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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度学术简介 

百度学术（http://xueshu.baidu.com）于 2014 年 6 月上线，是百度旗下的免费学

术资源搜索平台，致力于将资源检索技术和大数据挖掘分析能力贡献于学术研究，优化学

术资源生态，引导学术价值创新，为海内外科研工作者提供最全面的学术资源检索和最好

的科研服务体验。 

 

百度学术收录了包括知网、维普、万方、Elsevier、Springer、Wiley、NCBI 等的

120 多万个国内外学术站点，索引了超过 12 亿学术资源页面，建设了包括学术期刊、会

议论文、学位论文、专利、图书等类型在内的 4 亿多篇学术文献，成为全球文献覆盖量最

大的学术平台，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包含 400 多万个中国学者主页的学者库和包含 1 万多

中外文期刊主页的期刊库。以上强大的技术和数据优势，为学术搜索服务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目前每年为数千万学术用户提供近 30 亿次服务。 

http://xueshu.baidu.com/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authorchannel?cmd=inject_page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journal


 

百度学术目前提供以下两大类服务： 

 学术搜索：支持用户进行文献、期刊、学者三类内容的检索，并支持高校&科研

机构图书馆定制版学术搜索。 

 学术服务：支持用户“订阅”感兴趣的关键词、“收藏”有价值的文献、对所研

究的方向做“开题分析”、进行毕业论文“查重”、通过“单篇购买”或者“文

献互助”的方式获取所需文献、在首页设置常用数据库方便直接访问。 

 



二、学术搜索 

2.1 文献检索 

文献检索是用户需求最多使用频率最高的产品功能，百度学术能够识别并且满足多种不

同表达方式的检索需求，并提供一系列精细化小功进一步打磨用户体验。 

2.1.1 关键词/主题检索 

当用户的输入词是某关键词或主题时，搜索结果会综合考虑文献的相关性、权威度、时

效性等多维度指标，提供与输入词最相关的多篇文献，并且提供以下功能： 

 排序：支持按相关性、被引量、时间降序三种方式将文献进行排序，默认为按相关

性排序。 

 筛选：支持按发表时间、所属研究领域、核心数据库收录情况、包含关键词、文献

类型、作者、发表期刊、发表机构八种方式将文章进行细粒度的筛选，缩小搜索范

围，找到所需文献。 

 研究点分析：提取出与所检索文献最相关的多个研究点进行深度分析，用户点击后

即可查看可视化分析（后面“开题分析”详述）。 

 功能区：每篇文献均在功能区提供“免费下载”、“批量引用”、“引用”、“收藏”

四种功能（后面分别详述）。 



 

2.1.2 标题检索 

当用户输入某篇文献的标题（title）时，搜索结果能够识别出用户寻找唯一目标的需求，

直接返回该文献的详情页，让用户快速获取所需内容。 

 题录区：包含文献的作者、出版源（时间、期卷等）、被引量信息，均支持进一步

点击，查看对作者、出版源的二次检索结果及该文献的引证文献。 

 下载区：给出该文献的全部来源供用户选择进行下载，用户也可从“免费下

载”tab 下直接查看所有的免费来源进行选择，若无法获取到该文献可以选择向其

他用户求助（后面“文献互助”详述）。 

 推荐区：支持用户按照相似文献、参考文献、引证文献三个维度查看更多相关文献。 

 引用统计：将当前文献被引情况按年度进行统计，方便用户快速了解该文献在所属

领域的影响力情况。 

 研究点分析：提取出与当前文献最相关的多个研究点进行深度分析，用户点击后即

可查看可视化分析。 



 

2.1.3 DOI 检索 

当用户的输入词为 DOI 时，搜索结果能够直接识别到目标文献，返回该文献的详情页。 

 

2.1.4 参考文献串检索 

当用户的输入词为参考文献格式表示的一串内容时，搜索结果能够自动分析该格式，找

到用户寻找的目标文献。 

 



