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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目的 

1.1 中国知网期刊库资源介绍 

中国基础教育期刊文献数据库收录从 1994 年到现在共 1771 种重要期刊全文（含各类基

础教育核心期刊，核心期刊收全率 90%以上）收录的期刊以教学参考、学习辅导、教育管理、

教育研究、学科专业参考和德育类期刊为主，同时收录部分科普、文化和文艺作品类刊物，

内容覆盖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和管理的各个方面，收录的期刊文章共 90 万篇左右。为教育教

学工作提供服务。 

1.2 使用中国知网期刊库与互联网搜索引擎的区别 

中国知网期刊库收录的均是正式出版的 CN 刊物收录的文章，文章质量有保证。百度、

360 等搜索引擎或者学科专业网站上的文章未必经过评审出版，内容鱼龙混杂。另外百度文

库、360 图书馆、道客巴巴等网站无法对文章按照被引频次进行排序筛选，也无法筛选文章

来自核心期刊从而无法保证文章的质量。简而言之，学术期刊库的优点是：一、保证文章质

量；二、可以快速筛选优质文章，保证用最少的时间看最优质的材料；三、可以精确查找。 

概念解析：被引频次指一篇文章发表后被其他学者引用的次数。大多数情况下，一篇文

章被他人引用的次数越多，文章的质量越高，学术传播度越广，越有机会成为该领域内的核

心文献。阅读文献的时候除了阅读最新的文章，还要重点阅读被引次数高的文章。 

1.3 利用中国知网期刊库能做什么？ 

基于中国知网期刊库收录了国内绝大部分学术期刊，可以利用数据库辅助以下工作: 

（1）、通过文献检索，可以查到大量他人发表的优秀教学案例、教学设计、教学反思等



与课堂相关的资料，达到同课异构的目的。 

（2）、对教学前沿观点的把握。部分期刊优于纸刊发行时间，可以更快速地了解学科最

前沿的讯息或者考试方向。 

（3）、对教研专题内容的提炼和研究。比如面对全国卷该如何备考，如何复习，比如数

学中的“最值问题”到底有多少种解法，可以利用庞大的文献库将全国老师发表的该主题的

文章归类，做成专题阅读方便师生专题研讨。 

（4）、对日常工作的帮助。比如如何建设特色校园，校园如何安全管理，班主任如何上

好班会课，如何建设家校关系，以及党务学习“两学一做”等等，均可通过查找文献借鉴他

校他人的优秀经验。 

（5）、对课题研究和论文撰写的帮助（第三部分专题解析）。 

二、日常教学、教研文献应用方法 

 2.1 中国知网期刊库网站的基本使用步骤： 

（1）、打开网站：www.cfed.cnki.net，点击“文献资源总库”，如图： 

 

（2）、输入账号:     密码： 

（3）点击“期刊”，点击“高级检索”，输入想要查找的内容，点检索。如图： 

 

http://www.cfed.cnki.net/


检索项概念解析： 

篇名：指按照指定文章的名字进行搜索 

关键词:按照文章的主要内容进行检索 

摘要：按照文章的摘要内容进行搜索。一般来说文章摘要为一篇文章的核心内容提炼。 

全文：指对文章中的任意字词进行检索。 

来源期刊：指定在某本刊物中进行检索。比如指定在《福建基础教育研究》这本刊物中

搜索某方面内容的文章。 

作者：指定检索某位教师的论文。   

作者单位：指定检索某个单位的论文。 

来源类别：通过打钩筛选检索的文章来自全部期刊还是核心期刊。 

特别说明：主题检索指同时在篇名、关键词和摘要中进行检索，一般情况下为了资料的

完整，推荐优先使用“主题”进行检索。 

同一个检索词用不同的检索项进行检索，得出的结果不同。各位老师可以尝试并观察检

索结果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4）检索到文章之后，可通过被引频次或者来自核心期刊或者发表时间等条件进行筛选。

找到目标文章后点击文章的名字（必须点文章的名字），如图： 

 
新打开的页面如下，点击“PDF 下载”或者“CAJ 下载”，将全文下载下来即可阅读全文。 



 

（5）CAJ 与 PDF 为文章阅读的两种格式。大部分电脑 OFFICE 软件都已自带安装了支持

PDF 阅读格式的软件，下载 PDF 格式的文章阅读方便，无需另外安装软件，但缺点是文字复

制编辑不方便。CAJ 格式的文章如同 WORD 格式般方便编辑，但需要安装 CAJVIEWER 软件（安

装一次即可）。CAJVIEWER 软件下载地址见上图椭圆圈出位置，点击即可下载安装。 

注意：所有的文章下载均不可用迅雷或者搜狗加速下载软件下载，会导致文章被破坏无

法阅读。只可普通下载。 

2.2 中国知网期刊库在日常教学中如何应用？ 

2.2.1 查找教学案例的方法 

举例：查找“圆的认识”这节课的教学设计 

 方法：输入课名“圆的认识”并且“教学设计”，如图可搜到 94 文章： 



 

