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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资源

网络信息资源是指借助于网络环境可以利用的各种信息资源的总和。

1、以数字化形式记录的，以多媒体形式表达的，存储在网络计算机磁介质、

光介质以及各类通讯介质上的，并通过计算机网络通讯方式进行传递信息内

容的集合。

2、在网络上蕴藏着的，各种与教育相关的知识、资料、情报、消息的集合。

3、通过计算机网络利用的各种资源的总和，包括馆藏电子文献、数据库、数

字化文献信息、数字化书目信息、电子报刊等。

4、以电子数据形式将文字、图像、声音、动画等形式的信息存放在光盘等非

印刷型载体中，并通过网络通信、计算机或终端方式再现出来的信息资源。

5、为满足人类需求，借助计算机等设备共同开发、生产和传递，人类可以通

过网络获取的信息的集合。



1.1 活用电商资源

1、常用网购平台，如天猫、京东、唯品会、1号店、当当、

亚马逊。

2、旅游时可以淘宝土特产，免去旅途上带着大包小包的辛

苦，更加快捷方便。

3、浏览书籍框架，进一步了解知识结构。

4、现在很多自媒体商家，虽然购买时需要大家擦亮眼睛、

甄别筛选，但有时候也是获取信息的一种途径，比如说你买

了一支口红，卖家可能把口红色号的选择、化妆技巧等等一

并告知。



1.2  知乎

知乎作为互联网高质量的问答社区，经常为我们的问题贡献

出精准、独到、中肯的答案。成为了一个让人们更好地分享

知识、经验和见解，找到自己的理想答案的平台。



1.2  知乎

特点：

1、范围广

2、回答有深度

3、个体智慧更多地得到认可和应用

4、知乎上还体现出了群体的力量



1.3 专业论坛

1、大家论坛

2、果壳网

3、沪江网

4、大耳朵英语

5、经管之家

6、丁香园

7、小木虫

8、豆瓣

9、360图书馆



1.4 网络公开课

1、爱课程

2、iTunes U

3、网易公开课

4、中国大学MOOC

5、MOOC学院

6、学堂在线

7、edX

8、Coursera

9、优达学城

10、腾讯课堂

11、淘宝大学

12、百度传课

13、网易云课堂



1.5 手机APP

1、得到

2、樊登读书

3、喜马拉雅

4、下厨房

5、KEEP

6、一席

7、TED演讲平台

8、LinkedIn

9、古诗文网

10、学习强国



1.6 微信公众号

1、高效工具搜罗

2、干货分享录

3、我们都是效率控

4、秋叶PPT

5、旁门左道ppt

6、嘉文钱

7、人民日报

8、光明日报



1.7 百度百科

百度百科、百度文库、百度汉语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信息，方便快

捷，可谓是我们随传随到的小秘书。

比如：“燚、焱、炎”这三个字怎们读，是什么意思。我们提出疑问，

顺藤摸瓜，就在百度汉语和百度百科中找到了答案。

百度百科是全民贡献的大舞台，每个人都可以编辑，那对于一些学术方

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各大专业数据库中寻找答案。



1.8 学术数据库

1、青岛大学图书馆馆藏资源

2、百链云图书馆(https://www.blyun.com/) (需要校内IP地址)

3、免费OALib(www.oalib.com)

4、DOAJ(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5、百度学术（https://xueshu.baidu.com/）

6、关于医学的NCBI（https://www.ncbi.nlm.nih.gov/）

7、openi（https://openi.nlm.nih.gov/）

8、AMiner（https://www.aminer.cn/）



1.9 小结

以上简单介绍了网络资源的一些情况，如：电商网站、知乎、
专业论坛、网络公开课、手机APP、微信公众号、百度百科、学
术数据库。

不能穷尽所有信息，但对于大家来讲，树立信息意识、探索信
息检索途径、遵守信息伦理，用成长型思维思考问题，并最终
养成终身学习的态度和习惯尤为重要。



搜索引擎概论

1.8 学术数据

2.1 搜索引擎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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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搜索引擎的检索技巧

