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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毕业生为取得学位
资格而撰写的学术性研究论文。 

学位论文分为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三种。 

学位论文在格式等方面有严格要求。 

学位论文是学术论文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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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学位论文概述 

学位论文的特点 

学位论文识别 

学位论文相关资源 

学位论文原文获取 

 



学位论文的形式特点 

内容丰富翔实，论述系统 
摘要-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创新点 

序言、概论-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综述、相关理论 

正文-理论分析 

      -实验过程和数据 

      -数学公式和计算 

      -翔实可靠的图表等等 

结论-突出本文的创新成果、独到见解 

最后-详细的参考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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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的内容特点 

 选题新颖，带有独创性 

       学位论文必须具有创新性，可以是对原有算法、方法、技术、工法、工艺、
软件系统等的改进，或是提出全新的算法、方法、技术等。硕博士论文，尤其是
博士论文一般涉足前人尚未研究过，或尚未研究成熟的学科前沿课题，因此它是
了解国内外科研发展动态的重要信息媒介。 

 连续性强 

     很多课题的研究是导师和连续几届研究生多年研究的成果，有着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 

 学术水平高，实用性强 

     有专家、教授指导，有大量文献调研作基础，有实验研究作依据，有质量 
保证。从一篇学问论文，就能基本了解该主题的研究情况，对于后续的研究人员
来说，参考价值较高，实用性强。 

 来源分散，缺乏统一规范 

     各个机构对学位论文的撰写规范不统一 

 

 



查找学位论文的重要意义 

学位论文是文献调研不可缺少的重要信息源，检索学
位论文可以： 

     1. 获得某领域研究综述，了解行业动态和国内外相  

        关研究人员信息； 

      2. 帮助选题，避免与他人研究重复，查找现有研究 

         的不足，找到改进之处； 

      3. 跟踪某专业、某导师的研究进程； 

      4. 学习学位论文的写作方法，了解学位论文格式等。 

因此，学位论文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于相关研究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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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识别 

学位论文的著录项目通常包括论文名称、著者、

学位信息、授予学位的机构名称、学位授予时间、

论文页码、导师姓名等。 

识别某篇文献是否为学位论文的主要依据是学位

名称、大学或机构名称等。 

中文学位论文通常著录有学位论文的文献类型标

识符；英文学位论文通常著录有表示学位论文的

词（如：dissertation、thesis）或学位的词(如Ph 

D.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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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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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7714: 

 Vrbsky S V, Galloway J M. A cloud architecture for reducing costs in local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virtualized cloud environments[J]. Dissertations & 

Theses - Gradworks, 2013. 

 APA: 

 Vrbsky, S. V., & Galloway, J. M. (2013). A cloud architecture for reducing 

costs in local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virtualized cloud environments. 

Dissertations & Theses - Grad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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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学位论文概述 

学位论文的特点 

如何识别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资源 

学位论文原文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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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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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自建和购买的学位论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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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学位论文检索 

纸本论文：图书馆301室收藏本校公开的
博硕士论文印刷本，开架阅览； 

电子论文：我馆自建燕山大学学位论文
数据库，收录了自2000年以来我校绝大
部分博士、硕士的学位论文14000余篇。
每年都有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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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学位论文检索 

 

图书馆主页—数据库—自建数据库—燕山大学学位
论文检索系统 

图书馆主页—数据库—学位论文—燕山大学学位论
文检索系统 

提供：按论文、导师姓名、学生姓名、专业、关键
词、摘要、学位七种检索途径。可进行精确、模糊
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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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大学学位论文数据库首页 

 



燕山大学图书馆 



http://library.ysu.edu.cn 燕山大学图书馆 

燕山大学学位论文在线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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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学位论文概述 

学位论文的特点 

如何识别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资源 

    1.我馆购买国内学位论文数据库 

    2.我馆购买国外学位论文数据库      

学位论文原文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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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购买的国内学位论文数据库 
 

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 

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C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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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 

 

 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是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收录我

国90%以上学位授予单位的博士、博士后、硕士及同等学历的学位论文，

内容涵盖理学、工业技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医药卫生、农业科学、

交通运输、航空航天和环境科学等各学科领域，是我国收录数量最多的

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论文总量200余万篇，每年增加约20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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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登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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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链接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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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进入万方数据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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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学位论文”按钮后进入的分类浏览界面 

