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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識服務平臺簡介知識服務平臺簡介知識服務平臺簡介知識服務平臺簡介 

萬方資料知識服務平臺（Wanfang Data Knowledge Service Platform）是

在原萬方資料資源系統的基礎上，經過不斷改進、創新而成，集高品質知識資源、

先進檢索演算法技術、多元化增值服務、人性化設計等特色於一身，是國內一流

的品質知識資源出版、增值服務平臺。 

� 海納中外學術期刊論文、學位論文、中外學術會議論文、標準、專利、科技

成果、特種圖書等各類資訊資源，資源種類全、品質高、更新快，具有廣泛

的應用價值。 

� 提供檢索、多維知識流覽等多種人性化的資訊揭示方式及知識脈絡、查新、

論文相似性檢測、引用通知等多元化增值服務。 

� 採用先進的檢索演算法、服務集群技術及高水準的技術團隊，保障系統的高

速穩定運行。 

� 全方位貼近用戶使用習慣，豐富的人性化設計理念，完善的售後服務體系，

是我們提供優質服務的堅實保障！ 

 

2 如何快速獲取全文如何快速獲取全文如何快速獲取全文如何快速獲取全文 

知識服務平臺提供了用戶易於操作的聰明檢索，使用戶獲取全文更容易。 

產品定位產品定位產品定位產品定位    

品質知識資品質知識資品質知識資品質知識資

源出版服務源出版服務源出版服務源出版服務 

品質知識資品質知識資品質知識資品質知識資

源增值服務源增值服務源增值服務源增值服務 

優質生態學優質生態學優質生態學優質生態學

術社區服務術社區服務術社區服務術社區服務 

技術轉移服技術轉移服技術轉移服技術轉移服

務務務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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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登錄知識服務平臺登錄知識服務平臺登錄知識服務平臺登錄知識服務平臺 

1. 登錄 www.wanfangdata.com.cn，點擊右上角的登錄鏈結（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找不找不找不

到參照來源到參照來源到參照來源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1    知識服務平臺首頁知識服務平臺首頁知識服務平臺首頁知識服務平臺首頁 

2. 輸入用戶名和密碼登錄（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2    用戶登錄用戶登錄用戶登錄用戶登錄 

2.2 檢索文獻檢索文獻檢索文獻檢索文獻 

使用系統提供的一框式檢索（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用戶可以方便

地檢索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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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3    一框式檢索一框式檢索一框式檢索一框式檢索 

在檢索結果頁面提供了二次檢索、學科聚類、論文類型聚類、發表時間聚

類、來源刊聚類、檢索詞推薦等功能。（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1) 頁面最上方的一框式檢索的檢索框內顯示本次檢索的檢索詞。 

2) 提供了二次檢索功能，您可以通過標題、作者、關鍵字、發表時間等條

件縮小檢索範圍。 

3) 提供了檢索結果的自動聚類，例如學科聚類、論文類型聚類、發表時間

聚類、來源刊聚類等。 

4) 提供了“僅全文”的鏈結，篩選出有全文文獻。 

5) 提供了 3 種排序方式：相關度優先、新論文優先和經典論文優先。 

相關度優先相關度優先相關度優先相關度優先是指與檢索詞最相關的文獻優先排在最前面。 

新論文優先新論文優先新論文優先新論文優先指的是發表時間最近的文獻優先排在前面。 

經典論文優先經典論文優先經典論文優先經典論文優先是指被引用次數比較多，或者文章發表在檔次比較高的雜

誌上的、有價值的文獻排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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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4    檢索結果頁面檢索結果頁面檢索結果頁面檢索結果頁面 

2.3 查看檢索結果查看檢索結果查看檢索結果查看檢索結果 

 

 

這個頁面中，用戶可以查看：文獻詳

細資訊、參考文獻、引證文獻、相似

文獻、相關博文、相關檢索詞、相關

專家、相關機構等資訊  

點擊該圖示可查看該知

識點的知識脈絡 

線上閱讀或下載全文 

線上閱讀或下載

相關文獻的全文 

點擊該圖示可直接保

存或閱讀文獻全文 

點擊文獻標題可查看

文獻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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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5    文章詳細資訊頁面文章詳細資訊頁面文章詳細資訊頁面文章詳細資訊頁面 

2.4 下載保存文獻下載保存文獻下載保存文獻下載保存文獻 

 

图图图图6    文獻下載文獻下載文獻下載文獻下載 

 

選擇檔夾，點

擊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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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7    文獻保存文獻保存文獻保存文獻保存 

2.5 流覽全文流覽全文流覽全文流覽全文 

閱讀下載後的 PDF 格式檔需要安裝 Adobe Reader 閱讀軟體，該軟體是免費

下載安裝的。可到 Adobe 公司的網站下載，官方網站網址：

http://www.adobe.com。 

 

 

保存的文獻 

雙擊保存的檔，可

打開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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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8    查看文獻全文查看文獻全文查看文獻全文查看文獻全文 

3 文獻檢索文獻檢索文獻檢索文獻檢索 

知識服務平臺提供了多種文獻檢索方式，以滿足用戶不同的檢索需求（見錯錯錯錯

誤誤誤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9    文文文文獻檢索方式獻檢索方式獻檢索方式獻檢索方式 

一框式檢索 
三種高級檢索 

跨庫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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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一框式檢索一框式檢索一框式檢索一框式檢索 

利用系統提供的“一框式”檢索（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可以簡

單快捷地找到所需的文獻。 

1) 默認的資源類型“學術論文”，包含了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學位論文、

外文文獻（外文期刊和外文會議）以及 OA 論文。還可以選擇某種文獻

類型在其中進行檢索； 

2) 一框式檢索支援 PQ 檢索運算式，PQ 檢索運算式的用法見附錄； 

3) 具有智慧推薦檢索詞的功能； 

 

图图图图10        一框式檢索一框式檢索一框式檢索一框式檢索 

3.2 跨庫檢索跨庫檢索跨庫檢索跨庫檢索（（（（面向機構客戶服務的帳號可使用此功能面向機構客戶服務的帳號可使用此功能面向機構客戶服務的帳號可使用此功能面向機構客戶服務的帳號可使用此功能）））） 

功能參見6.5查新服務。 

3.3 高級檢索高級檢索高級檢索高級檢索 

高級檢索功能是在指定的範圍內，通過增加檢索條件滿足用戶更加複雜的要

求，實現精准檢索（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知識服務平臺使用手冊 

9 

 

图图图图11    高級檢索高級檢索高級檢索高級檢索 

1） 標題中包含標題中包含標題中包含標題中包含：可同時輸入多個檢索詞，並支援邏輯運算式。“作者、關鍵字、

摘要”欄位同“標題”欄位； 

2） 發表發表發表發表、、、、出版日期出版日期出版日期出版日期：：：：可以在限定年份內進行檢索。（時間上限和下限可以省略

掉一個，表示無上限或下限）； 

3） 被引用次數被引用次數被引用次數被引用次數：：：：指文章被其他人引用次數，通過設置的被引用數查找到領域內

普遍關注的文章； 

4）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相關度優先、經典論文優先、新論文優先、僅發表時間（前 3 種排序

