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外学位论文检索与获取  

信息检索与利用教研室 

2018年12月06日 

 

 



讲座内容安排 

一、学位论文概述 

二、本校学位论文的收藏与获取 

三、fulink平台检索与获取学位论文 

四、国内常用学位论文数据库介绍 

五、外文学位论文检索与获取 

六、网上免费学位论文资源（外文） 



一、学位论文概述 

 

 

1、起源 

学位制度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1180年巴黎大学

授予第一批神学博士学位，我国该制度起源于

1935年； 

学位论文答辩制度是由德国首创，之后各国相

继效仿； 

按照学位的不同，学位论文分为学士、硕士、

博士三个等级。 

 



一、学位论文概述 

2、特点 

学位论文出版形式特殊，一般不通过正式出版物

出版，不公开发行； 

学位论文选题新颖，理论性、系统性较强，具有

较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博士论文 

参考文献多而全面，有助于对相关文献进行追踪

检索 

数量大，难以系统地收集和管理 



• 前言——可得到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正文——数据图表充分详尽 

• 结论- 突出本文的创新成果、独到见解 

• 参考文献—— 详细的参考文献目录 

 

3、用处 



了解学科内相关研究人员信息，跟踪名

校导师的科研进展； 

掌握学科最新研究热点，为论文选择提

供参考； 

了解学位论文撰写的格式，学习学位论

文的写作方法 

 

3、用处 



4、收藏机构 

♦学位论文一般由学位授予单位收藏，

另外各个国家也指定专门机构收藏。 

♦国内论文收藏单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

究所（中信所）和国家图书馆。 



 
 

二、本校学位论文的收藏与获取 

1、纸质版学位论文的收藏 

 
本校纸质版学位论文（学士、硕士、

博士）收藏在李常盛图书馆3楼。 

 



 
 

二、本校学位论文的收藏与获取 

2、本校电子质版学位论文的收藏与获取 



本校硕博论文全文数据库普通检索 



本校硕博论文全文数据库高级检索 



三、福州地区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fulink平台）检索与获取学位论文 

• Fulink平台，是在福建省教育厅组织领

导下，建设、发展的。初始名为“福州

地区大学城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现在随着地区、成员扩展，名称改为

“福建省高校数字图书馆文献提供系统” 



• Fulink平台，以文献信息的联合保障体系建设

和资源共享为主要任务，整合各馆资源、发

挥联合优势，为广大师生提供校际间的文献

提供、文献传递、馆际互借、联合借阅等的

信息资源“一站式”服务 。 



访问路径一：图书馆首页 



访问路径二：www.fulink.edu.cn 

基本检索 



检索实例：利用fulink平台检索“福建农林大
学”关于“水稻基因”方面的硕博士论文 



检索结果页面 



• 分布图 



四、国内常用学位论文数据库 

（一）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CNKI） 

文献来源：该库收录全国 416家培养单位的

博士学位论文和645 家硕士培养单位的优秀

硕士学位论文，累积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文

献200多万篇。 

收录范围：覆盖基础科学、工程技术、农业、

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  

收录年限： 1984年至今的博硕士学位论文。  

所有论文支持整本下载、整本浏览。 



1、简单检索 

检索项 

输入检索词 



• 一带一路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2、高级检索 
揭示内容特征的字段
（基本索引字段） 

揭示外部特征的字段
（辅助索引字段） 



• 句子检索：将检索词限定在同一个句子
或同一段中检索。 



3、专业检索 



利用专业检索，检索有关“大学生就业心理
及就业能力”方面的硕博士论文 

选
择
记
录 

下载全文 



下载博硕论文时，可以选

择在线阅读格式、整本下

载、分页下载或分章节下

载方式。 

阅读、下载硕
博士论文前需
下载并安装
cajviewer 





专业检索表达式语法 



四、国内常用学位论文数据库 

(二) 中国学位论文全文库 

文献资源由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提供，并委托万

方数据加工建库。 

收录了自1977年以来我国博士、博士后及硕士研

究生论文150万余篇，其中211高校论文收录量占

总量的70%以上，每年增加约30万篇。 



1、基本检索界面 



检索式格式：字段( ) 
例如：题名:(大学生) 摘要:(创业) 



2、高级检索 

 



3、专业检索 



PQDT学位论文数据库是美国ProQuest 

公司出版的博硕士论文文摘及全文数据库，

收录了欧美700余所大学文、理、工、农、

医等领域的200多万篇博士、硕士论文的

摘要及索引，从1861年开始，每年约增加

6万篇论文提要，迄今已有140余年的数据

积累。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和使用最广泛的

学位论文数据库。 

五、外文学位论文检索与获取 

（一）PQDT学位论文数据库 



1、进入PQDT学位论文全文检索平台 



2、分类浏览 



• 检索出“Biological Sciences ”学科所有相关论文 



3、基本检索（Basic Search） 

进入数据库后，默认的界面为基本检索界面。 

在检索框中输入一个单词、词组或短语，或
者构建检索表达式。 

Basic Search：默认在题目、文摘、关键词字
段中检索 



检索技巧1 

1、截词符*（用于词干相同的检索词） 

例：econom*可以检出economy, 

economic, economical等同干词。 

2、词组精确匹配： “ " 