2.4 搜索引擎的检索方式

2.5 学术搜索引擎举例



2.1 搜索引擎简介

1.8 学术数据

 网络信息资源的检索，离不开搜索引擎的使用。

 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s) 是指对WWW站点资源和其他网络资源

进行标引和检索的一类检索系统机制，被称为“网络之门”。

 从构成上看，搜索引擎实际上是Internet上的一种专用服务器(网

站)。它的主要任务是在Internet上主动搜索Web服务器信息并将

其自动索引，并将其索引内容存储于可供查询的大型数据库中。

 特点：拥有规模庞大的信息数据库。

 作用：帮助信息用户快速查找到自己所需信息



2.2 搜索引擎分类

1.8 学术数据

搜索引擎的类型大致可分为四种：目录型搜索引擎、全文搜索
引擎、垂直搜索引擎和元搜索引擎（例子），它们各有特点并
适用于不同的搜索环境。



2.2 搜索引擎分类

1.8 学术数据

全文搜索引擎：从互联网上提取各个网站的信息（以网页文
字为主），建立数据库，检索与用户查询条件匹配的相关记
录，然后按一定的排列顺序将结果返回给用户，如国外的
Google、Microsoft Bing（必应），国内的百度等。



2.2 搜索引擎分类

1.8 学术数据

元搜索引擎：在接受用户查询请求时，同时在其他多
个引擎上进行搜索，并将结果返回给用户。著名的元
搜索引擎有InfoSpace(https://www.info.com)、
Dogpile(https://www.dogpile.com，现属于
InfoSpace公司)。



2.2 搜索引擎分类

1.8 学术数据

目录索引虽然有搜索功能，但在严格意义上算不上是真正的
搜索引擎，仅仅是按目录分类的网站链接列表而已。用户完
全可以不用进行关键词（Keywords） 查询，仅靠分类目录
也可找到需要的信息。目录索引中最具代表性的为Yahoo（
雅虎），国内的搜狐、新浪也都属于这一类。在查找这些网
站 时 ， 发 现 了 这 样 一 个 网 站 ， 国 外 网 站 大 全 （
http://www.99lb.net/guowai/），打开一看，的确网如其
名。



2.2 搜索引擎分类

1.8 学术数据

垂直搜索引擎也常常被称为专业搜索引擎（Specialty
Search Engines ） 、 专 题 搜 索 引 擎 （ Topical Search
Engines），是通过对专业特定的领域或行业的内容进行专
业和深入的分析挖掘、过滤筛选，信息定位为更精准的专业
搜索，实际上是搜索引擎的细分和延伸。比如，我们常用
12306订票，在这个网站上可以一目了然查询到车票信息。



