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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提纲 

• 1 开题报告的基本介绍 

      意义，内容，题名，综述，文献查找 

• 2 开题报告的选题方法 

      从招标范围中，从碰到的问题中，从文献的空白点，从已有课题

延伸中，从改变研究要素组合中           

• 3 数据库对开题的帮助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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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开题报告？  

 • 开题报告是指开题者对科研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
材料。是确定了课题研究方向后，课题负责人在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报请上级（一般是导师，
学者，专家组或者学术委员会）批准的选题计划。 

• 它主要说明这个课题研究的意义，该课题的可行
性，自己有条件进行研究以及研究方案（包括材
料，方法和试验设计，研究目的和结果预期）等
问题，也可以说是对课题的论证和设计。 

• 开题报告是提高选题质量和水平的重要环节。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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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的结构 

• 开题报告一般为表格式，它把要报告的每
一项内容转换成相应的栏目，这样做，既
便于开题报告按目填写，避免遗漏；又便
于评审者一目了然，把握要点。  

• 由于开题报告是用文字体现的论文总构想,

因而篇幅不必过大,但要把计划研究的课题、
如何研究、理论适用等主要问题写清楚。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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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的基本内容 
 

• 1、课题名称，来源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2、综述国内外在该方向的研究现状及分析；  

• 3、主要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4、研究方案及进度安排，预期达到的目标；  

• 5、为完成课题已具备和所需的条件和经费；  

• 6、预计研究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有及解
决的措施；  

• 7、主要参考文献 

    
（具体项目因目的，因校而异）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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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本课题国内外研究动态，说明选题依据

和意义”栏目的填写方法  
 • 综述（review）包括“综”与“述”两个方面。 

• 所谓综，就是指作者对占有的大量素材进行归纳
整理、综合分析，使文献资料更加精炼、更加明
确、更加层次分明、更有逻辑性。 

• 所谓述，就是对各家学说、观点进行评述，提出
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 填写本栏目实际上是要求开题者（学生）写一篇
短小的、有关本课题国内外研究动态的综合评述，
以说明本课题是依据什么提出来的，研究本课题
有什么学术价值。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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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的文献准备 

• 1、大范围的搜索定题 

        查找相关文献是科研工作的重要内容， 除了利用科学
搜索引擎Scirus、Google Scholar、Google CrossRef 
Search搜索 之外， 欢迎使用各专业数据库 ；同时 ，特
别推荐大家利用Web of Science (包括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CPCI))、Ei Compendex（EI)等综合性检
索数据库检索相关文献 

• 2、文献整理和筛选（由宽到窄的过程） 

• 3、阅读材料过程中的追加检索和问题修正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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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相关文献的检索技巧 

 • 多结合以下字段检索： 

• 主题词、关键词、文摘、规范关键词(规范
词、控制词）、分类、引文检索 

• 通过检索的层层递进，寻找与本研究课题
相关的上述字段词汇或代码 

 
• 注意使用个性化服务，如alert,检索式保存 

• 注意对result进行sort、mark 

• 注意对result结合subject、classifications等进
行refine检索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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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选题是科研的第一步，也是科研工作
中战略性的决策。 

      选题充分体现了研究者的科学思维、
学术水平、实验能力及其预期目的。 

开题报告的灵魂：选题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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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提纲 

• 1 开题报告的基本介绍 

      意义，内容，题名，综述，文献查找 

• 2 开题报告的选题方法 

      从招标范围中，从碰到的问题中，从文献的空白点，从已有课题

延伸中，从改变研究要素组合中           

• 3 数据库对开题的帮助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选题遵循的一般性原则 

必要性：选定的主题及研究对象要着眼于社会实践和学科本身发展的需

要。 

价值性：选题要考虑课题本身有无科学价值。实现重大突破，填补学科

空白，纠正通说，补充前说，都是有科学价值的研究。 

可行性：对所确定的研究课题要从主、客观所具备的条件出发，充分估

计自身对论文主题的驾驭能力。题目宜窄不宜宽，窄题目往往便于更集

中、更深入地搜集资料、进行论述。 

创造性：选题要有创造性，即作者自己的创见，有独到之处，言人之所

未言，选择那些尚无人问津，或者是前人的研究成果或经验，经过研究

，将其发展、完善，使之更为丰富、完整。 

实用性：应用价值较大，观点和解决方案易被大部分人借鉴和采纳。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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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招标范围中选题  

• 国家基金委员会与各级科研管理部门定期
公布《项目指南》，在指南中不仅列出了
招标范围，还指出了鼓励研究的领域。研
究者可根据自己已有的工作基础，尤其是
个人专长、科室与单位优势、实践经验与
设备条件，自由地申请具有竞争力的课题。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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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碰到的问题中选题 

     外部现象的差异往往是事物内部矛盾的表现，日常科

研工作中需要注意反复观察、记录和积累研究结果、捕捉

信息，注意观察以往没有观察到的现象，发现以往没有发

现的问题。及时抓住这些偶然出现的现象和问题，经过不

断细心分析比较，就可能产生重要的原始意念。有了原始

意念，就有可能发展成为科研课题，甚至可能是另一种研

究的效应结果。 

 

