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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KI國際服務

我們的國際服務站點集群（中國青島、美國矽谷等）向全球用戶提供與中國大陸同樣便捷、及時的文獻與知識服務；

平均每天：

CNKI向海外網站更新輸送超過1.2萬篇來自中國學者最新的研究成果

國際學者都要從知網國際服務站點上獲取下載超過2萬篇的全文文獻



圖書館使用者的知識需求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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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的分類

使用者的資訊檢索需求

使用者的資訊檢索需求層析理論

學術圖書館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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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使用者”的構成及其訪問圖書館目的 –學術圖書館

•Student: seek access to text books；advanced books on their subject of interest；
knowledge books, reference sources, and other literature 

•Teacher: almost every type of information that concerns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pursuits. 
also engaged in research activities in order to contribute new knowledge 

•Research Scholars: pursing research to make some new contribution to extend the 
boundaries of knowledge in a particular subject

•Administrative Staff: be looking for some light reading；or improve their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

•Management Committee Members: They take decisions at different levels hence require 
information from  the library considered useful from every point of view.

Prof (Dr) SEWA SINGH, formerly, Professor and Head,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Guru Nanak Dev University, AMRIT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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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學科專業的差異化知識需求：醫學、美學、人文

Tenopir and King專案中，其研究結果顯示：

有醫學背景的使用者對電子期刊的時效性最為看重: 87%的閱讀聚焦在14個月內，94%的閱讀集中在2年
內;

有天文學背景的三分之二的用戶主要閱讀28個月內的材料。

相較理工專業，人文社科專業的使用者對資料庫資源覆蓋面的要求較廣。一般而言，有自然科學背景的用
戶傾向於使用某-特定期刊，他們通常流覽自己習慣的學術期刊，然後找到感興趣的文章連結進行閱讀，閱
讀中進行的任務驅動性較小;

而人文社科專業的使用者使用電子資源主要是基於自己的課題或項目需求，因而任務驅動性很強。他們不
會局限於某一份期刊或某- - 個資料庫，而是需要有一個便捷的搜尋引擎，需要多個資料庫和多種期刊來提
供文獻資訊資源，支援他們的課題研究。

Ahearn 研究中，發現:

美術院校教師在使用圖像資料庫的過程中，檢索行為多於流覽行為。通過題名進行檢索是最常用的檢索方
法，其次是檢索特定藝術家。

Tenopir, C., King, D.W., Edwards, S. and Wu, L. (2009), "Electronic journals and changes in scholarly article seeking and reading patterns", Aslib Proceedings, Vol. 61 No. 1, pp. 5-32.

Ahearn J, etc. A user study of the DASe art and art history visual resources collection 

[EB/OL].[2012-10-0.ttp://jrahearn.com/DASE Paper_ final.pdf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search?q=Carol Tenopir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search?q=Donald W. King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search?q=Sheri Edwards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search?q=Lei Wu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publication/issn/0001-25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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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研究性使用者資訊查詢行為需求

what is happening currently in the area/s of their 
concern 

who else is working in the field and where they are 

Introductory an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while 
undertaking work in a new field

The extent of prior work done in the new field 

Want to get specific piece/s of information and data 
needed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ir research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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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archy of needs on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Retrieval 資訊檢索需求層次模型