2.3 搜索引擎的检索技巧

1.8 学术数据

1．基本检索语法

（1）“与”运算

缩小搜索范围。运算符为“空格”或“+”。

注意：使用“+”时，前后必须留出一个半角空格，否则检索程序在运行检索式时会

将“+”作为检索词来处理。



2.3 搜索引擎的检索技巧

1.8 学术数据

（2）“非”运算

去除特定的不需要的资料。运算符为“-”。

注意：前一个关键词和减号之间必须有一半角空格，否则，减号会被当成连字符处理

，而失去减号语法功能；减号和后一个关键词之间，则无空格。



2.3 搜索引擎的检索技巧

1.8 学术数据

（3）“或”运算

并列搜索。运算符为“|”。

注意：“|” 符号前后应该保留一半角空格。



2.3 搜索引擎的检索技巧
（4）精确搜索

使用双引号或书名号可进行精确检索，即不对查询词进行拆分，尤其适合于输

入的查询字中包含“-”、空格等特殊符号的情况下。注意：引号必须是英文

双引号。



2.3 搜索引擎的检索技巧

 书名号是百度独有的一个特殊查询语法。在其他搜索引

擎中，书名号会被忽略，而在百度，中文书名号是可被

查询的。

 加上书名号的查询词，有两层特殊功能：

 一是书名号会出现在搜索结果中；

 二是被书名号扩起来的内容，不会被拆分。

（4）精确搜索



2.3 搜索引擎的检索技巧

 例如：查电影“手机”，如果不加书名号，很多情况下出来的是通讯工具

——手机，而加上书名号后，《手机》结果就都是关于电影方面的了。

（4）精确搜索



2.3 搜索引擎的检索技巧

2．高级检索语法



2.3 搜索引擎的检索技巧

2．高级检索语法

 Intitle”限定系统只对网页的标题栏进行查询

 intitle:风继续吹 mp3

 intitle:管理登录

http://music.baidu.com/song/1117742


2.3 搜索引擎的检索技巧

2．高级检索语法

 Site表示搜索结果局限于某个具体网站或者网站频道,如site:sina.com.cn表示只

在新浪网内进行搜索。

示例：在青岛大学网站上查找一些有关四六级考试的信息。

检索式：四六级 site:qdu.edu.cn

 注意：

 site后的冒号为英文字符，而且，冒号后不能有空格

 百度：网站域名不能有“http://”前缀，也不能有任何“/”的目录后缀

示例：http://library.em.swjtu.edu.cn/video，

搜索时输入，site:library.em.swjtu.edu.cn

 除非有特别目的，请不要用www，以免错过相关网站的内容，因为很多网站的频道

是没有www的。

如：http://library.em.swjtu.edu.cn；http://jiaowu.em.swjtu.edu.cn 



2.3 搜索引擎的检索技巧

2．高级检索语法

 “filetype:”能实现对某些二进制文档的搜索。如：xls、ppt、doc、

swf、pdf、txt、rar文档等大约十几种类型。

示例一：搜索几个工作总结的Office样例文档。

检索式：工作总结 filetype:doc

示例二：搜索入党申请书范文

检索式：入党申请书 filetype:doc

示例三：查找个人文献管理软件endnote的使用教程

检索式：endnote (教程 | 使用 | 技巧 | 指南 | 攻略 | 手册) 

FILETYPE:PDF



2.3 搜索引擎的检索技巧

3．善用符号

 用*表示任意字符

 【示例】张衡是 * 人

 巧用『』号，轻松搜“论坛”板块

 【示例】『军事』

 ~ 符号意思是搜索同义字



2.4 搜索引擎的检索方式

1 简单检索：默认检索页面

2 高级检索：点击“设置”，选择“高级检索”即进入高级检索页面



2.4 搜索引擎的检索方式

2 高级检索

关键词之间是AND关系

关键词的精确检索

关键词之间是OR关系

被排除（NOT）的关键词



2.4 搜索引擎的检索方式

2 高级检索
例如：检索“细胞分裂”方面的课件



2.5 学术搜索引擎举例

1.百度学术

2.医学类学术搜索引擎



2.5 学术搜索引擎举例

1.百度学术

例：检索2012年以来的有
关“膳食纤维制备”方面
的文献，并将检索词限定
在“题目”字段



1.百度学术

2.5 学术搜索引擎举例



1.百度学术

2.5 学术搜索引擎举例







 被引用次数：被引用次数来源于国内外的多个数据库和网

站，借此用户可以知道哪些文章是最有价值的。

 相关文章献：搜集有与该文献相关的文章

 所有多个版本：集结了收录有该文献的多个数据库或网站

 如果学校订购了收录该文章的数据库，可以直接单击链接

查看详细内容。

说明

1.百度学术

2.5 学术搜索引擎举例



例如

 Evolution of the lectin–complement pathway and its role 
in innate immunity. T Fujita - Nature Reviews 
Immunology, 2002 

