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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PART ONE 
CNKI资源总库 

专利检索、专利浏览、专利分析 

专利检索与分析系统                                                                                             



1995—2004年 

数据库汇编服务 

2005-2012年 

增值整合服务 

2013年-至今 

面向知识服务的出版 

内容汇编、数字发行 

面向行业、机构个性化
需求的内在增值服务 

实现在所有资源库中一次
检索，查全、查准需要的

内容 

整合、挖掘各层次知识，
形成宏观、中观、微观三
个层次的知识网络 

改变数据库的服务模式，面向
机构业务运行提供知识服务 

探索面向机构业务的知识
服务模式，以碎片化技术
等驱动，实现深层次的知
识服务 

中国知网是全球领先的数字出版平台 



 CNKI工程的核心资源建设项目 

 囊括中国90%以上的学术资源，是目前资源类型完整、内
容全面的国家知识资源保障体系 

 收录的所有资源文献全部取得了作者和出版社的出版授权 

 优先出版，每日更新 

 引进国际重大学术资源，提供中外文联合服务 

 按知识检索建立内容关联，构成知识网络 

一、CNKI资源总库 



 

 

期刊、博硕 

报纸、会议 

年鉴、专利 

科技成果、标准 

法律法规 

外文文献 

 

文献资源 
数据库 

 

 

知识元 
数据库 

E-learning 

个人数字图书馆 

翻译助手 

 指数分析 

 

科研服务类
产品 

1.工具书 
 
2.经济社会发展统
计数据库 
 

3.学术图片知识库 
 

 

 
 

一、CNKI资源总库 



产品名称 种数 文献量 资源收录年

限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8564种 4728万篇 1915-至今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423家博士授予单位 26万篇 1984-至今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

库》 

665家硕士授予单位 232万篇 1984-至今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15607次国内会议 190万篇 1953-至今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605种 1428万篇 2000-至今 

《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 2996种 2.8万本 1912-至今 

《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 8000余部 2000万条 1973-至今 

《中国专利全文数据库》 国家知识产权局 

知识产权出版社 

1134万条 1985-至今 

《国家科技成果鉴定意见数据库》 35个省部级单位的

83个采集点 

87万项 1978-至今 

 

《国家标准全文数据库》 中国标准出版社 
26家行业出版社单

位 

4.4万条 1957-至今 
 

《中国行业标准全文数据库》 近30个行业标准 1.6万条 1950-至今 

《国内外标准题录数据库》 65万条 1919-至今 

一、CNKI资源总库 



产品名称 种数 文献量 资源收录年限 

经济信息和产业情报平台 1640种 194万篇 1994-至今 

中国精品文化文献总库 552种 6万本 1994-至今 

中国精品文艺作品总库 372种 4万本 1994-至今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2831种 2.2万册 1912-至今 

Elsevier数据库（合作） 2959种 — — 

德国Springer期刊数据库（合作） 2500余种 380万余篇 1940-至今 

英国Taylor&Francis期刊数据库（合
作） 

1800余部 140万余篇 1904-至今 

EBSCO数据库（合作） 300余种 300余种 1965-至今 

WILSY数据库（合作） 1499种 140万余篇 1996-至今 
 

Emerald（合作） — 9万余篇 1995-至今 

 

一、CNKI资源总库 



1. 文献的封面和目录信息可以直接下载 

2. 优先出版可以使优秀文献提前3-7月发表，方便抢到“首发权”。 

 

 

 

期刊的优先出版 

一、CNKI资源总库 



 CNKI优先数字出版——“高速公路” 
 

1）发稿快 

   保证学术期刊科研

成果的首发权，提
高我国科研国际竞

争力和影响力 

2）传播快 

 

      科研工作者快速获得

最新的权威性文献
信息。 

3）服务快 

      图书馆员通过CNKI数字图书馆、手机快报，第一时间向会员定
制发送每日最新信息。 

一、CNKI资源总库 



独家资源具有出版数量多、质量高、速度快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是用户不可或缺的资源。 

 

A: 出版数量优势 

＊截至2015年，独家授权“中国知网”数字出版的高影响力期刊已达1688种 

＊各行业基础学科期刊独家收录较齐全 

 

 

B:出版质量优势 

 ＊独家核心期刊1100多种，占全国核心期刊总数的55% 

 

 CNKI独家数字出版 
 

一、CNKI资源总库 



C:出版速度优势 
 

 目前出版速度： 

《学术期刊总库》平均出版时滞：60天 

《学术期刊总库特刊》平均出版时滞：20天 

   