分类浏览支持从学科、专业目录和从学校所在地这两个角度来查阅的功能，可在学科、

专业目录中选择所要浏览的学科，并通过逐级缩小范围浏览相关论文；且根据学位授

予单位的地理位置来设置了地区分类导航；同时也可以在学科和学校所在地基础上通

过二次检索、分类查询继续缩小范围，找到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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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高级检索”按钮后进入的高级检索界面 

下拉列表框可选择主题、
题名或关键词、创作者、
作者单位、摘要、导师等

检索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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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专业检索”按钮后进入的专业检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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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检索的结果界面 

点击可查看论文
摘要、分类号、

导师等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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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检索的结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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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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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检索的结果界面 



学位论文的详细信息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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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与”   AND * 
 命中信息同时含有两个概 念，专指性强。可以
缩小检索范围，提高查准率。 

    例：计算机 AND 网络  工业AND竞争力 
 

布尔逻辑算符 

A B 



燕山大学图书馆 

逻辑“或”  OR +   
命中信息包含所有关于逻辑A或逻辑B或同时
有A和B的。可以扩大检索范围，避免漏检、
提高查全率。用来检索同义词、近义词、俗称
词、复合词等。 

如：山芋、红薯；乙醇、酒精；欧洲经济共同
体、欧共体；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布尔逻辑算符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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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非” NOT  -   
命中信息包含A，不包含B。提高查准率。 能
源 NOT 核能 

优先级 非>与>或 
 

布尔逻辑算符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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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表达式1 

   万方学位论文服务平台首页、检索结果等页面的检索输
入框默认接受的检索语言为PairQuery，也就是PQ表
达式 。 

    例如：标题:数据库管理系统 作者:王明文 学校:电子
科技大学 

 

 PQ表达式构成： 

   每个PQ表达式由多个空格分隔的部分组成，每个部分
称为一个Pair，每个Pair由冒号分隔符“：”分隔为左
右两部分，“：”左侧为限定的检索字段，右侧为要检
索的词或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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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表达式2 

 PairQuery中的符号（空格、冒号、引号、横线）可
任意使用全角、半角符号及任意的组合形式  

 PQ表达式检索时，在检索词部分使用引号“”或书名
号《》括起来，表示精确匹配。 

   例如，       

   表示作者字段中含有并且只含有“张晓”的结果。 

 

 PQ表达式检索日期    

   “-”前后分别代表限定的年度上下限，上限和下限可
以省略一个，代表没有上限或下限，但“-”不可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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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简称CMFD，《中国博士学位
论文全文数据库》简称CDFD ，是目前国内相关资源最完备、
高质量、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目前，累积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文献3,416,53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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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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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硕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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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硕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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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硕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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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提供同一
句、同一
段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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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点击篇

名查看
学位论
文的详
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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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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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页下载 、分章下载的页面 

 



学位授予单位导航 

燕山大学图书馆 



学位授予单位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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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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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大学图书馆 

  

 

 PQDT博硕士论文文摘数据库 

 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 国外学位论文相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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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DT内容 

PQDT简介 

PQDT的登陆途径 

PQDT的检索界面 

PQDT的检索技术 

PQDT的检索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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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DT 数据库简介 

 ProQuest公司是美国的国家图书馆－国会图书馆指定的收藏全美博硕士论文的馆外机构，

也是加拿大国家图书馆指定的收藏全加拿大博硕士论文的机构。 

  PQDT (ProQuest Dissertation &Theses )数据库属于文摘索引型数据库。数据库现已收录

来自欧美2000多所大学的270多万篇学位论文。涵盖了从1637年直到本年度本学期获得通

过的博硕士论文信息。PQDT数据库内容每周更新，及时收录最新的学位论文。目前，平

均每年新增论文条目约7万篇。 

  数据库中除收录与每篇论文相关的题录（citations）外，1980年以后出版的博士论文信息

中包含了作者本人撰写的350个字的文摘，硕士论文信息中含有150个字的文摘。对于绝大

部分论文，提供论文前24页内容预览。 

 目前，PQDT数据库中还集成了开放存取的论文全文，共计8,000多篇。今后，每年预计新

增约2,000-3,000篇。 

 PQDT数据库分为A、B两卷。其中, Section A( 人文社科卷)涵盖人文社科专业各个学科领

域。Section B (理工卷)涵盖理、工、农、医专业的各个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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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QDT的登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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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检
索教程 

所有条目和近
期检索 

可选择人文和社会科学类和科学
和工程类数据库 

高级检索、
命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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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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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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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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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 