方式為多指標加權排序，而“僅按發表時間”只根據文獻的發表時間先後進

行排序，不考慮其他指標）。 

3.4 經典檢索經典檢索經典檢索經典檢索 

經典檢索（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提供了五組檢索條件，可對提供的

檢索欄位（標題、作者、作者單位、中圖分類、關鍵字）進行自由組合，這些檢

索條件是“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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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12    經典檢索經典檢索經典檢索經典檢索 

3.5 專業檢索專業檢索專業檢索專業檢索 

專業檢索（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比高級檢索功能更強大，需要檢索

人員根據系統的檢索語法編制 CQL（Common Query Language）檢索式進行檢索，

適用於熟練掌握檢索語言的專業檢索人員。 

 

图图图图13    專業檢索專業檢索專業檢索專業檢索 

4 多維導航多維導航多維導航多維導航 

4.1 文獻類型導航文獻類型導航文獻類型導航文獻類型導航 

系統提供不同類型資源的多維度導航流覽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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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類型資源類型資源類型資源類型 導航方式導航方式導航方式導航方式 

學術期刊 學科、地區、首字母 

學位論文 學科專業、學校 

會議論文 會議分類、主辦單位 

專利 國際專利分類 

成果 行業、學科、地區 

標準 標準分類 

法規 效力級別、內容分類 

新方志 地區、專輯 

專題 內容分類 

這裏以期刊導航――情報學報為例： 

1) 進入期刊流覽頁面，在這個頁面中，提供了 3 種期刊流覽方式（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a) 學科分類導航：按期刊所屬的學科分類導航； 

b) 地區分類導航：按期刊編輯部所在地區導航； 

c) 首字母導航：按期刊名稱的拼音首字母導航。 

從學科分類導航－教科文藝－圖書情報檔案點擊進入期刊列表頁面（見錯錯錯錯

誤誤誤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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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14    期刊導航期刊導航期刊導航期刊導航（（（（1）））） 

2) 點擊“只顯示核心刊”按鈕進行排除限定（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15    期刊導航期刊導航期刊導航期刊導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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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期刊流覽頁面（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中，可以進行如下操作： 

• 刊內檢索：可在知識服務平臺收錄的該期刊全部內容範圍內檢索，快速定

位目標文獻； 

• 查看全文：點擊目錄列表中的 圖示即可查看全文； 

• 收錄匯總：可在收錄匯總中直接點擊查看該刊某年某期的目錄內容； 

• RSS 訂閱：用戶可將關注的期刊進行 RSS 訂閱，及時瞭解該刊最新內容； 

• 同類期刊：提供同類期刊的鏈結，方便用戶參考； 

• 期刊資訊：揭示期刊封面、期刊簡介、期刊資訊、主要欄目以及獲獎情況

等。 

 

图图图图16    刊首頁頁面刊首頁頁面刊首頁頁面刊首頁頁面 

4.2 文獻特徵鏈結和相關文獻鏈結文獻特徵鏈結和相關文獻鏈結文獻特徵鏈結和相關文獻鏈結文獻特徵鏈結和相關文獻鏈結 

每一篇文獻提供文獻特徵鏈結、相關文獻鏈結：包括參考文獻、引證文獻、

相似文獻的鏈結以及相關博文鏈結（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通過“引證

文獻”和“參考文獻”可以清楚的掌握一篇文獻的來龍去脈，展示文獻相關研究

的成果和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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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右側還提供了相關檢索詞、相關專家、相關機構的資訊，對知識和知

識網路進行多層次、多角度的揭示。 

 

 

图图图图17    文獻特徵和相關文獻鏈結文獻特徵和相關文獻鏈結文獻特徵和相關文獻鏈結文獻特徵和相關文獻鏈結 

點擊“作者”可鏈結至該作者的學者空間（詳見學者空間使用方法）。 

4.3 文後鏈結文後鏈結文後鏈結文後鏈結 

用戶下載的 PDF 文檔中增加了以上所有相關資訊的鏈結（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找不到參找不到參找不到參

照來源照來源照來源照來源。。。。）。用戶在閱讀同時，可以輕鬆點擊，獲得相關文獻。 

            文獻特徵 

            參考文獻 

            引證文獻 

            相似文獻 

         相關博文 

相關 

檢索詞 

相關 

專家 

相關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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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18    文後鏈結導航文後鏈結導航文後鏈結導航文後鏈結導航 

5 原文獲取及導出原文獲取及導出原文獲取及導出原文獲取及導出 

知識服務平臺提供了四種原文獲取方式：直接下載、原文傳遞、DOI 原文

定位和原文鏈結，以及多種文獻導出格式。 

5.1 直接下載直接下載直接下載直接下載 

期刊論文、學位論文、會議論文、中國專利、法律法規是全文資源，如果

用戶訂購了全文，可以線上閱讀全文或者下載全文（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19    可直接下載全文的文獻可直接下載全文的文獻可直接下載全文的文獻可直接下載全文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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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原文傳遞原文傳遞原文傳遞原文傳遞 

對於外文期刊和外文會議論文，實現快速原文傳遞服務。結合萬方資料的海

量中文資料，就能夠為用戶提供便捷的“一站式”中西文綜合資訊服務。 

操作步驟： 

1） 檢索外文文獻（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20    外文文獻檢索外文文獻檢索外文文獻檢索外文文獻檢索 

2） 請求原文傳遞（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21    外文文獻原文傳遞外文文獻原文傳遞外文文獻原文傳遞外文文獻原文傳遞（（（（1）））） 

3） 指定郵箱位址，提交原文傳遞請求（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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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22    外文文獻原文傳遞外文文獻原文傳遞外文文獻原文傳遞外文文獻原文傳遞（（（（2）））） 

4） NSTL 將請求的文獻發送至用戶指定的郵箱，請求成功完成。 

5.3 DOI 原文定位原文定位原文定位原文定位 

已標示 DOI 的外文文獻可以通過 DOI 原文定位來獲取原文的鏈結，進一步獲

取全文（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23    可通過可通過可通過可通過 DOI 定位原文的外文文獻定位原文的外文文獻定位原文的外文文獻定位原文的外文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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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24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DOI 定位到的原文頁面定位到的原文頁面定位到的原文頁面定位到的原文頁面 

5.4 原文鏈結原文鏈結原文鏈結原文鏈結 

對於外國專利、OA 期刊論文、學者博文等文獻，系統提供原文鏈結，方便

用戶獲取全文。 

示例 1：外國專利原文鏈結（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找不到參照找不到參照找不到參照

來源來源來源來源。。。。） 

 