 

 

 

错误方法如下图示例：在检索框里输入所有的关键词，导致检索结果从 94 篇减少为 20 篇

 

 提示：检索关键词越短小越好，以词语为检索词，利用“并含”拓展检索词语，切忌输入句

子进行检索或者多个检索词输入同一个检索框进行检索。点击检索项前面的“+”，可以增加



检索条件。 

2.2.2 查找某位学者文章的方法 

举例：查找“于永正”老师发表在 CN 刊物上的文章 

方法：在作者检索项里输入“于永正”即可找到于永正发表的 272 篇文章，如图： 

 

2.2.3 如何查找某位学者在某个领域的文章 

举例：查找孙绍振教授在“命题”领域的文章 

方法：在检索项“作者”里输入“孙绍振”，在检索项“主题”里输入“命题”，如图找到 22

篇相关文章： 



 

2.2.4 如何查找某本刊物的文章 

举例:查找《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这本刊物发表的文章。 

方法：点击“期刊导航”，输入想查找的刊物，在右边点具体的刊期即可（或者在检索项来源

期刊里输入刊名亦可），如图： 

 



 

 

 

三、课题研究文献调研方法 

文献调研法指围绕着研究项目及课题的需要而有目的有计划地查阅文献情报资料的一种

科学研究方法。对课题的调研可以分为初步调研和深入研究两个阶段。初步的调查研究的一个

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资料的收集与思索，以确定自己所要选的题目是否有研究的价值和必

要性，是否有创新点。深入研究的结果不仅要报告关于这个问题我知道了什么，还应该提出



目前尚未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将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什么。 

举例：以“儿童戏剧”为研究方向做文献调研 

3.1 如何查询国内目前研究情况 

检索“儿童戏剧”国内是否已经有人在做研究，方法如下图：  

 

     从检索结果我们了解国内目前已经有 274 篇关于“儿童戏剧”研究的期刊文章。 

3.2 如何查询目前研究热度和趋势 

接上图检索结果的页面，观察页面左边的文献大数据分析，如图： 



 

    鼠标点击上图圈出的>符号，得出结果如下： 

 

上图的文献大数据分析，解读为：1998 年国内关于“儿童研究”的期刊文章为 6 篇，2006

年为 12 篇，2013 年为 15 篇，2014 年至 2016 年每年关于“儿童研究”的期刊文章分别为 16

篇，42 篇，35 篇，每年关于“儿童研究”的文章逐步递增，说明该研究领域目前还在持续发

展，有生命力，是可以选择的研究方向。 

注：以上数据为概数分析，非准数。 

数据分析的结果关于“儿童研究”的文章国内 1998 年第一次出现，可以认定为 1998 年

为“儿童研究”国内研究的起始元年（中国知网期刊库的文章从 1994 年起收录，如果文献数

据分析结果起始元年为 1994 年则需要找出这篇文章观察其参考文献来判断研究起始元年）。 

如果写课题申报书撰写研究背景调研时需要将文献计量分析结果图表化，方法如下： 



在首页 www.cfed.cnki.net 最下方，点击“CNKI 学术趋势搜索”，打开学术趋势输入研究

方向“儿童戏剧”，如图： 

 

 

 

     上图更直观地呈现出关于“儿童研究”的热度是波折中持续上升的。 

3.3.如何查询研究领域的空白点 

目前国内对“儿童戏剧”的研究领域都分布在哪些方面，有哪些地方是研究的空白点和

http://www.cfed.cnki.net/


创新点？与分析“儿童研究”的研究趋势类似，在检索结果为 274 篇文章的页面左侧，对“关

键词”进行分析，如图： 

 

从关键词的分布结果来看，研究儿童戏剧与儿童文学、文学民族性的关联的文章比较多，

分别为 12 篇和 7 篇，但从后现代教育观来研究评判儿童戏剧，或者研究儿童诗与儿童戏剧关

系的文章少，仅有 2 篇。课题选题要求选新，要求研究的是目前国内的空白点，从文献的关

键词分布大数据分析，可以判断，“从后现代课程观看儿童戏剧”是“儿童戏剧”研究领域比

较新颖的研究方向。 

3.4.如何查询研究领域内的核心学者 

国内“儿童戏剧”研究领域谁是权威专家？与分析“儿童研究”的研究趋势类似，在检索

结果为 274 篇文章的页面左侧，对“作者”进行分析，如图： 

 

