标准，在254项重要
标准中，中国标准占84%，是真正的“中国造”动车。 

如今，“复兴号”采用的多项技术已领跑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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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铁走向世界舞台 

中国的高速列车已经销往102个国家和地区，2016年签署了
高达180亿美元的高铁协议（约合人民币1186亿元），比
2015年增长了40％。中国和泰国已经同意建立一条经由老挝
的高速铁路。此外，俄罗斯莫斯科至喀山高铁、马来西亚吉
隆坡至新加坡高铁等境外项目的合作都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燕山大学  www.ysu.edu.cn 

模仿并创新活动 
•理念是“合理模仿、合理规避” 做到模仿又不构成侵权。 

1.模仿并创新目标确定       一定要避开专利保护领地，对专
利和其竞争对手进行全面检索分析，防止恶意模仿、低能复
制，否则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2. 对失效专利的模仿并创新      专利保护有时效的，一旦失
去保护，就成为社会共同财富，所有研究创新者和企业都可
以合理合法利用。 

3. 利用专利组合的漏洞模仿并创新          专利组合包括核心
技术专利和外围技术专利，一般情况下专利组合总会有考虑
不周全或受当时技术发展水平限制而没有想到的地方，可以
作为模仿并创新者主要研究方向，将原技术嫁接到新领域，
获得独立产权技术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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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