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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手可及的知识服务，赋能科研



科技信息服务：以人为本

管理

视角

应用

视角

应用及

服务视角

科研人员、教师、学生

图书馆

校办、人事处、科研处、发展规划处、学院等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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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科研场景

提供丰富工具

第二部分

夯实数据基础

打造精细服务

第一部分



夯实数据基础、打造精细服务

内容永远是最重要的



融合不是简单的堆叠

有效

整合

规范

清洗

关联

计算
融合

让纷杂的信息变得有序，通过关联揭示其中隐藏的秘密，是大数据的
核心，也是融合的价值体现。有效整合、规范清洗、关联计算等重要
环节缺一不可！



1、围绕发现服务能力与资源保障能力，通过数据

交换、资源互补、平台对接等方式，继续加强与

国内外大型数据库集成商、出版商、公益机构、

图书馆的战略合作。

2、尽可能通过发现服务索引开放资源：加强高质

量开放获取资源、互联网公开数据、政府公开数

据源等的采集和利用，不断拓展资源种类、学科

领域与覆盖范围。

3、加强对多源异构资源的整合与组织能力，实现

更大范围的学术资源集成与融汇。

更大范围的资源体系



序号 数据库名称 概述介绍

1 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 其中中文期刊共8000余种，核心期刊3200种左右，共132173122条

2 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收录中文学位论文共计600余万篇，年增30万篇， 共6033290条

3 中国学术会议文献数据库 收录中文会议论文共计538万多篇，年收集4000多个重要学术会议，年增20万篇全文，
共13753836条 ( 03月08日更新21757条 )

4 中外专利数据库 目前共收录中国专利2000余万条，年增量200余万条。国外专利4000余万条，年增量
150余万条

5 中外标准数据库 收录了所有的中国国家标准（GB）、中国行业标准（HB）、以及中外标准题录摘要数
据，共计200余万条记录

6 中国法律法规数据库 法规资源主要由国家信息中心提供，共计110余万条

7 中国科技成果数据库 共计90余万条,涵盖了国家、省市、地方的成果公报、登记成果及推广成果等成果

8 中国地方志数据库 新方志4.5万册（特有的），旧方志6259种（共7.5万卷）

9 万方视频数据库 现有资源近100万分钟,已推出高校课程、学术讲座、学术会议报告、时政党建、考试辅
导、医学实践、管理讲座、科普视频、国外优秀视频、环球高清精选等适合各层次人群
使用的精品视频

11 中国机构数据库 企业信息、科研机构信息等

12 中国科技专家库 各行业、各领域专家

13 科技报告数据库 收录中文科技报告20000余份；外文科技报告源于美国政府四大科技报告（AD、DE、
NASA、PB）

14 国内外文献保障服务数据库 万方数据与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合作开发的文献传递服务，系统收藏工程技术、自然科
学领域的科技文献

http://www.wanfangdata.com.cn/perio/toIndex.do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gree/toIndex.do
http://www.wanfangdata.com.cn/conf/load.do
http://www.wanfangdata.com.cn/navigations/patent.do
http://www.wanfangdata.com.cn/navigations/standards.do
http://www.wanfangdata.com.cn/legislations/toIndex.do
http://www.wanfangdata.com.cn/techResult/tr-nav.do
http://fz.wanfangdata.com.cn/
http://video.wanfangdata.com.cn/
http://institution.wanfangdata.com.cn/Institution/Index
http://institution.wanfangdata.com.cn/Expert/Index
http://www.wanfangdata.com.cn/tech/techindex.do
http://www.wanfangdata.com.cn/resource_nav/dataDetails.do?id=4c905db3-916f-4d43-86dd-1568e1254b55




重要数据库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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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

加强万方数据自有期刊建设、且整合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

的中文期刊元数据资源

⚫ 新增期刊约（3300种）

⚫ ISTIC、CSCD、CSSCI 核心刊全覆盖

扩容：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

新增优秀学位论文70万余篇，扩容后学位论文全文保障可达到520万篇



视频资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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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国际性、全国性高端会议，聚焦新兴

科学产业，聆听前沿研究成果，并且100%完

整版权收集，自主拍摄实时更新。

我们秉承“不断追求学术创新、行业领先”

的产品理念，致力于通过视频媒介，突破时空、

地域、语言等众多限制，真实记录国际会议、

一流全国性会议的特邀报告，将学术沙龙、学

术研讨等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以完美的方

式还原实时盛况。让更多未能亲临会场的研究

人员能够及时聆听众多院士、学科带头人的创

新研究成果、行业发展趋势报告。
涉及学科

图书情报、材料、计算机、人工智能、能源、生态环境、机械、

通信、物理、化学、财会、经济、教育、法律等。



万方智搜：统一发现与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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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检索 多维揭示 保障获取资源保障

