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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万方智搜概述 

 万方智搜是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学术资源检索与获取

平台，致力于通过专业的检索及知识挖掘技术，帮助用户精准发现、

获取与沉淀学术精华，让用户更加愉悦的获取知识，创造知识。同时，

万方智搜携手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科睿唯安、WILEY、Taylor & 

Francis 等 30 余家世界著名出版商共建知识服务基石，共促开放科

学服务，优化学术价值生态，助力科研创新发展。 

万方智搜收录了包括期刊、学位、会议等资源类型在内的 3亿多

篇中外文学术文献，全面覆盖各学科、各行业。在此基础之上，万方

智搜通过深度知识加工及知识图谱技术，构 3 亿多条文献引证数据、

近 1万本期刊数据等多种数据类型。基于海量高品质知识资源和知识

发现技术，万方智搜为用户提供专业文献检索、多途径全文获取、云

端文献管理及多维度学术分析等功能，全面服务于用户的科研创新。 

第二部分 使用说明 

1 文献检索 

1.1 统一检索 

万方智搜首页的检索框即为统一检索的输入框，实现多种资源类

型、多种来源的一站式检索和发现，同时，它还可对用户输入的检索

词进行实体识别，便于引导用户更快捷的获取知识及学者、机构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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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实体的信息。 

在统一检索的输入框内，用户可以选择想要限定的检索字段，目

前共有 5个可检索字段：题名、作者、作者单位关键词和摘要。 

 

用户可以单击检索字段进行限定检索，也可以直接在检索框内输

入检索式进行检索。例如，用户想检索题名包含“青蒿素”的文献，

用户可以单击“题名”字段检索，检索式为：（题名:青蒿素）。除此

之外，用户也可以自主输入检索式检索，例如：（标题:青蒿素）、

（题目:青蒿素）、（题:青蒿素）、（篇名:青蒿素）、（t:青蒿素） 

（title:青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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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智搜默认用户直接输入的检索词为模糊检索，用户可以通过

双引号“”（英文符号）来限定检索词为精确检索。 

例如，用户想要“信息资源检索”方面的文献，检索式为：（信

息资源检索），即为模糊检索，检索式为：（“信息资源检索”）为

精确检索。 

另外用户也可以在检索框内使用者 not、and、or 对检索词进行

逻辑匹配检索，其中 and可以用空格代替，逻辑优先级关系为 no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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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 or。例如，用户想要“信息检索”和“本体”方面的文献，检

索式为：（信息检索 and 本体）或（信息检索 空格 本体）。 

 

     

1.2 智能识别 

智能检索指的是用户输入检索词，系统可以识别检索词的实体类

型，智能提示用户是否要查找该实体。 

例如，在检索框里，输入检索式：张建国，系统识别张建国属于

学者，因而优先展示作者张建国发表的文献，并提供所有同名学者的

名片供用户选择。 

 

例如，在检索框里，输入检索式：情报学报，系统识别情报学报

为期刊名称，提示用户是否要查看《情报学报》这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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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结果中检索 

在检索结果页面，还可以对该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二次检索

可以对检索字段进行限定检索。二次检索的检索字段根据不同的资源

会有所不同，主要有标题、作者、关键词、起始年、结束年。 

例如，在检索框里，输入检索式：信息，得到如下检索结果。 

 

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限定标题为：资源管理。 

 

点击“结果中检索”对检索结果进行精简，得到如下检索结果。 

 

1.4 分类检索 

万方智搜为用户提供了不同资源类型的检索，包括期刊、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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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等资源。用户可以通过单击检索框上部的资源类型进行检索范围

切换。 

万方智搜可检索篇级文献，也可以检索期刊母体、会议。 

期刊检索可以实现期刊论文检索和期刊检索，输入检索词或限定

字段并输入检索词，点击搜论文按钮，实现对期刊论文的检索；输入

刊名、刊号，点击搜期刊，实现对期刊母体的检索。如下图所示为期

刊资源的检索页面。 

 

 

1.5 高级检索 

万方智搜检索框的右侧有高级检索的入口，单击进入高级检索界

面。高级检索支持多个检索类型、多个检索字段和条件之间的逻辑组

配检索，方便用户构建复杂检索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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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级检索界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选择想要检索的资源