2.1.5 高级检索 

除以上基础检索外，还支持用户进行高级检索，百度学术首页和搜索结果页的搜索框的

右侧均可进入高级检索界面，可以利用高级语法直接进行检索。 

 

高级语法说明：以关键词“动作识别”为例 

 包含全部检索词：仅输入词本身，无特殊语法，示例：动作识别 

 包含精确检索词：使用双引号“”语法，示例：“动作识别” 

 包含至少一个检索词：使用小括号（）语法，示例：（动作识别） 

 不包含检索词：使用-（）语法，示例：-（动作识别） 

 出现检索词的位置：包含文章任何位置和位于文章标题两种检索范围，默认为前者，

使用 intitle（）语法，示例：intitle（动作识别） 

 作者：使用 author：（）语法，示例：author：（动作识别） 

 出版物：包含期刊和会议两种出版物检索，可分别使用 journal：（）和 conference：



（）语法，也可统一使用 publish：（）语法 

2.1.6 文献下载 

下载全文是检索文献的深度和刚性需求，所以百度学术不仅收录了同一篇文章的多个来

源，并在用户检索步骤中提供多个下载入口。 

 在检索结果列表中，直接选择所需下载源 

 

 在文献功能区，点击下载按钮，查看全部免费下载源 

 



 在文献详情页，查看全部下载来源及其中的全部免费来源并进行选择 

 

 在文献全部来源页右侧，可方便切换多个来源并选择下载 

 

2.1.7 引用 

为方便用户引用文献做参考文献等使用，在文献功能区提供了单篇“引用”功能，用户

可以根据所需格式进行选择。 

 三种引用格式：分别是 GB/T 7714、MLA、APA 



 吴中文献管理软件导入格式：分别是 BibTex、EndNote、RefMan、Notefirst、

NoteExpress 

 

2.1.8 批量引用 

若用户需要对一批文献同时进行导出使用，可使用批量引用功能，在文献功能区将文献

加入到批量引用文件夹，并在文件夹选择所需操作。 

 



 

2.1.9 中英互译 

    当用户输入中文关键词时，提供中英互译功能支持用户一键搜索相应的英文文献，无需

翻译和二次输入。 

 



2.2 期刊检索/期刊库 

期刊作为学术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科研人员日常关注较高的一个部分，用户

通常想要了解期刊的影响因子、发文周期，抑或查看刊载文献等，目前百度学术已经建设有

包含 1 万多中外文期刊主页的期刊库，很好的满足了上述用户需求。 

 

有两种方法进行期刊检索： 

第一种：搜索期刊名称，即可找到期刊卡片，点击卡片可查看更多内容，例如：软件学

报。 

 

第二种：访问期刊库，在期刊库内通过浏览或者搜索的方式找到所需期刊，期刊库：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journal?cmd=journal_search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journal
http://xueshu.baidu.com/s?wd=%E8%BD%AF%E4%BB%B6%E5%AD%A6%E6%8A%A5&ie=utf-8&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
http://xueshu.baidu.com/s?wd=%E8%BD%AF%E4%BB%B6%E5%AD%A6%E6%8A%A5&ie=utf-8&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journal?cmd=journal_search


 

 筛选区：支持按中外文、学科类目、收录数据库、名称首字母四个维度进行筛选，

满足用户的多维度浏览需求。 

 搜索区：支持用户通过期刊名称、ISSN 号、CN 号在期刊库内进行搜索。 

 列表区：展现了期刊库的全部期刊，可翻页查看。 

点击一个期刊，可以进入到该期刊的详情页查看更多信息，第一页包含期刊的官网地址、

投稿入口、影响因子、搜索指数等基本信息，以及全部的刊载文献并支持按刊期筛选。 

 

    第二、三页为期刊的详细介绍和交流讨论区，分别如下图： 



 

 

2.3 学者检索/学者库 

学者是学术文献的生产者，一方面用户可以通过追踪其他学者的研究进展来了解最新的

研究动向；另一方面学者本身可以关注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并可以管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职