創新

知識體系重

構

查新

解決問題

查漏補缺

學習閱讀

找准、找優、全文、知識點

找到文獻 全文閱讀

構建專業檢索
全球資源及中外文統一檢索
同義詞擴展

簡單的字串匹配

文獻探究、線索跟蹤、延展閱讀、新知識

構建檢索式並證實或證偽、主題新穎性

瞭解知識體系、找全文獻 、快速流覽、選擇優質文獻
全文閱讀 構建研究主題的知識結構

精准的主題檢索、
知識導航、知識分組、全文揭示

精准的主題檢索、
知識元檢索 排序功能

精准的主題檢索、
知識導航、知識分組、全文揭示
知識元層面的內容關聯 語義層面的知識推薦

查新選題、依題系統查詢、擇優精讀、發現知識點的關聯、跨學科探尋
確定創新點、以創新點為核心擴展查詢、重組知識點、創造新的知識

精准的主題檢索 系統的知識導航 多維度的知識分組
全文內容的快速揭示 知識元層面的內容關聯

語義層面的知識推薦 視覺化文獻計量分析
精讀研學工具 協同研討工具 科研記錄工具



全球學術快報（GAF）的設計理念

基於資訊檢索需求層次模型，面向差異化的知識需求層次

滿足全球使用者、不同語種的資訊與知識搜尋需求

讓使用者在“世界知識大資料（WKBD）”中快速地、精准地、個性化地找到相關的優質文獻



全球學術快報（GLOBAL ACADEMIC FOCUS）是什麼

CNKI 中外文文獻統一發現平臺（商品名：全球學術快報，Global Academic Focus，GAF）是中國知網整合

WEB 端服務平臺——知識網路系統（Knowledge Network System, KNS）和移動端服務平臺——移動全球學術快報（CNKI EXPRESS）

的所有技術，基於世界知識大資料（World Knowledge Big Data, WKBD）傾力打造的

多終端全球學術文獻傳播、擴散和利用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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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統一服務標準

• 全球學術文獻統一獲取與發佈：全球 65 個國家及地區，700 餘家國際出版社的 3 億多條文獻在該平臺上發佈，讀者可以“一鍵式”

獲取。

• 統一的語言輸入：一種語言輸入獲取全球知識。

• 統一的檢索系統：面向讀者提供包括主題、關鍵字、全文、篇名、作者、摘要、基金、刊名等欄位的中英文文獻統一檢索服務。

• 統一的發現機制：基於知網智慧標引技術，實現主題相關條件下所有檢索結果按時間排序，最新內容排在前列，通過檢索方式實現

全球學術快報。

• 統一的期刊推薦機制：全球期刊統一採用中國知網 CI 指數（綜合影響力指數）進行評價，並實現統一排序，中國期刊可以在特定

學科與國際期刊同台競技，保障中國期刊與國際期刊擁有同等被發現的機會。

• 統一的知識網路：實現以單一文獻為節點，構建全球知識網路（包括主題網路、作者機構網路、引文網路、專案網路、出版源網

路），觸及一點即可發現相關領域的所有知識。

• 統一的閱讀方式：全部文獻支持 HTML、CAJ、PDF、EPUB 四種格式， 並可以兩篇文獻對比閱讀。

• 統一的個性化服務：基於個人用戶與機構用戶的知識獲取行為分析技術，構建使用者需求模型，提供文獻智慧推薦服務，支援使用

者構建自己的個人數位圖書館，全面記錄使用者的科研生涯。



全球學術快報（GAF）的核心價值與技術路線

世界知識大資料：全球最“新”一鍵搜索

智慧主題檢索：最相關與最新同時呈現

豐富功能讓“知識”更多“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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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價值 I：世界知識大資料 World Knowledge Big Data, WKBD

• 中國知網與超過60個國家及地區的700餘家國際出版社進行了版權合作，整合出版了數百個重要資料庫，收錄外文期刊

70000餘種，覆蓋SCI期刊的95%，SCOPUS期刊的85%，共計2億多篇外文文獻，內容涵蓋理、工、農、醫、人文、

社會科學以及經管等各個學科領域。Elsevier、Springer、Wiley、Taylor & Francis、Emera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及EBSCO等國際知名的出版集團、學術出版社和整合商都已成為知網的合作夥伴。同時，日語、韓語、法語、德語等多

語種資源也有加入。

• 基於此, 用戶在CNKI-GAF上使用中英等單語種檢索，實現一鍵搜索全球多語種學術資源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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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價值 II：智慧主題檢索