图图图图25    外國專利原外國專利原外國專利原外國專利原文獲取文獲取文獲取文獲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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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26    外國專利原文獲取外國專利原文獲取外國專利原文獲取外國專利原文獲取（（（（2）））） 

示例 2：OA 論文原文鏈結（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找不到參照來找不到參照來找不到參照來

源源源源。。。。） 

 

图图图图27    OA 論文原文獲取論文原文獲取論文原文獲取論文原文獲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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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28    OA 論文原文獲取論文原文獲取論文原文獲取論文原文獲取（（（（2）））） 

以下機構為萬方資料知識服務平臺提供 Open Access 期刊論文鏈結： 

� DOAJ：開放存取期刊（OAJ：Open Access Journal）是互聯網上可供任何

人自由訪問使用（可下載全文）的電子期刊。DOAJ（Directory of OAJ）

是由瑞典的隆德大學圖書館 Lund University Libraries 為上述資源做的一

個目錄系統。該目錄收錄的均為學術性、研究性期刊，具有免費、全文、

高品質的特點。其品質源於所收錄的期刊實行同行評審，編輯作品質控

制。 

� arXiv：是一個收集物理學、數學、電腦科學與生物學論文預印本的網站。

至2010年10月為止，arXiv.org 已收集了超過50萬篇預印本，並以約略每

月四千篇的速率增加。面向物理學、數學、非線性科學、電腦科學和定

量生物學等學科提供16種免費電子期刊的訪問。覆蓋數學/物理，電腦/

通信/自動化，生物/醫藥/衛生等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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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Med：是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NLM)下屬的國家生物技術資訊中心

(NCBI)開發的、基於 WWW 的查詢系統。PubMed 提供免費的 MEDLINE、

PREMEDLINE 與其他相關資料庫接入服務，MEDLINE 是一個擁有1億字條

的巨大資料庫。PubMed 也包含著與提供期刊全文的出版商網址的鏈結，

來自第三方的生物學資料，序列中心的資料等等。約有5％的文獻是可以

免費看到全文的，通常這些文獻的左上角會有一個 Free Full Text 的小標

記，其他95%的文獻提供摘要資訊。 

� SRP：美國科研出版社 (Scientific Research Publishing: SRP) 致力於國際學

術交流和知識的傳播，從事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的出版和檢索，以及專

業學術期刊的出版發行。SRP 旗下有十多種英文國際期刊，覆蓋的領域

有：通訊與網路、電磁分析、水資源保護、生物醫學、醫療、電腦及管

理等。 

5.5 導出導出導出導出 

知識服務平臺提供多種導出、保存格式，方便用戶管理使用：參考文獻格式、

NoteExpress、RefWorks、NoteFirst、EndNote、自定義格式以及查新格式等。 

功能使用： 

1） 將文獻添加到導出列表 

在結果頁面，點擊文獻資訊後的“導出”鏈結，可以對多篇文獻進行導

出操作（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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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29    添加文獻到導出列表添加文獻到導出列表添加文獻到導出列表添加文獻到導出列表（（（（1）））） 

 

图图图图30    添加文獻到導出列表添加文獻到導出列表添加文獻到導出列表添加文獻到導出列表（（（（2）））） 

2） 在導出文獻列表中，選擇格式複製或導出。（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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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31    文獻導出文獻導出文獻導出文獻導出 

6 多元化服務多元化服務多元化服務多元化服務 

6.1 論文相似性檢測論文相似性檢測論文相似性檢測論文相似性檢測 

論文相似性檢測服務（PSDS:PaperSimilarityDetectionService）是基於萬方資

料海量學術文獻資源，對學術成果進行相似性檢測，提供客觀詳實的檢測報告，

為學術出版、科研管理、學位論文管理等提供支援。 

它基於數位化期刊全文資料庫、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等萬方資料核心資料資

源，可通過 Web 模式，快速靈活進行單篇論文檢測；並率先在國內推出了支援

批量檢測、中斷點續傳等功能的檢測用戶端。最新推出檢測結果統計報告功能，

並即將推出全新模式的詳細檢測結果報告，增加了檢測報告的實用性、可讀性。 

服務模式服務模式服務模式服務模式 

1) 用戶端工具：基於用戶端工具，批量檢測，高效便捷（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找不到參照找不到參照找不到參照

來源來源來源來源。。。。）； 

2) Web 版：基於 Web 頁面，單篇檢測，快速靈活（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3) 檢測服務介面：整合進文獻管理、論文提交等既有業務系統，應用多樣（見

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選擇導出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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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32    論文論文論文論文相似性服務模式相似性服務模式相似性服務模式相似性服務模式 

� 模式一：批量檢測客戶工具 

需要對大量論文進行集中檢測評審，如學位論文提交、編輯部審稿、職稱評

審等，可使用相似性檢測用戶端工具。 

1) 用戶可以按照院系專業或者刊期等分類方式將待檢測的論文組織成多個集

合，即檢測任務。可直接添加存放待檢測論文的目錄檔夾，系統會自動掃描

添加該目錄下的所有論文檔（PDF、DOC、DOCX、TXT、RTF）。（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找找找

不到參照來源不到參照來源不到參照來源不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33    添加添加添加添加新任務新任務新任務新任務 

2) 支持創建多個檢測任務。系統自動依次串列執行檢測。用戶可以使用系統提

供的管理工具調整檢測任務的順序，並且控制檢測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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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任務管理工具功能表檢測任務管理工具功能表檢測任務管理工具功能表檢測任務管理工具功能表 

工具工具工具工具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添加任務添加任務添加任務添加任務】】】】按鈕按鈕按鈕按鈕 添加新任務添加新任務添加新任務添加新任務，，，，任務列表默認按照添加順序排列任務列表默認按照添加順序排列任務列表默認按照添加順序排列任務列表默認按照添加順序排列 

【【【【上移上移上移上移】】】】按鈕按鈕按鈕按鈕 

【【【【下移下移下移下移】】】】按鈕按鈕按鈕按鈕 

調整檢測任務列表的排序調整檢測任務列表的排序調整檢測任務列表的排序調整檢測任務列表的排序，，，，用戶可將需要優先完成的任務用戶可將需要優先完成的任務用戶可將需要優先完成的任務用戶可將需要優先完成的任務

提前進行提前進行提前進行提前進行 

【【【【啟動啟動啟動啟動】】】】按鈕按鈕按鈕按鈕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按鈕按鈕按鈕按鈕 

控制任務的檢測狀態和執行進度控制任務的檢測狀態和執行進度控制任務的檢測狀態和執行進度控制任務的檢測狀態和執行進度。。。。檢測狀態分為檢測狀態分為檢測狀態分為檢測狀態分為：：：：正在檢正在檢正在檢正在檢