例： "online education" 

3、逻辑算符：and、or、and not 

例：library and copyright* 

 



4、 位置算符：W/n、Pre/n 

• 例：online W/3 education 两词前后位置
任意，相隔<3单词 

• online Pre/3 education 两词前后位置一定，
相隔<3单词 

 

检索技巧2 



5、限定在某个字段检索： 
基本形式：字段名:（检索词） 。 
例： ti:(“food safety”) 

6、作者姓名的写法：请利用作者索引 

记录中的姓名：姓, 名的全拼，例： Farrar,Linda 
Louise。但检索时输入的姓和名可以变换顺序，
检索结果不变。 

例：au:(Farrar,Linda Louise)与 au:(Linda Louise 
Farrar) 

 

 

检索技巧3 



• 停用词： 
• about can just out those after could like said 

through also do make should to an each any so 
use and for more some was any from most such 
we are had much than were as no at have not the 
when be how now their which because if of them 
while been into only there who between is or 
these will both it other the with but its our this 
would by 

• 系统自动忽略，以空格取代。检索词应选用实
义词。 

检索技巧4 



实例：检索“食品安全与健康”相关资料。 

检索式：“food safety” and health* 



检索词限定在题名（ti) 

检索式： ti:(“food safety” and health*) 



4、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可以输入多个查询词、
选择不同的查询字段、选择查
询词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使
检索结果更加准确。 



实例：检索“食品安全与健康”方面的论文 



5、检索结果处理 

检索结果页面提供按学科、
发表年度、学位进行聚类
分析 

结果
排序 



5、检索结果处理 

可通过邮箱接收，
或直接导出 



导出选中的记录 
每一条记录包括：标题、作者、摘要、
出版年、导师、学校等。 



5、检索结果处理 

“查看pdf全文”按钮灰
色时不可查看全文，亮
色时可看或下载全文 



• 全文下载 



6、关注查全率 

• 在PQDT中进行检索，确定目标 

• 查看目标文献在ProQuest全文库中是否有
全文 

• 如检索不到，可通过我馆原文文献传递
服务获取。 



DDS是国内专业提供英文学位论文的数据

集成与知识发现系统，主要收录了来自

欧美国家 2,300多所知名院校的优秀博

硕学位论文，其中 70% 是非美国世界名

校。 

（二）DDS学位论文集成发现系统 



1、进入DDS学位论文集成发现系统 



2、快速检索 



2、快速检索 

进入数据库后，默认的界面为快速检索界面。 

在检索框中输入一个单词、词组或短语，或
者构建检索表达式。 

快速检索：默认在标题、作者、关键词字段
中检索；支持AND 和 OR逻辑算符。如：
food AND safety, computer OR computing 



短语检索 
如：“food safety” 



文献详情与文献传递 



3、高级检索 
提供标题、作者、 

关键词、导师、 

全文5个字段 



检索实例 



（三）HKMO优秀学术全文资源库 

   HKMO优秀学术全文资源库内容为港澳地区

著名院校的优秀博硕论文，另名为“港澳优

秀博硕论文库”。被业界称为“港澳精英智

囊库”。该数据库包含英文文献和中文文献，

其中英文文献所占比重为96-7%，中文文献所

占比重为3-4%；数据格式为PDF。 



1、进入HKMO首页 



2、HKMO快速检索 



检索“toxic algae”（有毒水藻）方面的论文 



3、高级检索 



（1）详细题录信息 



（2））打开全文 



1、 http://search.ndltd.org/ 

   NDLTD全称是Networked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是由美国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支持的一个网上学位论文共建共享项目，为

用户提供免费的学位论文文摘，还有部分可获取的

免费学位论文全文（根据作者的要求，NDLTD文摘

数据库链接到的部分全文分为无限制下载，有限制

下载，不能下载几种方式）。 

      

六、网上免费国外学位论文资源 

 



数据库特色： 

   和ProQuest学位论文数据库相比，NDLTD学

位论文库的主要特点就是学校共建共享、可以

免费获取。另外由于NDLTD的成员馆来自全球各

地，所以覆盖的范围比较广，有德国、丹麦等

欧洲国家和香港、台湾等地的学位论文。但是

由于文摘和可获取全文都比较少，适合作为国

外学位论文的补充资源利用。 

所属学科：自然科学  
数据库类型：文摘数据库及部分全文数据库  



利用NDLTD检索水稻基因表达方面的文献 

检索式     title:"gene expression" and title:"rice" 

文摘免费 



2、MIT学位论文（http://dspace.mit.edu/） 

基本检索 

 检索麻省理工学院学位论文 



利用高级检索功能查找题名包含
“gene expression”的相关文献 



• 打开全文 



收录麻省理工学院学位论文，涉及自然工程、经

济管理、哲学、政治、语言学等领域 

  提供麻省理工学院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部分学

位论文共2万余篇，以及自2004年以来所有的博

硕士学位论文。 

大部分有全文，若下载全文用时稍长，建议先保

存，然后再打开。 

MIT Theses数据库特点 



谢谢大家光临讲座 

 

Ques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