称晋升、基金申请等时使用。百度学术已经上线了包含 400 多万个中国学者主页的学者库。 

 

学者主页包含如下内容： 



 ScholarID：学者主页的唯一标识码，当有重名学者时可做区分使用。 

 全部学术成果：所有已发表或未发表的学术成果，支持按年份、文献类型、是否一

作进行筛选，支持按发表时间和被引量进行排序。 

 学术成果分析：将全部学术成果从多个维度进行分析，包括成果类型分析、年度成

果数分布、年度被引量分布。 

 学术指数：包含根据学术成果计算的基础指数（总被引频次、总成果数、H 指数、

G 指数）及被其他人关注的次数即搜索指数，这些指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者的

学术影响力。 

 合作分析：运用大数据技术对学者的学术成果进行分析，用户可方便查看到高频的

合作学者及合作机构。 

 

 



2.3.1 检索他人主页 

有三种方法检索他人主页： 

第一种：搜索学者中文名字（或对应的拼音），即可找到学者卡片，点击卡片可查看该

学者的主页，例如：吴恩达。 

 

第二种：从百度学术首页导航访问学者库，在学者库内通过搜索的方式找到关注的学者

主页，学者库地址：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authorchannel?cmd=inject_page 

 

第三种：关注“百度学术”服务号，也底端点击“学者频道”即可进入到移动端学者库

进行搜索。 

http://xueshu.baidu.com/s?wd=%E5%90%B4%E6%81%A9%E8%BE%BE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authorchannel?cmd=inject_page


  

2.3.2 管理自己主页 

学者主页支持用户实名认证后自己管理主页，认证后拥有的管理权限如下： 

 编辑基本信息：让他人更好的了解自己的研究领域、个人经历等。 

 



 

 管理学术成果：包括添加成果、删除成果、一键导出全部成果。 

 

 成果被引提醒：当有成果被他人引用时，系统会通知认证学者引用情况（以消息和

邮件的方式通知），方便了解成果的影响力。 



 

认证自己主页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在电脑上，从学者库内通过搜索找到自己的主页，点击“我要认证”，按步骤

提示进行操作。 

 

第二种：在手机上，关注“百度学术”服务号，通过“学者频道”内检索找到自己的主

页，点击“我要认证”进行实名认证。 



  

若未能找到自己的个人主页，也可自己“新建主页”，按步骤提示操作。 

 



 

若发现有多个主页的成果均属于自己，可以先认证其中一个主页，再进行合并申请，管

理员审核后，即可合并成一个主页。 

 

 

 

 

 



三、学术服务 

3.1 订阅 

为方便用户及时追踪所关注领域的科研进展，百度学术提供了“订阅”功能，目前支持

对关键词进行订阅，当有与订阅关键词相关且符合订阅设置的新研究成果出现时，会自动推

送到用户，推送频率为每周 2~3 次，推送包括系统消息推送、邮箱推送、微信推送三种推

送方式。 

 

3.1.1 订阅入口 

 搜索框右侧：当输入关键词进行搜索后，搜索框右侧会出现订阅入口，用户可通过

选择收录数据库来设置推送的成果级别和范围，可选填是否推送至邮箱。 

 

 

 订阅页面右侧：从百度学术首页导航进入到订阅页面，在接收订阅消息页的右侧，



有添加订阅的入口。 

 

 微信订阅：关注“百度学术”服务号，在服务号底部，可以直接添加订阅，同时也

可查看和管理订阅。 

 

3.1.2 订阅推送方式 

推送方式包括以下三种： 

 系统消息推送：当有新成果推送时，即在百度学术首页右上角小铃铛处进行提示，

点击后即进入到消息中心。 

 



 

 邮箱推送（需绑定邮箱）：在订阅时或者在订阅消息页面绑定邮箱后，新的学术成

活会直接推送至绑定邮箱。 

 