測測測測、、、、等待檢測等待檢測等待檢測等待檢測、、、、檢測暫停檢測暫停檢測暫停檢測暫停、、、、檢測完成檢測完成檢測完成檢測完成。。。。 

【【【【刪除任務刪除任務刪除任務刪除任務】】】】按鈕按鈕按鈕按鈕 刪除任務刪除任務刪除任務刪除任務、、、、刪除任務及其所有檔刪除任務及其所有檔刪除任務及其所有檔刪除任務及其所有檔（（（（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原文副本原文副本原文副本原文副本）））） 

3) 檢測任務啟動後，系統自動依次串列執行檢測，自動計算出每篇論文的相似

比，生成論文相似性檢測報告和檢測任務簡明報告，最大限度的釋放用戶的

工作時間。（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34    檢測主介面檢測主介面檢測主介面檢測主介面 

4) 系統提供 PDF 格式的論文相似性檢測報告和 HTML 格式的檢測任務總體報告

（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找不到參找不到參找不到參

照來源照來源照來源照來源。。。。、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論文相似性檢測報告論文相似性檢測報告論文相似性檢測報告論文相似性檢測報告 

檢測任務總體報告檢測任務總體報告檢測任務總體報告檢測任務總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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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35    檢測報告保存路徑檢測報告保存路徑檢測報告保存路徑檢測報告保存路徑 

 

图图图图36    論文相似性檢測詳細報告目錄論文相似性檢測詳細報告目錄論文相似性檢測詳細報告目錄論文相似性檢測詳細報告目錄 

 

图图图图37    論文論文論文論文相似性檢測報告相似性檢測報告相似性檢測報告相似性檢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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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38    檢測任務簡明報告檢測任務簡明報告檢測任務簡明報告檢測任務簡明報告 

• 論文相似性檢測報告論文相似性檢測報告論文相似性檢測報告論文相似性檢測報告：：：：對每一篇送檢論文，檢測結果提供相似比、參考

文獻相似比、相似作者、相似片段分佈概覽、相似論文列表、典型相似

片段等內容，相似內容呈標紅高亮顯示，對比方式符合使用習慣，列明

相似文獻類型、單位及發表時間，實現標籤化目錄選擇，方便研究生導

師和作者本人使用。 

• 檢測任務簡明報告檢測任務簡明報告檢測任務簡明報告檢測任務簡明報告：：：：報告中提供相似比的分佈情況、論文檢測結果清單

等內容，可以供學位辦主任、系主任等主管領導直接閱讀使用。 

另外，我們還提供論文相似性檢測統計管理服務，貼心打造更加人性化的設

計使之更能夠貼近用戶需求，應用起來得心應手，統計資料結果顯示一目了然。 

1) 分級別的帳號管理 

按照主帳戶、子帳戶等分級別的帳號管理，方便管理者管理和統計。 

2) 及時準確的資料統計 

I. 論文相似性檢測統計：在檢索入口輸入通過標準及時間起止，得出柱狀

圖統計結果，該結果顯示送檢論文總人數、一次性通過人數、修正後通過人數及

未通過人數。（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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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39    論文相似性檢測統計論文相似性檢測統計論文相似性檢測統計論文相似性檢測統計 

II. 按檢測用戶統計：統計結果顯示檢測用戶帳號，學生人數、已通過檢測

人數、未通過人數、一次性通過人數及總檢測篇次。（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40    按檢測用戶統計按檢測用戶統計按檢測用戶統計按檢測用戶統計 

III. 按檢測任務統計：統計結果顯示檢測任務、檢測用戶、學生人數、已通

過檢測人數、未通過人數、一次性通過人數及總檢測篇次。（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找不到參找不到參找不到參

照來源照來源照來源照來源。。。。） 

 

图图图图41    按檢測任務統計按檢測任務統計按檢測任務統計按檢測任務統計 

IV. 按學生統計：統計結果顯示學號、作者、檢測用戶、專業、導師、檢測

次數、最新相似比、學位、類型、是否通過及最後檢測時間。（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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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來源參照來源參照來源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42    按學生統計按學生統計按學生統計按學生統計 

V. 按導師統計結果：統計結果顯示導師、檢測用戶、學生數、已通過檢測

人數、一次性通過人數、未通過人數。（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43    按導師統計按導師統計按導師統計按導師統計 

VI. 檢測結果明細：明細顯示學號、作者、檢測用戶、檢測任務、專業、導

師、提名、相似比、學位、類型、是否通過檢測、最後檢測時間等內容，每個檢

測可直接查看檢測報告。（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44    檢測檢測檢測檢測結果明細結果明細結果明細結果明細 

� 模式二：單篇檢測 Web 版 

需要對新論文、已發表論文的自檢、抽檢等檢測時，推薦使用相似性檢測

Web 版進行單篇檢測，快速靈活。訪問網址 http://check.wanfangdata.com.cn，

使用萬方資料知識服務平臺的帳戶登錄後即可使用（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找不到參照來找不到參照來找不到參照來

源源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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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45    單篇檢測單篇檢測單篇檢測單篇檢測 Web 版流程版流程版流程版流程 

1) 檢測新論文 

檢測範圍為全部文獻，適用於對畢業論文、新投稿論文進行檢測。 

用戶可將待檢測論文文本直接粘貼到待檢測論文文本框，點擊【開始檢測】，

由平臺自動完成檢測（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46    單篇檢測單篇檢測單篇檢測單篇檢測 Web 版版版版（（（（新論文檢測新論文檢測新論文檢測新論文檢測））））檢測介面檢測介面檢測介面檢測介面 

2) 檢測已發表論文 

檢測範圍為在送檢論文之前發表的全部文獻，適用於對職稱論文等進行檢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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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可輸入論文題名、作者、來源、發表日期，將待檢測論文文本直接粘貼

到待檢測論文文本框，點擊【開始檢測】，由平臺自動完成檢測（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找不找不找不

到到到到參照來源參照來源參照來源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47    單篇檢測單篇檢測單篇檢測單篇檢測 Web 版版版版（（（（已發表論文檢測已發表論文檢測已發表論文檢測已發表論文檢測））））檢測介面檢測介面檢測介面檢測介面 

平臺提供 HTML 格式的論文相似性檢測報告（簡明版），附下載詳細報告

PDF 檔的鏈結（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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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48    論文相似性檢測報告論文相似性檢測報告論文相似性檢測報告論文相似性檢測報告（（（（簡明版簡明版簡明版簡明版）））） 

6.2 專題服務專題服務專題服務專題服務 

依據萬方資料各種類型資源，將其科學的組織成專題，專題展現形式豐富

生動、貼合用戶需求、通俗易懂。 

1. 服務入口 

用戶可在知識服務平臺首頁右側的專題服務模組中的“更多>>”鏈結，進

入專題服務頁面。（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49    專題服務入口專題服務入口專題服務入口專題服務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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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50    專題服務頁面專題服務頁面專題服務頁面專題服務頁面 