类型。系统通过以下检索条件，帮助用户提升检索的准确率。 

或者 ，表示添加或者减少检索条件； 

“与”、“或”和“非”，表示限定检索条件，优先级为：非>与>

或； 

主题、作者、作者单位等，表示检索的限定条件。 

发表时间和更新时间，表示限定的文献发表时间和万方智搜更新

的时间。 

精确，表示系统对于用户输入的检索词不拆分进行检索。例如，

输入信息管理学院，检索仅包含 “信息管理学院”的文献； 

模糊，表示系统对于用户输入的检索词拆分进行检索。例如，输

入信息管理学院，检索不仅包含 “信息管理学院”的文献，还包含

信息系统管理学院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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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专业检索 

万方智搜检索框的右侧有高级检索的入口，单击进入高级检索界

面，然后选择专业检索。 

 

 

专业检索是所有检索方式里面比较复杂的一种检索方法。需要用

户自己输入检索式来检索，并且确保所输入的检索式语法正确，这样

才能检索到想要的结果。每个资源的专业检索字段都不一样，详细的

字段可以单击“可检索字段”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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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如果对自己想要检索的检索词不确定，可以使用“推荐检索

词”功能，输入一些语句，单击搜索相关推荐词，得到规范的检索词。 

 

例如检索主题为推荐，发表在情报学报上的期刊文献，检索式为

“主题:(推荐)*刊名:(情报学报)”，专业检索得到如下检索结果。  

 

1.7 作者发文检索 

作者发文检索是通过输入作者姓名和作者单位等字段来精确查

找相关作者的学术成果。用户可以选择想要检索的资源类型，通过

或者 添加或者减少检索条件，通过“与”、“或”和“非”限定

检索条件进行检索。可以检索第一作者，并且能够同时检索多个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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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 

 

 

 

1.8 智能检索 

高级检索添加了智能检索的功能，智能检索包括中英文扩展和主

题词扩展。 

 

中英文扩展指的是对检索词进行中文英文的扩展检索，扩大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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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主题词扩展指的是基于主题词表，对检索词扩展同义词和下位

词，帮助用户保证查准率的条件下，扩大检索范围，提升检索的查全

率。  

 

1.9 检索历史 

万方智搜提供对用户的检索行为的记录即检索历史。检索框的右

侧有检索历史的入口，单击进入检索历史界面。 

 

在检索历史界面，可以导出检索历史，包括检索式、检索结果数

量、检索时间等。未登录状态下，用户没有清除缓存或清空检索历史，

最多保存 50条检索记录。在个人用户登录状态下，系统默认保存 30

天内所有的检索记录，便于用户快捷的检索获取文献。 

另外，用户也可以在检索历史页面，单击检索式进行重新检索；

单击订阅按钮订阅改检索式下的文献，有更新时，系统会自动给你发

送消息，可在个人中心查看；单击导出按钮，可以将检索历史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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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导航 

资源导航分为资源类型导航和数据库导航。资源导航主页入口为

用户信息右侧“资源导航”和检索框上方右侧的“更多”标志。 

 
 

2.1 资源类型导航 

展示万方收录的资源类型及相关资源的更新情况介绍。 

 

例如，点击上图中的期刊，可进入期刊资源的导航页，首先呈现

的是该资源的介绍，以及本周更新期刊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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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为期刊的学科分类导航，中间部分为刊首字母、核心收录、

来源数据库、收录地区、出版周期、优先出版的期刊导航。可对过创

刊时间、影响因子、被引次数、更新日期排序。点击期刊，进入期刊

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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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库导航 

展示万方智搜收录的数据资源，包括万方来源的数据库，以及第

三方合作的 38个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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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索结果 

3.1 结果展示：详情式/列表式 

 

 

检索结果页中通过设置每页显示条数，用户可根据需要自由切换，

每页显示 20、30或 50条。 

列表式只展示标题、作者、来源、时间等简要信息。 

 

3.2 结果排序 

万方智搜提供对检索结果的多维度排序，除了传统的相关度、出

版时间、被引频次指标外，我们还提供了下载量等排序指标。针对不

同的资源类型，提供了不同的排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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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结果筛选 