在国内现有研究“儿童戏剧”的学者中，南京师范大学的张金梅老师发表文章的数量最

多，为 5 篇，厦门城市职业学院的陈世明老师发表文章的数量为 4 篇，高于国内其他学者在



“儿童戏剧”研究领域的文章数量，张金梅和陈世明老师可以认为是国内“儿童戏剧”领域

的全文专家。在阅读该领域的相关文献时，这两位学者的文章需要重点阅读。 

3.5 如何查询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单位、主要支持基金以及论文发表途径 

国内“儿童戏剧”研究领域哪些单位是主要研究单位？与分析“儿童研究”的研究趋势类

似，在检索结果为 274 篇文章的页面左侧，对“机构”进行分析，如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国内研究“儿童戏剧”的主要单位为“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学术交流学习、联合进行课题研究应该联系这些主要的研究单位。 

 同时从上图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解读出,“儿童戏剧”的主要支持研究基金为“全国

教育科学规划基金”。关于“儿童戏剧”的研究成果最经常发表在《上海戏剧》、《中国戏剧》、

《戏剧文学》等刊物上，为我们的课题成果论文投稿提供方向。 

3.6 如何进行核心概念界定 

如何界定“儿童戏剧”的概念？在“高级检索”隔壁“句子检索”中，输入“儿童戏剧”

和“指”，如图：在检索结果中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各自的文章中如何定义“儿童戏剧”的概



念。可以通过浏览这些学者的概念界定，借鉴他人的概念界定，或者综述他人的观点，同时

表述自己的核心概念界定。 

  如下图可以看到卜卫老师在《青年研究》这本刊物上发表的《大众传媒与儿童性别角色

的社会化》这篇文章中，对“儿童戏剧”定义为“儿童戏剧类指专为儿童创作的、儿童可以

很好理解的媒介内容、如动画片、儿童节目、儿童文学作品等”。 

其他核心概念界定方法类似，可利用“句子检索”，输入要界定的核心概念和“指”两个

词，检索查阅其他学者如何界定该核心概念。 

 

3.7 如何查找文章的参考文献和引证文献以及意义 

举例：查找《美国统一州核心课程标准高中数学部分述评》这篇文章的参考文献和引证文献 

方法：首先通过篇名检索搜索到这篇文章，打开文章后在文章下方有这篇文章的“知网节”，

如图： 



 

“本文的引文网络”即“知网节”，通过点击知网节里的参考文献或者引证文献，相关文

献会在下方呈现，点击需要的参考文章或者引证文章并且下载阅读全文即可。 

阅读参考文献的意义： 

1、作为阐发本人见地的佐证 或背景材料; 

2、 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 或经典论述，了解研究者的起点、掌握理论的程度  

3、表示对他人理论或成 果的继承、借鉴、补充或  商榷等，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4、反映了引证者对情报吸 收、利用的程度。  

阅读引证文献的意义： 

1、引证文献是指引用本文的文献；  

2、二级引证文献是指本文引证文献的引证文献；  

3、引证文献反映学术思想或研 究成果的承袭、引鉴和发展，并提供文献检索的途径；  

4、引证文献的数量代表了该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从科研成果被利用的角度看也反

映了该论文著者在本学科领域内的影响和地位。  



3.8 如何了解某研究领域的历史情况 

1、搜索综述类的文章。可以用的检索词有:综述、述评、进展、概述、动态、鸟瞰等。 

 举例：搜索“儿童戏剧”研究主题的综述类文献如下图，找到 3篇综述文献。可以再变换“述

评”为“综述”、“进展”、“概述”等词语进行检索，丰富检索结果。 

 

 

概念解析：文献综述指就某一学科或专题，在一定时间内，所发表的大部分原始文献中有价

值的情报进行综合的叙述和评论所编写成的文章。对相关文献群进行分析研究，概括出该学

科或专题的研究现状、动态以及未来发展趋势。阅读综述文章可以快速了解过去的情况。 

2、通过综述类文章的参考文献  

3、通过高被引频次文献  



四、检索词的选取 

文献检索的方法一般为以下三种：积木型检索方法、逐步逼近型检索方法、引文珠型增

长检索方法。下面以案例分析的方法分析关键词的选取。 

4.1 积木型检索方法 

举例课题一：基于信息技术下的试题讲评策略的研究 

 “基于信息技术下的试题讲评策略的研究”这个课题的研究关键词为“信息技术”和

“试题讲评”，检索关键词选择“信息技术”并且“试题讲评”，检索结果如下： 

 