2. 服務展示 

用戶點擊一個專題名稱，即可看到該專題的詳細內容。這裏以核危機專題核危機專題核危機專題核危機專題

為例（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專題展現形式生動，圖文並茂；對資源進

了行科學的組織分類，內容涵蓋相關各方面，貼合用戶閱讀習慣；涵蓋的資源類

型包括期刊、專利、標準、法規等。用戶可以按照內容分類或者按照資源類型進

行流覽查找。 

 

图图图图51    核危機專題核危機專題核危機專題核危機專題 

6.3 知識脈絡知識脈絡知識脈絡知識脈絡 

知識脈絡是以主題詞為核心，根據所發表論文的知識點和知識點的共現關係

的統計分析，使用視覺化的方式向用戶揭示知識點發展趨勢和共現研究時序變化

的一種服務。 

1. 服務入口 

科學組織科學組織科學組織科學組織 

文獻類型文獻類型文獻類型文獻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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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可在知識服務平臺首頁中直接點擊左上方的“知識脈絡”鏈結或頁面

中的“知識脈絡分析”鏈結進入知識脈絡分析頁面。（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找不到參照來找不到參照來找不到參照來

源源源源。。。。、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52    知識脈絡服務入口知識脈絡服務入口知識脈絡服務入口知識脈絡服務入口 

 

图图图图53    知識脈絡服務頁面知識脈絡服務頁面知識脈絡服務頁面知識脈絡服務頁面 

2. 功能使用 

1) 知識脈絡檢索 

用戶可以輸入一個檢索詞（即知識點），點擊“知識脈絡檢索”按鈕，即可

得到對該知識點研究發展趨勢的統計分析。用戶可以通過這些客觀的統計資料進

行解讀，得出自己的分析結論。 

以“地震”為例，知識脈絡通過對所有和地震相關的文獻進行量化的統計分

析，得出結果（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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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54    地震研究趨勢地震研究趨勢地震研究趨勢地震研究趨勢（（（（1）））） 

研究人員通過對結果進行解析，可以發現：（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 2008 年以後，地震相關的文獻數量較之前大幅增加。（解析：汶川地震

的影響） 

• 2008、2009 兩年，地震的相關研究發生了變化，主要集中在“護理”、

“汶川”、“傷患”、“創傷”、“創傷後應激障礙”等熱點。（解析：

汶川地震的影響） 

• 2005、2006 兩年，地震相關研究中，出現最多的是“海嘯”。（解析：

和印度洋海嘯的發生密切相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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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55    地震研究趨勢地震研究趨勢地震研究趨勢地震研究趨勢（（（（2）））） 

 

图图图图56    地震研究趨勢地震研究趨勢地震研究趨勢地震研究趨勢（（（（3）））） 

通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知識脈絡服務為研究人員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可

以進行量化的趨勢判斷和分析的工具。 

2) 多知識點比較分析 

用戶輸入多個知識點（以“,”號相隔），點擊“比較分析”按鈕，即可得到多

個知識點研究發展趨勢的對比視圖。（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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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57    數位圖書館數位圖書館數位圖書館數位圖書館、、、、傳統圖書館傳統圖書館傳統圖書館傳統圖書館、、、、資訊服務知識點比較分析資訊服務知識點比較分析資訊服務知識點比較分析資訊服務知識點比較分析 

6.4 引用通知引用通知引用通知引用通知 

引用通知是一款新的資訊服務，當您所訂閱的論文被其他論文引用時，系

統通過 Email 或 RSS 訂閱的方式進行自動通知。 

1) 添加引用通知 

在論文檢索結果列表頁面中，點擊文獻資訊後面的“添加到引用通知”鏈

結，或在論文詳細資訊頁面點擊“添加到引用通知”，可對多個文獻進行操作。

（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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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58    添加引用通知服務添加引用通知服務添加引用通知服務添加引用通知服務（（（（1）））） 

    

图图图图59    添加引用通知服務添加引用通知服務添加引用通知服務添加引用通知服務（（（（2）））） 

2) 訂閱引用通知 

• 郵件通知郵件通知郵件通知郵件通知：：：：當您指定論文引用情況變更時，向您所設置的郵箱發送郵件。    

• RSSRSSRSSRSS 訂閱訂閱訂閱訂閱：：：：將該組文獻的引用通知設置為 RSS 訂閱。 

您可以根據需要選擇一種或者多種方式獲得指定論文引用情況變更的通

知。（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 ! !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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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60    訂閱引用通知服務訂閱引用通知服務訂閱引用通知服務訂閱引用通知服務 

3) 取消服務 

您可以刪除所有指定的論文，系統便認定該用戶取消引用通知功能。用戶再

次添加新的論文，系統便認定用戶啟動引用通知功能。 

6.5 查新服務查新服務查新服務查新服務 

科技查新是一種深層次的、具有特定含義的檢索工作，普通檢索系統無法

滿足查新專業用戶的需求，因此我們為圖書館情報機構貼身打造了一個用於查新

的服務平臺。 

1. 服務入口 

點擊知識服務平臺頁面中的“查新/跨庫檢索”鏈結即可進入查新服務頁

面。（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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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61    查新服務入口查新服務入口查新服務入口查新服務入口 

2. 功能使用 

1) 高級檢索 

用戶可以使用高級檢索工具對檢索詞進行“與”、“或”、“非”的運算、

設置“精確”或“模糊”檢索，系統內含跨庫檢索功能，我們根據用戶的選擇結

果自動生成檢索運算式，也可自動轉化為專業檢索。（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找不到參照來找不到參照來找不到參照來

源源源源。。。。，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62    檢索介面檢索介面檢索介面檢索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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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63    自動轉化專業檢索自動轉化專業檢索自動轉化專業檢索自動轉化專業檢索 

2) 專業檢索 

用戶可以在專業檢索工具中使用 CQL 運算式構造更複雜的檢索策略，點

擊“可檢索欄位”按鈕查看文獻可使用的的檢索欄位。（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找不到參照來找不到參照來找不到參照來

源源源源。。。。） 

 

图图图图64    專業專業專業專業檢索檢索檢索檢索 

3) 推薦檢索詞和高頻關鍵字 

系統可以根據用戶輸入的一段文本，比如：查新委託書的科學技術要點、立

項報告正文等，自動推薦一些候選的檢索詞作為參考。（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找不到參照來找不到參照來找不到參照來

源源源源。。。。） 

 

图图图图65    推薦檢索詞推薦檢索詞推薦檢索詞推薦檢索詞 

4) 檢索歷史 

查新課題相關文查新課題相關文查新課題相關文查新課題相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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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用戶保留了檢索結果和檢索運算式的歷史，用戶可以方便的拼接檢索

運算式，點擊“檢索歷史”按鈕查看檢索運算式資訊列表，可以刪除或導出保

存。（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66    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歷史 

 