 

 微信推送（需关注“百度学术”服务号）：通过微信告知用户有新的订阅推送，点

击后即可查看推送详细内容。 

  



3.2 收藏 

用户在搜索过程中，若遇到有价值的文献需要保存用于后续查看或者记录阅读思路等使

用时，百度学术提供了方便的“收藏”功能，支持用户随时随地收藏所需文献，并支持下面

一系列操作： 

 

 分类：支持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建设多个标签，并将收藏论文按标签进行分类，方

便查找和记录。 

 批量导出：可以从收藏列表中选择所需文献进行批量导出，支持 6 种导出格式。 

 文献详情：方便查看文献的题录信息、下载全文、引用文献。 

 推荐文献：方便查看收藏文献的相似文献、参考文献、引证文献。 

 全文阅读&添加备注：若有全文，可直接查看 PDF 全文，并随时备注自己的思路。

若无全文，也可将用户本地文件上传到收藏夹内用于记录。 

 



 

3.2.1 收藏入口 

收藏功能以心形图标 标识，在搜索后的搜索结果功能区、文献详情页、订阅推送

的文献中均有收藏入口，点击即可完成收藏。 

 搜索结果功能区： 

 

 文献详情页： 

 



 订阅推送的文献： 

 

3.2.2 查看收藏内容 

查看收藏内容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上面的三种收藏方式在使用后即变成“已收藏”状态，此时用户再次点击，即

可进入到收藏页面进行查看和管理。 

 

    第二种：在百度学术首页，点击“收藏”按钮，直接进入到收藏页面。 

 



3.3 开题分析 

开题是所有科研用户在开始从事或想要了解一个领域研究时的痛点需求，也是本硕博学

生的一个必经阶段。如何快速、方便、全面的了解一个自己陌生的领域是用户碰到的一大难

题，百度学术运用优势的大数据处理技术，依托收录的海量学术文献，推出了“开题分析”

这一产品辅助用户完成开题目标，受到广泛好评。 

 

 

本产品共包含三大类功能点： 

 可视化分析：将输入的功能点从研究走势、关联研究、学科渗透、相关学者、相关

机构 5 个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帮助用户全方位了解该研究方向的历史研究进展、

交叉学科及重点研究学者&机构等。 



 

 多维度论文推荐：从 4 个维度进行论文推荐帮助用户更详细的了解研究进展 

1. 经典论文：此领域的高被引高关注论文，代表此领域的里程碑式研究进展 

2. 最新发表：此领域近期新的研究进展，代表此领域的最新发展 

3. 综述论文：完整全面的揭示领域研究进展的综述性文献 

4. 学位论文：主要辅助学生了解近年来此领域的毕业论文情况 

 关键词推荐：根据输入的研究方向的关键词，找到有交叉研究的其他研究关键词进

行推荐，方便用户拓展开始思路。 

3.3.1 功能入口 

使用该功能有三个入口： 

 百度学术首页：底部导航，点击“论文助手”即可进入使用。 

 

 搜索结果页：搜索某关键词后，在搜索文献下方或者结果页右侧，点击研究点分析

的任何一个，均可直接查看。 



 

 百度学术微信：微信关注“百度学术”，页面底端点击“论文助手”即可进入后使

用。 

  

3.4 查重 

查重是高校为打击学术不端行为而对部分学位毕业论文进行的一种操作，所以大部分学

生用户在提交毕业论文之前都会做自查重以保证顺利毕业。百度学术集合国内多家查重方打

造首家查重比价平台，为用户提供最方便，最优惠，最直观的查重体验，帮助用户顺利完成

毕业论文检测。从百度学术首页底部导航直接点击“查重”即可进入到查重功能页面： 



 

使用步骤如下： 

 提交论文：上传检测论文，并选择所需的查重系统（若有优惠券可一并选择），提

交查重订单。 

 

 

 订单支付：选择常用的支付方式进行支付。 



 