PQDT高级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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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DT命令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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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账户 



PQDT我的检索 



我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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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详细信息页面 



论文详细信息页面 



PQDT的检索技术 

布尔逻辑算符 

 

运算符 

 

说明 

 

示例 

 
AND 查找包含所有字词或短语的文档。 

使用 AND 可缩小检索并获取较少的结果。 

 
 

food AND nutrition 

 
OR 查找包含任何字词或短语的文档。 

使用 OR 可扩大您的检索并获取更多的结果。 

 
 

food OR nutrition 

 
NOT 查找包含其中一个检索词语而不包含其他检索词

语的文档。 

 
 
nursing NOT shortage 



PQDT的检索技术 

通配符？ 

截词符* 



PQDT的检索技术 

位置算符 

1.位置算符又称邻接算符或连词符，用于指定两个检索词之间的间
隔距离或是指定的顺序出现的场合。它是提高检索查准率的一
种重要方法。 

2.简单的讲，位置算符前后的两个单词必须同时出现在文献中，这
两个单词的词间距离远近相对位置关系则由之间的位置算符来
决定。 

3.PQD常用位置算符有：PRE/n或P/n, 

                                NEAR/n或N/n(n为自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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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DT的检索技术 

位置算符 

P/0       white P/0 pollution     两个单词中间一个空格或字符，且前后位置不能互换 

P/2     Combustion P/2 engine      两个单词中间有0~2个单词，且前后位置不能互换 

                                                                  

N/0      Medicine  n/0 chinese     两个单词中间一个空格或字符，且前后位置可互换 

N/3       media N/3 women          两个单词中间有0~3个单词，前后位置可互换 

  

位置算符P/0与N/0的用法相近，区别在于N/0前后单词是可以互换的 

注：P=P/4;N=N/4 

        nursing N education=nursing N/4 education 

        nursing P education=nursing P/4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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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DT的检索技术 
 在PQDT中检索时，系统会自动匹配单词的单复数，英美拼写变体，形容词比

较级最高级等形式： 

      例如   检索car,将会得到包含car或cars的文档； 

             检索color，将会得到包含colour或者color的文献 

             检索tall,将会得到包含tall、taller或tallest的文献 

 

 限定性精确检索：“” 

              在PQD中可把短语放在引号内进行限定性精确短语检索，例如“Hybrid 

Electric Vehicle”， “5-tert-butyl-1,3-benzoxazole”但这种检索方式将不会匹配
到单词的单复数，英美拼写变体，形容词比较级最高级等形式： 

               例如   “electric car”只能检索到包含短语electric car的文献，而不能找出包
含短语electric cars的文献。利用位置算符electric p/0 car可检索到包含electric car

或electric cars的文献。 

 

 在没有其它限制的情况下，ProQuest 对于指令算符将按以下顺序进行运算： 

        NEAR >PRE >AND >OR >NOT 

 注：若需要改变优先运算顺序，可在需要优先运算的检索项前后加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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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字段 

格式：字段名(检索词或检索式) 

     AU(smith) :将仅获取 smith 出现在作者字段的文档 

     AU(smith) and TI(food) :将仅获取标题字段含有 food，作者字段含有 smith    

的文档 

     使用逗号分隔字段名称可一次检索多个字段 

例如： 

•AB,TI(food) – 检索标题字段含有 food 或摘要字段含有 food 的文档。  

•AB,TI(food or nursing) – 检索标题字段或摘要字段中含有 food 或 nursing 的文

档 

• 常用词忽略 the、an、of 

   ProQuest 会忽略一些常用单词， 要将它们用作检索短语的一部分，请用引
号引起来。 例如 "the sound and the fury"。 

使用索引检索字段通过限制所检索的内容范围，帮助检索者创建非常精确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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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DT的检索式编写 

  1. 旋转机械传动系统多重故障耦合机理 

 (传动系统 or 动力系统) and (多重故障 or 故障耦合)  

 (translation P/0 system OR driv[*3] P/0 system) AND (multi[*3] P/0 fault 
OR fault P/0 coupl[*3])  

 (translation P/0 system OR driv[*3] P/0 system) AND (multi??? P/0 fault 
OR multi P/0 fault OR fault P/0 coupl[*3])  

 

 2. 基于局部均值分解和盲源分离的旋转机械故障研究 

 旋转机械 and 故障 and (局部均值分解 or LMD or 盲源分离 or BSS) 

 rotat[*3] P/0 machine[*2] AND fault AND (“local mean decomposition” OR 
LMD OR “blind  source separation” OR BSS) 