图图图图67    檢索歷史導出檢索歷史導出檢索歷史導出檢索歷史導出 

5) 檢索結果導出 

檢索結果列表可以選擇文獻進行導出，系統提供查新格式、參考文獻格式、

NoteExpress、NoteFirst、RefWorks、EndNote 等多種導出格式，並可根據要求進

行個性化定制。（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檢索歷史 

檢索運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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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68    查新結果導出查新結果導出查新結果導出查新結果導出 

6.6 中國學術統計分析報告服務中國學術統計分析報告服務中國學術統計分析報告服務中國學術統計分析報告服務 

中國學術統計分析報告是知識服務平臺於 2009 年推出的研究分析系統。從

各主要學術領域出發，以完整準確的學術文獻資源和有關資料為依據，運用科學

的統計方法，從關注度、上升及下降趨勢、新興研究等幾個主要方面進行研究分

析，通過客觀資料直觀反映我國學術發展現狀、情況和問題。 

1) 服務入口 

點擊知識服務平臺首頁專題服務模組中的“中國學術統計分析報告 2010

版”或“詳細”鏈結，可進入查看 2010 年中國學術統計分析報告的簡明版。（見

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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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69    中國學術統計分析報告入口中國學術統計分析報告入口中國學術統計分析報告入口中國學術統計分析報告入口 

2) 知識服務平臺現提供 2009 年、2010 年中國學術統計分析報告的簡明版（見

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70    中國學術統計分析報告中國學術統計分析報告中國學術統計分析報告中國學術統計分析報告 

3) 以工業技術為例，在工業技術領域的高上升趨勢方面，我們統計了排名前 200

位的新興知識點及其新興指數，同時也統計揭示了該知識點的高頻共現研

究。（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71    工業技術高上升趨勢分析報告工業技術高上升趨勢分析報告工業技術高上升趨勢分析報告工業技術高上升趨勢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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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知識服務平臺現僅提供 2010 年、2009 年中國學術統計分析報告的簡明版，

如需更多領域、更多年度的“中國學術統計分析報告（詳情版）”請致電

4000-115-888，與我們聯繫。 

6.7 作者投稿服務作者投稿服務作者投稿服務作者投稿服務 

作者投稿服務可以：1）方便作者獲得最新權威徵稿資訊，輕鬆選定投稿期

刊；2）方便編輯部獲得更多、更有針對性的優質稿件。 

1. 服務入口 

點 擊 知 識 服 務 平 臺 首 頁 的 “ 投 稿 服 務 ” 的 鏈 結 或 登 錄 投 稿 服 務 位 址

（http://contribute.wanfangdata.com.cn）進入投稿服務頁面。（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找找找

不到參照來源不到參照來源不到參照來源不到參照來源。。。。、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72    投稿服務入口投稿服務入口投稿服務入口投稿服務入口 

2. 功能使用 

在檢索框輸入投稿方向或刊名，檢索期刊徵稿啟事；或按照期刊分類選

擇相關期刊。（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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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73    投稿服務頁面投稿服務頁面投稿服務頁面投稿服務頁面 

在檢索結果頁面，勾選限定條件，縮小檢索範圍。（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找不到參找不到參找不到參

照來源照來源照來源照來源。。。。） 

系統默認排序外，可按照發佈日期、審稿週期、發稿週期、錄用率等指

標排序，更有針對性地選擇投稿期刊。（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74    投稿服務檢索結果投稿服務檢索結果投稿服務檢索結果投稿服務檢索結果 

點擊刊名選擇具體期刊，查看期刊資訊和徵稿資訊，點擊投稿方式進行

投稿。（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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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75    投稿頁面投稿頁面投稿頁面投稿頁面 

 

6.8 OA 論文託管服務論文託管服務論文託管服務論文託管服務 

OA （Open Access ）論文即開放存取論文。OA 論文託管服務讓任何個人和

機構都可以將符合協議的論文免費發佈到該服務平臺上，任何人都可以及時、免

費、不受任何限制的獲取平臺上的所有 OA 論文。 

1. 服務入口 

點擊知識服務平臺首頁的“OA 論文託管”的鏈結，或直接輸入網址

http://oa.wanfangdata.com.cn，可進入 OA 論文託管服務頁面。（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找不找不找不

到參照來源到參照來源到參照來源到參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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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76    OA 論文託管服務入口論文託管服務入口論文託管服務入口論文託管服務入口 

2. 功能使用 

1) 簽訂服務協定 

簽訂服務協定，實名註冊，保護託管論文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77    OA 論文託管服務論文託管服務論文託管服務論文託管服務 

2) 免費發佈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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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註冊主站帳戶後，點擊“作者投稿”按鈕，即可進入萬方資料作者投稿

平臺免費發佈 OA 論文。（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78    萬方資料作者投稿平臺萬方資料作者投稿平臺萬方資料作者投稿平臺萬方資料作者投稿平臺 

3) 免費下載全文 

任何個人和機構均可自由免費訪問、下載託管的 OA 論文全文。在 OA 論文

託管平臺上檢索到需要的論文，點擊“下載”鏈結可直接下載，或者點擊論文標

題進入論文文摘頁，在該頁面中點擊“稿件正文”後的鏈結進行下載。（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79797979    OAOAOAOA 論文下載論文下載論文下載論文下載（（（（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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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80808080    OAOAOAOA 論文下載論文下載論文下載論文下載（（（（2222））））    

6.9 行業線上服務行業線上服務行業線上服務行業線上服務 

行業線上服務是為行業用戶量身打造一項服務。它依據萬方資料現有的海量

文獻資源，根據行業用戶的特點和習慣，經過科學分類、合理組織，提供專業的

行業化知識服務。 

1. 服務入口 

1) 冶金線上地址：  

http://www.yj.wanfangdata.com.cn 

2) 電力線上地址：  

http://www.dl.wanfangdata.com.cn 

3) 船舶線上地址： 

http://c.g.wanfangdata.com.cn/customsite/default.aspx?id=cb 

2. 功能使用（以冶金線上為例，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 ! !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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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81818181    治金線上首頁面治金線上首頁面治金線上首頁面治金線上首頁面    

1) 全局導航：用戶可以利用浮動全局導航窗，一步完成切換定位。（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找找找

不到參照來源不到參照來源不到參照來源不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82828282    浮動全局導航浮動全局導航浮動全局導航浮動全局導航    

以冶金期刊－採礦選礦工程為例： 

在浮動導航視窗中選擇冶金期刊－採礦選礦工程後，在導航結果頁面（見錯錯錯錯

誤誤誤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中，用戶可以：利用左側的導航查看其他的資源；進行

二次檢索；查看結果列表；查看相關專題和相關欄目（論文、成果、標準、專利、

機構等）。 

全局導航全局導航全局導航全局導航 

核心刊展示核心刊展示核心刊展示核心刊展示 

欄目組織欄目組織欄目組織欄目組織 相關專題相關專題相關專題相關專題 

論文檢索論文檢索論文檢索論文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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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83838383    導航結果頁面導航結果頁面導航結果頁面導航結果頁面    