 查看报告：查重完成后，在左侧选择“我的报告”，可以下载或者在线查看查重报

告，也可扫描二维码跟踪查重进展，查重完成后会通过微信通知。 

 

    查重常见问题及各查重方优势对比详见常见问题、查重对比的页面说明。 

3.5 文献互助 

为方便用户获取文献全文，百度学术除了通过技术尽可能多的索引互联网上提供的可免

费下载的文献外，还搭建了用户和用户之间的文献互助平台，方便用户进行以学术交流为目

的的资源共享，极大的提高了用户获取全文的便利性。 

http://xueshu.baidu.com/u/biye/?tag=check&notice=1
http://xueshu.baidu.com/u/biye/?tag=check&notice=1


 

3.5.1 如何求助 

在搜索文献后，若未能获取到文献全文，可在文献详情页点击“我要求助”向其他用户

发起求助，有两种求助方法： 

 

 扫描二维码求助：扫描二维码即求助成功，每天可免费使用 2 次此求助方法。 

 支付财富值：支付账户中的 5 财富值进行求助，财富值为使用百度学术产品所获得

的，赚取财富值详见帮助中心。 

求助完成后，有两种方式查看求助进展及下载全文： 

 我的求助页面：从百度学术首页导航或求助成功后直接进入到“我的求助”页面，

里面按时间倒序排列了全部的求助文献。 

 

http://xueshu.baidu.com/u/user?cmd=help&tab=fortune#makefortune


 

 微信提醒：若用户是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求助成功的，则他人应助后系统会通过

微信提醒的方式告知用户，用户可再登录电脑进行查看。 

 

3.5.1 如何应助 

通过百度学术首页导航，进入到文献互助的“互助大厅”，选择自己能够应助的文献上



传全文即可完成应助。文献互助是一个互相帮助的平台，有人应助这个平台才能运转起来，

感谢帮助他人的用户们。 

 

应助有什么好处？ 

 帮助他人的快乐 

 名誉收获：每周应助数量进入前十名，则应助达人排行榜榜上有名，成为互助平台

用户中的“应助大神” 

 获得财富值，财富值积累多了可以兑换相应的礼品 

 



3.6 单篇购买 

 

对于用户获取全文这个目标，除了上面提到的索引免费下载文献和搭建文献互助平台以

外，百度学术联合中教图 CEPIEC 共同推出了单篇购买服务，支持用户通过百度学术直接购

买国外合作数据商的文献，目前合作的数据商有包括 Wiley、Cambridge、Talor 等在内的

12 家知名数据商和数据商，共有 1300 多万篇文献支持在线购买。 

 

 

购买流程如下： 

1. 在需要获取全文的文献详情页面，点击“付费下载”，跳转至【单篇购买-个人中心】

页面去购买。 



 

2. 选择要购买的数据商和支付方式后，提交订单。 

 

3. 下载文献：订单支付后跳转至【个人中心-我的订单】页面查看进展并下载文献。 



 

为了更完善用户购买体验，此产品还提供“充值”和“开发票”服务： 

 充值：个人中心-余额管理-充值，选择或输入所需面额后，支付完成充值。 

 

 

 开发票：个人中心-余额管理-领取发票，选择发票类型并按提示填入对应的信息后，

即提交了发票申请，管理员审核后会通过快递或邮件的方式发送给用户。 



 

 

    其余常见问题请访问单篇购买-帮助查看。 

3.7 常用数据库设置 

用户在科研过程中除使用搜索引擎查找文献外，还经常访问自己熟悉的数据库进行查找，

为让用户便捷、快速的访问自己的常用数据库，百度学术首页提供了个性化数据库导航设置，

用户可以方便的管理所需数据库，在使用百度学术的同时，一键直达常用数据库。 

http://xueshu.baidu.com/u/ppv?tab=help


 

    点击加号“+”对数据库进行设置，可从推荐网站中直接点击添加，也可自己输入网站

名称和地址进行添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