在检索结果页面，通过资源类型、出版时间、语种、来源数据库

等限定条件进一步缩小检索结果范围。 

例如，期刊的检索结果页面下，可以通过出版时间、学科分类、

核心收录、语种、来源数据库、刊名、出版状态、作者、机构等限定

对期刊论文进行筛选。 

除此之外，系统还可为用户提供一键筛选 “核心期刊论文”的

功能。 

 

 

3.4 结果限定 

用户可通过“获取范围”的分面来对结果获取范围进行限定，包

括免费全文、有全文的资源、原文传递的资源、国外出版物。“只看

第一作者”限定可在检索作者时限制显示该作者为第一作者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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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结果操作 

系统通过严密的嵌接用户检索发现的过程，提供针对文献的多种

便捷操作，包括对单篇操作或批量操作、下载、导出、分享、标签、

笔记等。 

对于单篇文献，用户可在检索结果页进行在线阅读、下载、导出、

收藏、分享操作。 

 

用户点击“导出”按钮，可根据需要导出不同的文献格式。例如

导出规范的基于国家标准的参考文献格式，以及导出 NoteExpress等

文献管理工具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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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多篇文献，用户可全选、清除、收藏、导出操作，实现多篇

文献的统一操作管理。 

 

3.6 智能扩展 

从所属范畴、同义词、上下位词、优选术语等维度出发，以可视

化方式直观展示检索词的知识关系。范畴指检索词所属的学科或领域，

同义词指与检索词意义相同的一组词语，上位术语指概念上外延更广

的词，下位术语指概念上内涵更窄的词，优选术语指概念优先选择的

术语。用户可自由浏览或点击，以此获取更符合需求的准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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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文献详情 

文献详情页包括期刊、学位、会议等详细信息。本文以期刊文献

详情页为例详细说明文献详情页页面构成及操作。 

例如，期刊文献详情页展示该文献的中英文标题、摘要、中英文

关键词、作者、作者单位、刊名、年,卷（期）/所属期刊栏目、分类

号等文献信息。 

同时，提供该文献的引文网络、相关文献推荐和媒体资源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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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该文献还提供相关主题、相关机构、相关学者等信息推荐。 

 

引文网络：引文网络主要是该文献的参考文献和引证文献列表及

图谱展示。参考文献和引证文献都可以查看相关参考或引证关系图，

即以图表的方式可视化展示参考关系或引证关系。点击相关作者进入

作者名称检索结果页；点击文献标题进入文献详情页；点击期刊等出

版物名称进入期刊（出版物）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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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分析 

4.1 知识脉络分析 

通过点击关键词、作者、作者单位、刊名后的橘色柱状图，可以

构建出多维度、多层次、内容深度关联的知识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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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检索结果分析 

在检索结果页面可以看到结果分析按钮和右侧的研究趋势模块。

点击之后就可对检索结果进行相关学科、相关专业的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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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之后跳转到万方分析-检索结果分析页面，可对年份、作者、

机构、学科、期刊、基金、资源类型、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 

 

 

5 文献获取 

万方智搜在知识产权许可下，为用户提供资源多种渠道的获取服

务，帮助用户便捷获取所需资源，实现快速、简便、易用、流畅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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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检索体验与文献获取保障。 

5.1 在线阅读和下载 

万方智搜支持全文的在线阅读的，包括期刊、学位、会议等资源。

单击检索结果页面和文献详情页面的“在线阅读”按钮可以查看文献。 

 

 

 

 

5.2 原文传递 

万方智搜除了提供本平台收录的资源外，还与国家科技图书情报

中心（NSTL）、国家工程技术数字图书馆（ISTIC）合作，提供文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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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传递服务。机构用户利用万方智搜检索到来自 NSTL 和 ISTIC 的

资源，可以通过原文传递服务便捷快速的获取所需资源。 

 

 

5.3 多来源获取 

系统还提供对资源的多来源展示。一方面为提供多来源的资源发

现，同时也提供了稳定的全文获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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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国内外文献保障 

针对购买国内外文献保障服务的机构用户，系统提供国家工程技

术数字图书馆（ISTIC）收录的部分中外文期刊、中外文会议、中文

学位论文的检索与获取。 

用户登录了开通国内外文献保障服务的机构账号后，可以在检索

结果页面的右上角看到“国内外文献保障服务”的标签，单击后进入

国内外文献保障服务系统的检索和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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