2) 論文檢索 

在一框式檢索中輸入檢索詞，（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 ! !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在該頁面中可

以點擊“清除知識服務平臺冶金版限定”鏈結查看知識服務平臺內滿足檢索條

件的所有檢索結果。 

 

 

图图图图84848484    檢索結果頁面檢索結果頁面檢索結果頁面檢索結果頁面    

3) 核心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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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中上面顯示期刊封面圖片（可點擊進入刊首頁），下麵顯示當前選定刊

（圖片放大的刊）的相關資訊，包括主管單位、主辦單位、最新刊期（可點擊查

看）。（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 ! !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图图图图85858585    核心刊展示核心刊展示核心刊展示核心刊展示    

4) 欄目組織 

將用戶常用的資源組織成相應的欄目，易於查找。（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找不到參照來找不到參照來找不到參照來

源源源源。。。。） 

 

图图图图86868686    欄目組織欄目組織欄目組織欄目組織    

5) 相關專題 

緊貼行業趨勢動態，將資源以專題的形勢組織，方便用戶查看。（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找找找

不到參照來源不到參照來源不到參照來源不到參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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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87878787    相關專題相關專題相關專題相關專題    

6.10 身份證核查服務身份證核查服務身份證核查服務身份證核查服務 

全國公民身份證核查系統是萬方資料公司聯合全國公民身份證號碼查詢服

務中心（簡稱中心）共同推出的身份證核查服務平臺，是目前唯一經公安部和中

編辦批准提供全國公民身份資訊服務的機構，負責“全國公民身份資訊系統”的

建設、管理，對社會提供全國公民身份資訊服務。 

功能使用 

1) 開通業務：提交《全國公民身份資訊核查業務審批表》，審批通過後，分配

帳戶密碼，即開通服務； 

2) 使用服務：用戶訪問 http://id.wanfangdata.com.cn，登錄萬方資料知識服務

平臺身份證核查系統，即可使用服務； 

3) 身份核查：用戶提交被核查人的“公民身份號碼”、“姓名”，系統自動對

用戶提交的資訊進行比對，返回“一致”、“不一致”或“庫中無此號”結

果。在核查結果為“一致”的前提下，如果系統存有該被核查人照片，則可

以進一步比對照片（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找不到參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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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88888888    身份證核查樣例身份證核查樣例身份證核查樣例身份證核查樣例    

4) 核查結果導出：用戶可列印核查結果； 

5) 增值服務：基於身份資訊提供統計分析等增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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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常見問題解答常見問題解答常見問題解答常見問題解答 

7.1 論文相似性檢測論文相似性檢測論文相似性檢測論文相似性檢測 

1. 檢測報告中的總相似比是如何得出的？相似作者是怎麼回事？ 

總相似比≈送檢論文相似部分的總字數/送檢論文總字數 

剩餘相似比≈總相似比－典型片段總相似比 

相似作者是檢測系統演算法根據作者姓名、導師姓名自動分析和推測的最有

可能為作者本人的相似論文作者，用來輔助排除作者自引的情況，更準確定性。 

2. 論文相似性檢測對比範圍是否只有學術期刊和學位論文？ 

目前，論文相似性檢測對比範圍只包括萬方資料核心資源學術期刊全文數

庫、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這兩部分內容涵蓋了國內絕大多數學術文獻，是進行

學習科研經常用到的資料庫。根據用戶的需求，正在進行檢測範圍擴大化的前期

必要性調研，在技術上很快得以實現。 

3. 論文相似性檢測服務能否檢測英文？其他還可檢測什麼？ 

目前論文相似性檢測只能檢測中文文本，不檢測英文、圖表、圖片、公式等

其他內容。 

4. 為什麼我使用論文相似性檢測用戶端檢測後沒有統計記錄呢？ 

對送檢論文檢測時，必須按照“學號+學生姓名+題名+學位（博士或碩士）+

類型（統招或在職）+第一導師+專業”的規則命名，至少保留前 3 項命名內容，

檢測系統才能識別出來進行統計。 

5. 單篇論文進行相似性檢測的時候有沒有檢測記錄？ 

沒有。因為單篇檢測的模式出發點就是為了簡便、明瞭，無需複雜的操作設

置就能最快的得出結論，如需要檢測記錄可使用用戶端模式。 

6. 客戶需要安裝論文相似性檢測的用戶端，從哪里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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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用戶端地址：ftp://ftp.wanfangdata.com.cn，下載時需要根據安裝用

戶端設備的作業系統類型選擇相應的安裝包。 

7. 論文相似性檢測 2000 字如何收費？ 

不足萬字按 1 萬字收費，10 元。 

8. 論文相似性檢測服務新版報告上線後是否需要重新安裝用戶端？ 

不需要。新版報告只是後臺功能的改進，對於操作設置等沒有變化。 

9. 論文相似性檢測系統的主帳號和分帳號在功能上一級管理上有什麼關係？ 

主帳號和分帳號在功能上是一樣的，都可以單獨檢測，但是主帳號可以任意

查看分帳號的檢測情況，即使分帳號刪除了檢測任務也能查看，但二者帳戶金額

是獨立的。 

7.2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1. 下載的 PDF 如何打開？ 

閱讀 PDF 格式檔需要安裝 Adobe Reader 閱讀軟體，該軟體是免費下載安裝

的。 可到 Adobe 公司的網站下載，官方網站網址：http://www.adobe.com 

2. 下載不成功怎麼辦？ 

如果在支付成功頁面沒有能下載所購買的資訊資源，可以點擊導航條上的

“我的服務”， 查看支付明細，找到已購買的資源重新下載。重複使用已

購買的資源在無需重新支付。 

3. 打開 PDF 文獻資源的時候出現文章空白、亂碼、需要輸入口令、浮水印覆蓋

文字等問題是什麼原因？ 

可能是您當前的 PDF 閱讀軟體版本過低，請升級或更換閱讀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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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PQ 檢索運算式的用法檢索運算式的用法檢索運算式的用法檢索運算式的用法 

知識服務平臺首頁、檢索結果等頁面的檢索輸入框默認接受的檢索語言為

PairQuery，也就是 PQ 運算式。 

8.1 基本用法基本用法基本用法基本用法 

每個 PQ 運算式由多個空格分隔的部分組成，每個部分稱為一個 Pair，每個

Pair 由冒號分隔符號號“：”分隔為左右兩部分，“：”左側為限定的檢索欄位，右

側為要檢索的詞或短語。 

8.2 檢索欄位檢索欄位檢索欄位檢索欄位 

論文和所有文獻資源都會被標記一些欄位，例如標題、作者、發表時間等，

這些欄位是機器識別論文和資源的“線索”，而這些線索中可以被用來檢索的被成

為“檢索欄位”。在特定檢索欄位裏檢索，會提高檢索效果。 

 