• 中國知網基於千萬級中英文專業詞典和百萬級主題詞表，採用深度學習演算法成功研發出了智能標引技術，該技術旨在精

確標引出每一篇文章的主體因素、方面因素、限定因素等主題特徵。基於這些主題特徵的文獻檢索稱為智能主題檢索， 它

可以同時保證檢索結果的檢全率、檢准率和及時性，攻克了傳統檢索檢全率和檢准率相互矛盾，相關度和及時性彼此對立

的技術難題。最終，完整、準確、快速獲取全球科研成果的科研生命線通過智慧主題檢索得以全面保障。

其核心功能是：主題相關條件下按照時間排序，讓讀者發現最新的高度相關文獻

目標
檢索文獻

主題詞

主題詞

主題詞

主題詞

主題詞

主題詞

主題詞

檢索
需求

主題詞

主題詞

主題詞

檢索結果

智
慧
標
引
技
術

排序演
算法

檢
索
擴
展
技
術

相關性
演算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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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ABS-KEY:  Knowledge graph

日期最新 最相關



0 10 20

篇名

关键词

摘要

全文

主题漂移…

檢索結果按時間排序，排在前面內

容會出現嚴重的主題漂移現

象, 嚴重影響了新文獻的檢准率



何謂主題相關？

文章的整體特徵或局部特徵與讀者的檢索意圖匹配

核心問題？

精確地發現整體特徵和局部特徵

所有主題都能被發現，整體特徵能夠準確抓取，同時各方面主題

能夠揭示出來，保證查全,但難點在於標引的準確性

技術路線？

• 詞表建設

對文章中的標引詞做語義上的合併分析，避免重複的標引和漏
標

• 組合詞對文獻進行標引

更加準確表達了文獻的主題

• 科學演算法對文獻截斷

一篇文章具有一個或幾個中心思想，反應中心思想的詞彙攜帶

的信息量大於邊緣詞彙的信息量，通過科學的演算法可以截取出

更能反應出文章主題資訊的詞彙，從而只檢索出完全相關以及部

分相關的文獻。



核心價值 III：網路出版模式提升學術成果的“首發”及傳播效率

目前《中國學術期刊（網路版）》的新型數位出版模式有4種，既包括傳統印刷版學術論文的單篇網路首發、單篇或整
期形式的優先出版，又包括具有內部及外部連結功能、依賴於互聯網路發佈的學術論文增強數位出版，還有資料論文出
版。
與僅把印刷版期刊的數位化發佈不同，新型出版模式出版的內容發佈時以HTML（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 超文字
標記語言，簡稱HTML）在網路上呈現給讀者。讀者既能及早發現最新的文獻情報，亦可對所提供的資料進行深度鑽研
和再利用。引用時請標注DOI（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數字物件識別碼，以下簡稱DOI）以便保持引用的準確性。

04

0201

03

指學術期刊優先於印刷版紙刊發行、以單篇或整期發佈的方式，

在“中國知網”借助互聯網（含移動網路）數位出版，完整呈現

論文所有內容。.

指在互聯網用出版的方式來發佈資料。資料論文是通過網路線上方式出版的

一種學術出版物，主要提供學術資料以及相關的資訊，包括資料的採集、處

理和分析方法等，但不一定提供科學結論。資料論文稿件由描述文檔、資料

集（或者資料集存儲位址）、資料集中繼資料構成。

單篇網路首發
是指借助互聯網（含移動網路）在“中國知網”以數位出版

方式優先出版學術期刊的單篇論文內容。按照首發時的編輯

狀態，通常可分為3種：錄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定稿。

增強出版
包含根文獻和附加內容，經過組織和封裝，形成一個有內在聯繫的複合數

位作品的數位出版物，是全部學術成果的出版；增強材料，伴隨根文獻一

起進行數位化出版，其內容包括文本、資料表格、圖像、音訊、視頻、軟

體程式、手稿等，通常僅通過網路呈現。

優先出版

資料論文出版



平臺應用場景與實現價值

21

基於用戶差異化需求的知識檢索體驗 –

場景：關於“全球價值鏈”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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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全球價值鏈“