 

 3油井三相流测量传感器 

 (oil N/0 gas N/0 water OR  three P/0 phase P/0 flow OR triphase P/0 flow 
OR multi P/0 phase P/0 flow) AND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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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PQDT）是世界著名的学位论文数据库，
收录有欧美2,000余所大学270多万篇学位论文的文摘信息，涵盖文、理、工、
农、医等各个学科领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博硕士论文数据库。
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收录的是PQDT数据库中部分记录的全文。 

 

 从2002年起，CALIS开始组织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CALIS集团采购
（简称“CALIS集团”）。这个集团的核心是，由每个参与的成员馆购买一部分
学位论文全文，集团内所有的学位论文放在服务器上共享，各个学校的校园网用
户可免费下载这些学位论文。截止目前，CALIS集团已经进行了三个合同期，累
计订购来自欧美知名大学的优秀博硕士论文30余万篇，全面覆盖文、理、工、农、
医等各个学科领域。 
      为了促进学校科研水平的提高以及满足读者对文献资源的需求，我校图书馆
自2011年起加入CALIS集团采购，按照采购方案，我校读者可以使用2011年及
以后、国内高校订购的论文全文。2010年及以前集团订购的30万篇论文暂时只
能检索但无权下载全文，有需要的读者可以使用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业务由图书
馆协助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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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Quest链接 



燕山大学图书馆 



燕山大学图书馆 

高级检索 

所有词、任
一词、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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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技巧 

1.使用“and”或空格搜索全部关键词  

       多个关键词用空格或“and”隔开，如“digital library”或“digital 

and library”，这两个词将同时出现在标题、正文或摘要中（两个词的

出现位置不一定相邻）。  

2.使用“OR”搜索任意关键词  

        搜索多个关键词中的任一词，如“digital or library”，这时搜索结

果将包含这两个词中的任一个或全部。  

3.使用“and not”排除关键词  

        排除包含指定关键词的搜索结果，如“digital library and not 

study”，这时搜索结果将同时包含前两个词，但不包含“study”。 

 

4.使用双引号搜索完整的关键词  

        如果输入的关键词本身包括空格并且不希望被分割，可以在关键

词两边加上西文双引号，如“”digital library“”。  

 



检索技巧 
1.基于双目视觉的三维重建研究 

Computer vision and reconstruction 

Binocular vision 

Stereo Vision 

ti:("stereo vision" or "computer vision“ or ” Binocular vision”) and 

   abs:(reconstruction) 

 

2. 智能电网愿景下多模态自趋优混杂控制研究 

智能电网：intelligrid,intelligent electric grid,smart grid, smart 

power grids 

多模态：multi-mode,multimode 

混杂控制：hybrid control 

自趋优：self-driving optimization, self-approximate-optimal 

智能电网 and (多模态 or 混杂控制 or 自趋优)  

          (intelligrid or “intelligent electric grid” or “smart grid”) and 

(“multi-mode” or “hybrid control” or “self-driving optimization” or 

“self-approximate optimal”) 

 





有全文论文详情页面 



无全文论文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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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学位论文概述 

学位论文的特点 

如何识别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资源 

学位论文原文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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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原文获取 

直接从我馆购买的学位论文全文数据
库中查找 

向国内外收藏学位论文的单位和机构
获取 

通过图书馆“文献传递”业务获取 

通过因特网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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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的学位论文资源 

1 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库；  

2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学位论文库； 

3   eThesys 國立中山大學學位論文服務； 

     http://etd.lib.nsysu.edu.tw/eThesys/index.php； 

4  香港大学图书馆 

     http://sunzi1.lib.hku.hk/hkuto/index.jsp； 

5  NDLTD (http://www.ndltd.org)； 

6  MIT Theses（http://dspace.mit.edu/handle/1721.1/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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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位论文原文获取及其价格 

   对在ProQuest学位论文检索系统中检索到的论文，
想要全文可通过ProQuest公司来获取。 

 

订购参考价格： 

1.电子（PDF）版：网上传递   大约￥350.00 

2.纸本、不装订 ：  3-5周到货 大约￥450.00 

3.纸本、不装订 ：  1-2周到货 大约￥560.00 

 

 

 



燕山大学图书馆科技查新 
与信息咨询室 
 
 
联系电话：0335-80639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