例如，在上圖的檢索表示在所有欄位裏檢索“數字圖書館”，那麼結果全而

多。若在檢索框中輸入“數位圖書館作者:張曉”表示作者為張曉並且所有欄位

中還有數位圖書館的記錄。相對於“1”結果會更準確。 

8.2.1 期刊期刊期刊期刊、、、、學位學位學位學位、、、、會議論文的檢索欄位會議論文的檢索欄位會議論文的檢索欄位會議論文的檢索欄位 

萬方資料為論文檢索提供了多種欄位，每個欄位允許多種表達方式。以下

列舉了常用字段及其表達方式： 

 

欄位名稱欄位名稱欄位名稱欄位名稱 可用表達欄位可用表達欄位可用表達欄位可用表達欄位 舉例舉例舉例舉例 

標題 
t 

title 

標題：地質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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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s 

題 

標題 

題目 

題名 

篇名 

責任者 

a 

creator  

creators  

author 

authors 

人 

作者 

著者 

作者：張曉 

機構 

organization 

機構 

單位 

單位：天津大學 

關鍵字 

k 

keyword 

keywords 

詞 

關鍵字 

主題詞 

關鍵字 

關鍵字：地質構造 

摘要 
b 

abstract 

摘要：地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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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概 

摘要 

概要 

概述 

簡述 

文摘 

 

8.2.2 專利檢索的欄位專利檢索的欄位專利檢索的欄位專利檢索的欄位 

萬方資料為專利檢索提供了多種欄位，每個欄位允許多種表達方式。以下

列舉了常用字段及其表達方式： 

欄位名稱欄位名稱欄位名稱欄位名稱 可用表達欄位可用表達欄位可用表達欄位可用表達欄位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申請號 
申請號：

CN200810044830.9 

名稱 

標題 

patentname 

name 

專利名稱 

名稱 

題名 

名稱：飲水機 

發明(設計)人 

發明人 

設計人 

inventor 

設計人：朱明華 

申請(專利權)人 
申請人 

專利權人 

申請人：朱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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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nt 

申請日（一般與

其他欄位同時使

用，加強限定效

果） 

申請日期 

applicationdate 

申請日期：

2000-2008 

公開(公告)號 

公開號 

公告號 

publicationno 

公開號：CN1897038  

公開(公告)日

（一般與其他欄

位同時使用，加

強限定效果） 

公開日期 

公告日期 

publicationdate 

公開日期：

2000-2003 

主分類號 
主分類號 

classmain 
主分類號：G06T17 

摘要 
abstract 

摘要 
摘要：飲水機 

 

8.2.3 成果的檢索欄位成果的檢索欄位成果的檢索欄位成果的檢索欄位 

萬方資料為成果檢索提供了多種欄位，每個欄位允許多種表達方式。以下

列舉了常用字段及其表達方式： 

欄位名稱欄位名稱欄位名稱欄位名稱 可用表達欄位可用表達欄位可用表達欄位可用表達欄位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名稱 

title 

成果名稱 

名稱 

名稱：非對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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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關鍵字 

keywords 

關鍵字 

keyword 

關鍵字：不對稱 

摘要 

abstract 

摘要 

簡介 

簡介：代理人 

完成單位 
organization 

完成單位 

完成單位：浙江工商

大學 

完成人 

creator 

author 

完成人 

作者 

完成人：胡祖光 

8.2.4 法規的檢索欄位法規的檢索欄位法規的檢索欄位法規的檢索欄位 

萬方資料為法規檢索提供了多種欄位，每個欄位允許多種表達方式。以下

列舉了常用字段及其表達方式： 

欄位名稱欄位名稱欄位名稱欄位名稱 可用表達欄位可用表達欄位可用表達欄位可用表達欄位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標題 

標題 

t 

title 

題名 

名稱 

標題：專業貸款 

頒佈部門 
頒佈部門 

iu 

頒佈部門：商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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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department 

issueunit 

終審法院 

終審法院 

fc 

finalcourt 

終審法院：最高人民

法院 

內容分類 

分類 

內容分類 

cc 

contentclass 

內容分類：港澳事務 

行業分類 

行業代碼 

行業分類 

tc 

tradeclass 

行業分類：銀行業 

8.2.5 標準的檢索欄位標準的檢索欄位標準的檢索欄位標準的檢索欄位 

萬方資料為標準檢索提供了多種欄位，每個欄位允許多種表達方式。以下

列舉了常用字段及其表達方式： 

欄位名稱欄位名稱欄位名稱欄位名稱 可用表達欄位可用表達欄位可用表達欄位可用表達欄位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標準編號 

標準編號 

c 

code 

stancode 

編號 

C：DL/T 5353-2006 

標準名稱 

標題 

t 

title 

t：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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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標準名稱 

名稱 

題名 

發佈單位 

發佈單位 

ic 

issuecomp 

IssueComp：SBTS 

中國標準分

類號 

分類號 

ccs 

中國標準分類號 

chclass 

ccs：P59 

國際標準分

類號 

interclass 

國際標準分類號 
國際標準分類號：01.100.30 

關鍵字 

關鍵字 

k 

keyword 

keywords 

關鍵字：水電 

8.2.6 機構的檢索欄位機構的檢索欄位機構的檢索欄位機構的檢索欄位 

萬方資料為機構檢索提供了多種欄位，每個欄位允許多種表達方式。以下

列舉了常用字段及其表達方式： 

欄位名稱欄位名稱欄位名稱欄位名稱 可用表達欄位可用表達欄位可用表達欄位可用表達欄位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名稱 

企業名稱 

company 

名稱 

title 

企業名稱：大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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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標題 

負責人 

負責人 

負責人姓名 

總裁 

chief 

president 

ceo 

總裁：陳振榮 

簡介 

企業簡介 

abstract 

description 

introduction 

簡介 

簡介：水電 

產品 

產品 

product 

products 

產品資訊 

產品：肥皂 

經營項目 

經營項目 

businessscope 

業務範圍 

經營項目：水電建設 

產品關鍵字 

關鍵字 

keywords 

keyword 

產品關鍵字 

關鍵字：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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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精確匹配精確匹配精確匹配精確匹配 

PQ 運算式檢索時，在檢索詞部分使用引號“”或書名號《》括起來，表示精

確匹配。例如作者:“張曉”，表示作者欄位中含有並且只含有“張曉”的結果。 

8.4 PQ 運算式檢索日期運算式檢索日期運算式檢索日期運算式檢索日期 

日期範圍：日期範圍的檢索採用 Date:1998-2003 的形式，“-”前後分別代表

限定的年度上下限，上限和下限可以省略一個，代表沒有上限或下限，但“-”不

可省略。 

8.5 PQ 運算式的符號格式運算式的符號格式運算式的符號格式運算式的符號格式 

PairQuery 中的符號（空格、冒號、引號、橫線）可任意使用全形、半形符

號及任意的組合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