• 期刊增强版

• 学位增强版

• 36家合作数据库

• 17个OA资源库

• 查全率

• 查准率

• 相关度排序

• 作者发文检索

• 查新

• 同基金项目论文

• 学者知识脉络

• 系统快速访问

• 简洁快速获取

万方智搜：触手可及

探索研究 阅读分析 论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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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智搜：示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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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智搜：示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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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智搜：示例二

Trade marks   商标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知识产权

public domain  公共域

Copyright   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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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智搜：示例二



检索接口 单点登录 统一认证 移动嵌入 定制服务

全面的开放与整合

万方智搜：开放整合



第二部分：深入科研创新与管理

应用大数据，构建适用于多场景的工具与服务



面向科研与教学的工具及应用

1、万方科慧

2、万方选题

全球科研资助态势追踪服务

开题、定题全方位辅助系统

4、万方检测

学术规范的事前教育、事后检测支撑系统

申报项目
开题定题

学术规范

3、万方分析

学科发展态势分析评估



面向科研与教学的工具及应用

1、万方科慧

2、万方选题

全球科研资助态势追踪服务

开题、定题全方位辅助系统

4、万方检测

学术规范的事前教育、事后检测支撑系统

申报项目
开题定题

学术规范

3、万方分析

学科发展态势分析评估



开题、定题全方位辅助系统



1

2

3

22

万方选题：解决了什么问题

用户写论文选题、硕博开题、申报项目选题以及科研管理人员进行决策判断时需要的支撑功能：

刚开始新的学习领域：比较迷茫，不知道该阅读哪些文献，才能快速学习领域知识。

怎样找到研究领域的热门方向、研究前沿？领域整体的发展态势是怎样的？有哪些新兴的

研究主题？

确定研究主题后，想了解我的研究课题是否新颖？有哪些关联的研究？

4 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内容更丰富，切实解决学生需求，是学科服务好工具！



个人隐私，在互联网时代下暴露无遗
这一方面是否值得研究和探索？



选题第一步：文献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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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4

3
 发掘新兴主题
学科领域中重要的处于快速成长阶

段、未来可能成为热点的主题

 拓展研究边界
从学科渗透、交叉“地带”寻找新的

课题

 回溯学术脉络
了解研究热点随时间的演化关系，

及学科领域整体发展趋势
. 

 追踪研究前沿
及时掌握学科领域中最先进、最具

研究价值的选题方向

如何发现高价值

的研究方向？

第二步：选题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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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选题发现（回溯学术脉络）



27

第二步：选题发现（追踪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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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选题发现（拓展研究边界）



第二步：选题发现（发觉新兴主题）



第三步：定题评测



第三步：定题评测（新颖性评测）



第三步：定题评测（选题拓展）



支撑科研管理的工具及应用

学科建设、学科评估、学科发展态势检测

万方分析：学科发展评估平台

要结论
要报告

要数据



学科发展评估平台

“ 随着双一流建设的不断推进，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都在学科建设方面进行重点关注和大力投入，我们

以学科建设为切入点搭建学科评价分析系统，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科建设工作提供辅助支撑

万方分析：学科发展评估平台



学科发展评估平台提供学术指标的统计、评价、

监测、分析等服务，为机构在科研情况描述、科研表

现评价、科研发展定位、潜在目标执行四个方面提供

一整套科研管理落地解决方案。

学科发展评估平台
DISCIPLIN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

双一流建设、学科评价、科研管理、创新发展、

知识挖掘、评价报告



中信所合作模块，以中信所的权威评价方

式，帮助用户了解学科建设的创新及发展

情况

➢ 产学共创能力评价

➢ 学科融合能力评价

➢ 学科发展能力评价

➢ 国际合作能力评价

➢ 科教协同能力评价

基础评价

ISTIC评价

ISTIC评价—中信所学科评价模块



学科发展能力——评价机构的学科发展布局情

况、评价各个学科的发展水平及所处阶段情况

国际合作能力——评价机构与其他国家的学

术成果国际合作情况

产学共创能力——评价机构科研活动与产业

实际应用的转化情况

科教协同能力——评价各个学科的科教协同

融合情况

ISTIC评价—中信所学科评价模块



高等教育事业部 ·  张延明

13911873352 

zhangym@wanfangdata.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