可看到免费全文，但PubMed中仅有摘要，没有全文。

1.百度学术

2.5 学术搜索引擎举例







2.5 学术搜索引擎举例

2.医学类学术搜索引擎

（1）Medscape

（2）HON



（1）Medscape

http://www.medscape.com

简介：共收藏了近20个临床学科2.5万篇文献，是Web上
最大的免费提供临床医学全文文献和继续医学教育资
源的网点

检索方法：分类和关键词检索

特点：可检索图像、声频、视频资料。提供MEDLINE免
费检索，查阅《Merriam-Webster’s》医学词典、查
询药物的使用等内容

2.5 学术搜索引擎举例

http://www.medscape.com/




 免费注册，可看到免费全文，还可以E-mail的形
式定期收到该网站的更新。

 注册后可显示注册专业的个性化页面。

 可以检索Medline的内容。

2.5 学术搜索引擎举例

（1）Medscape





（2） HON

http://www.hon.ch/

简介：免费全文搜索引擎。

是瑞士日内瓦的“健康网络基金会”（HON）建立的。

提供病人/个人、医学专业人员和网络出版者三个登陆界面。

2.5 学术搜索引擎举例





巧用垂直搜索

3.1 网盘搜索

3.2 电子书搜索

3.3 图片搜索

3.4 声音搜索

3.5 字体搜索

3.6 类似网站搜索

3.8 标准搜索

3.7 国学搜索

3.9 专利搜索



3.1 网盘搜索

各式各样的网盘上存有大量信息，但是网盘，例如百度网盘并没有搜

索功能，如何在网盘中搜索信息，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垂直搜索引擎。

1、盘多多（http://www.panduoduo.top）

2、56网盘搜索（https://www.56wangpan.com/）

3、酷搜（https://www.kolsou.com/）

还有一些需要扫码关注后下载使用：

4、小白盘（https://www.xiaobaipan.com/）

5、大圣盘（https://www.dashengpan.com）

6、小猪快盘（https://www.xiaozhukuaipan.com/）



3.2 电子书搜索

1、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

2、鸠摩搜书

3、古腾堡工程

4、公文馆

5、熊猫·搜书

6、书享家

7、电子书数据库



3.3 图片搜索

1、TinEye（https://www.tineye.com）

2、拍立淘（https://www.pailitao.com/）

3、wait(what anime is this)（https://trace.moe/）

4、Pixabay（https://pixabay.com/）

5、pngimg（https://pngimg.com/）



3.4 声音搜索

1、网易云音乐（https://music.163.com/#）

2、midomi（https://www.midomi.com/）

3、MyFreeMP3(http://tool.liumingye.cn/music/?page=searchPage) 

4、下载吧音乐（music.y444.cn/#/）

5、51音乐下载器（www.at38.cn/）

6、aekun（https://www.aekun.com/）

7、FindSounds（https://www.findsounds.com/）

8、FreeSound（https://freesound.org/）



3.5 字体搜索

1、求字体（https://www.qiuziti.com/

2、字体之家（http://www.shufami.com/）

3、字体量贩（http://www.font5.com.cn/）

4、免费的英语字体下载1001 Fonts（https://www.1001fonts.com/）

5、花样字体生成平台QT86（https://www.qt86.com/）



3.6 类似网站搜索

Similar Site Search（https://www.similarsitesearch.com/cn/）是寻找

相似网站的垂直搜索引擎。

类似的还有SimilarSites（https://www.similarsites.com/）。

如果大家想找旅游或者美食一类的网站，不妨在这些网站上试一

试，例如在SimilarSites上输入大众点评网，结果显示了包括美团

在内的诸多美食网站；输入携程，找到的结果全部都是关于旅行

和旅游的，包括订票官网12306也在搜索范围内。

https://www.similarsites.com/


3.7 国学搜索

1、中国国家图书馆（http://www.nlc.cn/）

2、书阁（https://new.shuge.org/）

3、汉典（https://www.zdic.net/）

4、国学大师（http://www.guoxuedashi.net/）

5、殆知阁（http://122.200.75.13/）



3.8 标准搜索

1、工标网（http://www.csres.com/）（付费）

2、国家标准化委员会（http://www.sac.gov.cn/）

3、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

（http://openstd.samr.gov.cn/bzgk/gb/index）（很多原文可获取）

4、ANSI美国国家标准（https://www.ansi.org/）

5、ISO标准（https://www.iso.org/home.html）（国际标准化组织

制定的标准）



3.9 专利搜索

官方：

1、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检索及分析系统（http://pss-

system.cnipa.gov.cn/sipopublicsearch/portal/uiIndex.shtml）

2、美国国家知识产权局（http://www.guoxuedashi.net/）；

3、欧洲专利局（https://ie.espacenet.com/）；

非官方：

4、大为（innojoy）专利垂直搜索引擎

（http://www.innojoy.com/search/home.html）

5、壹专利（https://www.patyee.com/）



谢谢大家

通过对网络信息资源，搜索引擎相关知识，以及垂直

搜索引擎的应用的介绍，我们可以更准确、更高效地

找到需要的网络资源，方便大家收集使用，更好地为

学习、科研服务！

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