 

D:出版合法性优势 

所有独家网络出版内容都取得编辑 

单位/合作出版单位的合法授权。 

 

        

 

 

 

 

 计划： 

 为独家期刊建立快速数字出版通道， 

独家资源整体平均出版时滞缩短到7天 

一、CNKI资源总库 



02       PART ONE 
CNKI6.6新平台 

专利检索、专利浏览、专利分析 

专利检索与分析系统                                                                                             



KDN 6.0 → KDN 6.6 

界面重新改
版、舒适度
更加优化 

检索功能的智
能化更加符合
用户使用习惯 

知网节功
能节点丰

富 

可对全部文献
或部分文献进
行可视化分析 

KDN 6.6   升级啦！ 
cnki在十八年的时间里，一直以为用户提供最

专业、 最便捷、最贴心的知识服务为目标，不断

努力、不断创新，今年我们再一次对平台进行了升

级，升级的不仅是功能，更是贴心。 

二、CNKI6.6新平台 



二、CNKI6.6新平台 

一框式检索 

新版功能亮点 



2017-9-6 

二、CNKI6.6新平台 

可视化分析 

丰富的知网节 

1 

2 

3 中英文融合统一 

4 文献导出功能的提升 

5 智能提示  

6 指数检索  



检索页面 总体趋势分析 研究层次分析 作者分析 机构分布图 文献来源分布 文献互引 关键词互引网
络图 

作者合作网络
图 



03       PART ONE 
CNKI特色新产品介绍 

专利检索、专利浏览、专利分析 

专利检索与分析系统                                                                                             



 2.  

 1.  

 3.  

 4.  

中国引文数据库 

CNKI机构知识库建设平台（CIRP）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中国职业教育精品多媒体课件资源库 

三、CNKI特色新产品介绍 



（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3.0》 

1、系统易用性：页面全新改版，内容有效梳理，提升系统的美观和易用性。 

2、系统重写：重新开发系统（全库+地区版+行业版），数据结构优化，提升数据报表分析引擎性能 

3、决策支持研究功能：  

   ①提供相关性分析（5类）、预测（21类）、评价（5类）和决策（4类）等模型的应用。 

   ②步骤简单、界面友好，不懂经济学原理的用户也会用。 

   ③60%的模型是其他统计分析软件（如SPSS,STATA等）没有的。 

   ④有效支持自定义统计数据和指标，提供管理数据和模型的后台。 

   ⑤将逐步实现CNKI论文库中高质量模型方法的系统化开发，扩大研究成果的使用范围和价值。 

4、系统扩展性：全新的系统架构，能为基于数值查询、管理、分析与应用的用户项目需求，提供快

速有效的解决方案和缩短开发周期。 

三、CNKI特色新产品介绍 



统计数据挖掘系统 

PART2. CNKI 解决方案 — CNKI产品介绍  

资源系统 大数据 评价 

统计年鉴导航
平台 

统计数据检索
平台 

数据挖掘分析
平台 



 依据CNKI收录数据库的文后参考文献和文献注释为信息对象建立的、

具有特殊检索功能的文献数据库。 

 

 《引文库》通过揭示各种类型文献之间的相互引证关系，不仅可以为

科学研究提供新的交流模式，而且也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科研管理及

统计分析工具 

（二）《CNKI 中国引文数据库》 

三、CNKI特色新产品介绍 

1 

2 

3 

4 5 未入编期刊参考文献 

期刊数据库参考文献 

博士论文库参考文献 

 硕士论文库参考文献 

会议论文库参考文献 

中国 
引文 
数据库 

数据来源： 
1.多语种：中、英文引文数据，70余个国外著名数据库收录的期刊被引
近千万次。 

2.多文献类型 

九种文献类型引文，包括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标准、报
纸、年鉴、图书、外文。 

图书被引是与版本图书馆合作，国内唯一一家 

3.数据规模庞大：1.5亿条链接数据，每年新增2000万条 

4.数据质量高 
   期刊链接数据正确率要求达到99.97％。已连续五年顺利通过影响因子
年报鉴定会，高标准的数据质量获得业内专家一致认可。 

5.更新周期：日更新 

6.服务模式：中心网站包库 

 

 