检索不到结果，尝试用积木型检索方法进行检索文献 

概念解析：积木型检索方法:把课题剖析成若干个不同的概念面，先分别对这几个概念

进行检索，并在每个概念中尽可能全和多地列举相关词、同义词、近义词，然后用布尔逻辑

“或者”、“不含”“并且”将所有检索式连接起来，构成一个总检索式。 

在该课题中，试题讲评  ≈  试卷讲评  ≈  习题讲评，这 3 个词语可为同义词 

把“试题讲评”拓展成“试卷讲评”和“习题讲评”进行并列检索，共找到 16 篇的文



献结果： 

 

4.2 逐步逼近型检索方法 

举例课题二：自媒体时代下,学校管理与教育教学新模式研究 

“自媒体时代下,学校管理与教育教学新模式研究”这个课题研究的关键词是“自媒体”、“学

校管理”、和“教育教学”，需要同时满足这 3个条件，所以检索方式为：“自媒体”并且“学

校管理”并且 “教学模式”，如图仅找到一篇文章： 



 

“自媒体时代下,学校管理与教育教学新模式研究”这个课题的检索还可以按照逻辑关系

拆分为为“自媒体”并且“学校管理”,查找“自媒体时代的学校管理策略”相关的文章；“自

媒体”并且“教学模式”，查找“自媒体时代的教学模式”相关的文章，最后将这两个检索条

件检索出来的结果进行合并。如图找到 59篇文献： 

 

如果不满足与 59 篇文献，想拓展检索结果该怎么办呢？我们尝试用逐步逼近型检索方法

来检索文献。 

我们先来查“自媒体”的概念界定。自媒体是普通公民经由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

联,一种提供与分享他们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途径。由概念界定可知，“微博”、“微信”都

属于“自媒体”概念范畴内。所以检索词语可以把“自媒体”这个广义的概念缩减为“微博”



或者“微信”。检索方法如下，由 59 篇检索结果拓展为 792 篇。以“微博”为检索词检索类

推。 

强调：文献检索方法没有固定，同一个课题可以通过变换不同的检索方法多样丰富检索结果。

在关键词的选取方面需注意选用规范的官方专有词语，同时一些与研究核心无关的虚词像“新

模式”，“趋势”“策略”、“方法”、“研究”应避免作为检索词。 

五、CN 刊物投稿地址查找和北大核心期刊判断 

查询网址：http://navi.cnki.net/KNavi/Journal.html，输入准备投稿的刊物名搜索，点击刊

物名字，点击“原版目录页浏览”，按照提示安装阅读器，原版目录页第二页，左侧即有编辑

部的联系方式。 

从下图 2 右侧圈出的“评价信息”中可以获知，《数学通讯》被收录进 1992 年版，1996

年版和 2000 年版的北大核心期刊目录 

http://navi.cnki.net/KNavi/Journal.html


 

 

 



六、文献管理软件的应用 

CNKI E-Study数字化学习与研究平台是中国知网自主研发的免费的文献阅读与管理软件，

提供文献的批量下载、管理和深入研读功能，实现文章文字与图片的复制，同时可以记录读

书笔记，实现读书笔插入论文自动形成参考文献的功能。该软件是 cajviewer 阅读器的升级

版，cajviewer 阅读器与 CNKI E-Study软件二选一使用即可。经常需要看文献的老师推荐使

用 CNKI E-Study软件。不经常阅读文献使用 cajviewer 阅读器即可。 

CNKI E-Study数字化学习与研究平台下载地址：http://elearning.cnki.net/。下载安

装完毕后可单机版使用，也可自行注册个账号使用。注册账号使用的优点是家里与单位同时

安装了该软件并使用同一个账号登录，可以云端同步已下载的文献，无需 U 盘拷贝文献到单

位的电脑。 

该 软 件 的 具 体 操 作 方 法 已 录 成 视 频 上 传 至 优 酷 网 站 ， 见 网 页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zOTA3MzM4MA==.html?spm=a2h0k.8191407.0.0&from=s

1.8-1-1.2&qq-pf-to=pcqq.c2c。视频时长共计 13分钟 28秒。 

http://elearning.cnki.net/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zOTA3MzM4MA==.html?spm=a2h0k.8191407.0.0&from=s1.8-1-1.2&qq-pf-to=pcqq.c2c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zOTA3MzM4MA==.html?spm=a2h0k.8191407.0.0&from=s1.8-1-1.2&qq-pf-to=pcqq.c2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