• 在全球價值鏈理論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們曾採用了不同的稱謂，如價值鏈、商品鏈、生產網路、企業網路、價值網路和投入產出分析

等。

•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定義最有代表性：全球價值鏈是指為實現商品或服務價值而連接生產、銷售、回收處理等過程的全球性跨企業網

路組織，涉及從原料採購和運輸，半成品和成品的生產和分銷，直至最終消費和回收處理的整個過程。包括所有參與者和生產銷售等活

動的組織及其價值、利潤分配，當前散佈於全球的處於價值鏈上的企業進行著從設計、產品開發、生產製造、行銷、交貨、消費、售後

服務、最後迴圈利用等各種增值活動。

• 目前對全球價值鏈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全球價值鏈的治理。目前對全球價值鏈治理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模式方

面，二是全球價值鏈的升級，主要研究升級的機制、類型和路徑等。三是價值鏈中經濟租的產生和分配，包括進入障礙，經濟租產生的

來源(如技術能力、組織能力、技能和行銷能力等核心能力)，租金的分配等。價值鏈研究的這三個方面是有機結合在一起的，其中治理

居於核心地位，它決定了價值鏈中的升級和租金的分配。

• 對於全球價值鏈治理模式的研究，始於對企業間關係的研究，一般都遵循從單個產業或產業集群到理論框架的歸納模式，因此

早期的研究是從產業集群和生產網路開始的。

https://wiki.mbalib.com/wiki/%E4%BA%A7%E4%B8%9A%E9%9B%86%E7%BE%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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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value chain

多維結果篩選
“確定”“清除”隨時鎖定

智慧聯想詞推薦
讓檢索詞跨越“兩岸”用語的不同

一鍵檢索最新的、按照時間排序的最相
關國內外研究成果



規範後的作者與機構
提供更準確的檢索結果

新的專業詞典
提供了更豐富但又準確的檢索詞推薦組合



基於新的專業詞典，重新標
引了知網的每一篇文章，其
中一半文章的主題較舊平臺
有明顯改進

---展開主題分組，就像打開了
一個透視鏡，揭示出本次檢索
的主題；
---選定主題即可精確篩選出想
要的內容；
---點開主要主題，就像拿起一
把篩子，定位主要闡述該主題
的文章。

（1）一鍵檢索後，該主題的中外機構和學者
自動聚類，幫助讀者在全球範圍內構建主題
“學術圈”

（2）學者按照H指數排序，影響力大的學者
排在前面，方便讀者根據作者影響力選文。



新的文獻主題脈絡圖與“知網節”呈現方式

中國式出口的價值創造之謎:基於全球價值鏈的解析
劉維林

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



追蹤學術趨勢 統計一組文獻的主題詞兩兩之間在同一篇文獻出現的頻率主題
詞的共現矩陣分析

統計主題、文獻來源、學科、作者等維度的學術趨勢

研究話題在學科層面的分佈



篇名、關鍵字、摘要都沒有“全球價值
鏈”

創新點：AI技術發展應用後加深全球價值鏈分
工極化的加深



創新點：自貿區要主動加入全球價值鏈，實現產業鏈集群化、供
應鏈系統化、價值鏈樞紐化，能夠形成“漏斗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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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書房與手機閱讀：記錄研究行為、時時跟蹤研究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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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使用者資訊檢索需求的多樣化受到其教育程度、研究背景、獲取動機等因素會造成較大差異

•圖書館應考慮提供除文獻之外的能夠支援創新、也能支援閱讀的多樣化服務

•CNKI雖然植根於內容增值服務，傳統的內容提供，但我們的用戶需求在變化、圖書館的角色在

變革，CNKI在主動尋求我們的新定位和新的責任

•在這個基礎上，歷時三年打造的全球學術快報希望能夠成為這種新轉型的第一步，用平臺來連

結我們的讀者、學者和圖書館。



Knowledge Empower Innovation

CNKI與圖書館同仁一路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