数据特点 



01 

02 

03 

04 

05 

价值： 

（二）《CNKI 中国引文数据库》 

三、CNKI特色新产品介绍 

01 权威的引文数据检索工具 

02 科技查新、成果申报工具 

03 数字化学习工具、研究工具 

04 
发现新学科的生长点，预测学科未

来发展趋势 

05 统计分析工具 

查新站点、图情机构 引文检索、引证报告 

文献情报研究者 

—了解科研成果 

—人才引进 

—项目找专家 

—考研找导师 

机构制定科研管理

决策的辅助工具 

—机构研究人员 

—机构内学科 

—同类机构 

 

—出版机构 

—出版管理部门 

—制定决策 

—基金管理部门制

定管理决策 

—基金申报人员顺

利完成申报 

作者 
成果统计分析 

机构/学科/地域 
统计分析 

期刊/出版社 
统计分析 

基金/项目 
统计评估 

统计分析工具，包括： 

http://down.xinrei.cn/jpg/200901/1.05_jpg28.jpg


资源系统 大数据 评价 

评价——中国引文数据库 



三、CNKI特色新产品介绍 
（三）《CNKI机构知识库建设平台》 

 产品采用“平台+数据”的模式 

 数据优势：CNKI数据收录完整，数据加工严格规范； 

 功能优势：提供多维度统计图表，为科研考核与评估提供客观的数据支撑； 

 技术优势：整合学校图书馆、科研处、人事处、学生处、档案馆等多部门数据

，可与多个系统实现数据对接。 

核心内容 

 搭建机构知识库建设平台 

 内容建设：成果推送认领机制，数据持续更新，历史数据回溯 

 多种类型资源的组织管理，多层面多维度展示学术成果 

 提供各种增值服务与个性化服务： 

      ——提供学科发展、研究热点、学者关系分析、国内外权威索引库收录引用数据揭示等方面的深层

次知识分析服务； 

      ——提供多维度数据统计分析服务，为科研考核与评估提供客观数据支撑。 

 价值分析 

 CIRP公开发表成果资源收录完整，加工与标引规范，解决机构成果的有效梳理和全面收录问题； 

 完整的数据推送认领机制、独家数据丰富、历史数据回溯、数据持续更新，确保机构成果的完整典藏

、机构知识库的持续建设，解决机构知识库面临的资源建设难的问题； 

 提供多维度的学者影响力分析服务、互动交流机制，解决目前机构知识库面临的吸引力较弱，学者参

与度较低的问题； 

 与科研管理系统的双向数据集成，实现两个系统中数据同步更新，解决科研管理系统中数据添加与提

交繁琐的难题。 

 

 

http://down.xinrei.cn/jpg/200901/1.05_jpg33.jpg


 CNKI优势1：数据优势 

 1、基于CNKI合作的中外文数据，公开发表成果资源收录量大，能最大限

度的确保较高的推送率。 

 其中，独家数据优势显著：截止到2015年3月10日，独家授权期刊1603种

，独家授权的核心期刊1071种。截止2015年4月，独家授权出版博士论文

的培养单位已达144家，独家授权出版硕士论文的培养单位281家。 

 

三、CNKI特色新产品介绍 

（三）《CNKI机构知识库建设平台》 

http://down.xinrei.cn/jpg/200901/1.05_jpg27.jpg


 CNKI优势1：数据优势 

 2、CNKI推送的数据直接从国内外合作的出版商处获取，元数据著录项目齐全、规范

；并且，基于CNKI对数据进行的抽取、排重、标引等二次加工，实现中外文机构名

称、作者名称、基金名称、期刊名称的规范化处理，文献全部作者（包含本单位和外

单位的）的准确标引，有效满足机构知识库中的数据管理、匹配、标引、分析功能。 

 

三、CNKI特色新产品介绍 

（四）《CNKI机构知识库建设平台》 



 CNKI优势2：功能优势 

 1、提供多维度统计图表，为科研考核与评估提供客观的数据支撑； 

 2、与科研管理系统双向数据集成：实现两个系统中数据同步更新，

解决科研管理系统中数据添加与提交繁琐的难题。 

 3、CIRP具有良好的开放性，提供标准的API接口和其他数据交换接

口，实现CIRP与学校文库、特色资源库、学位论文系统的数据集成 

 

三、CNKI特色新产品介绍 

（四）《CNKI机构知识库建设平台》 



（五）《中国职业教育精品多媒体课件资源库》 
 

一句话概括 

集成整合我国职业教育领域优质多媒 

体教学课件资源，经规范化编辑与制 

作后，运用先进数字出版和网络技术 

出版的具有正规数字版权的课件资源 

网站。 

三、CNKI特色新产品介绍 



（五）《中国职业教育精品多媒体课件资源库》—分享优质课件资源 
 

三、CNKI特色新产品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