  例如：弗来明从培养皿中的青霉菌到抗生素的发现正是从

意念中得到启发的结果。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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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1：奶粉事件研究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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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的深入分析功能： 

 

▪作者   ▪丛书名称   ▪会议名称   ▪国家/地区 ▪文献类型 ▪编者 

 

▪基金资助机构   ▪授权号   ▪团体作者   ▪语种  ▪组织   ▪  组织扩展 

 

▪出版年 ▪研究方向  ▪来源出版物▪ WOS类别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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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可以对检索结果按照以下方式进行分析： 

 

• 按照作者分析：了解某个研究的核心研究人员是谁； 

• 按照国家和地区分析：了解核心研究国是哪里； 

• 按照文献类型分析: 了解该研究通常以什么途径发表； 

• 按照机构名称分析：了解有哪些机构在从事这项研究 

• 按照语种分析：了解该研究是以什么语种发表的； 

• 按照出版年分析：了解该研究的发展趋势； 

• 按照期刊标题分析：了解该研究通常发表在哪些期刊上； 

• 按照学科分类分析：了解该研究涉及了哪些研究领域； 

• ……. 

 

• 分析检索结果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您检索课题的情况：可利用分析功能
协助解决立项依据中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的问题,可提供相关的参考文
献,可帮助寻找合作对象等,同时能轻易地将您需要的文献显示出来。 

利用Web of Science强大的分析功能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利用Web of Science强大的分析功能 

按照年代进行分析,了解随着时间推移相关研究的发展动
向 

保存分析结果并导入到
其他软件进行分析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按照作者分析了解该研究领域的核心研究人员 

利用Web of Science强大的分析功能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利用Web of Science强大的分析功能 

按照学科进行分析了解该课题涉及的学科范围 

选择需要浏览的集合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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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该集合的所有记录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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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最希望了解的文献 

参考详细的研究论文 
原文来确定具体的研究 
方案,研究路线,拟解决 
的关键问题等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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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中的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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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sis and/or colle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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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no acids is critical for cell 

survival. They not only serve 

as the building blocks for 

proteins but also as starting 

points for the synthesis of 

many important cellular 

molecules including vitamins 

and nucleot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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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相关记录获得全面资料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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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文献的空白点选题  

• 研究者可根据自己的特长与已掌握专业的
发展趋势,进一步查阅近20～30年本专业国
内外文献,从中吸取精华，获得启发，寻找
空白点。填补国内外专业领域的空白点作
为自己的选题，这类课题具有先进性和生
命力，有可能在前人或他人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新观点、新论点和新方法。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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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3-1： 具有医药开发价值的海洋微
生物的研究 

 
• Marine-derived      

• Anticancer, antitum*, antibiotic*, antivirus, 
antibacterial 

• Medicine, medical, drug* 

• apoptosis 

• Marine-derived and (anti* or medic* or drug* or 
apoptosis)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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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67篇综述性文献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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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获取的文献 

• 相关研究的综述文献表明 
• 有关海洋提取物在材料上的应用 

• 有关海洋提取物在抗肿瘤研究上的应用 

 

 思维的延伸: 

      有关海洋提取物在抗菌研究,在抗病毒

研究的应用??? 

      有关海洋微生物次级代谢产物在致癌
方面的研究???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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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in* and marine and (anti* or medic* or drug* or 

apoptosis) not (anticancer or antitumor*))  

分析结果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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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的作者信息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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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涉及的国家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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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研究状况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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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相关记录获得更多信息 

选择感兴趣的文章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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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已有课题延伸中选题 

•  根据已完成课题的范围和层次，再次从
其广度和深度中挖掘出新颖题目。由于研
究课题本身并非独立存在，研究者应细心
透视其横向联系、纵横交叉和互相渗透的
现象，也可以进行延伸性选题，使研究工
作循序渐进、步步深入，工作假说日趋完
善，逐步达到学说的新高度。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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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作者Wu HaiYuan发表论文“Face detection from color 

images using a fuzzy pattern matching method “（基于模糊模
式匹配方法的彩色图像面孔检测）《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 该方法还可以用来解决哪些问题？该研究的最新进展是如何的？ 

 

案例4-1   从已有课题延伸中选题 

解决方案： 

利用引文检索方式，查找出所有引用该论文的
文献，这些文献都是文中介绍方法的应用或者

是这两种算法的改进等方面的研究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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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被引用作者、被引文献名、被引文献发表年 

Wu HY 

IEEE T Pat* 

1999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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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文索引列表中选择文献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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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该著作的研究文献多达109篇, 

内容涉及到哪些不同的研究角度呢?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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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该著作的研究文献多达109篇, 

内容涉及了多个不同的研究角度, 

 

与软件相关的论文?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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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检索的检索结果 

引用该著作的 

与软件相关的14篇论文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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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该理论与软件相关的最新研究
分布在哪些国家或地区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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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有哪些机构在做基于该理论与
软件相关的最新研究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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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改变研究要素组合中选题  

• 以医学研究为例，在实验研究和临床观察
研究中，通常每个课题由被试因素、受试
对象和效应指标三大要素组成。根据研究
目的，有意识地改变原课题三大要素中之
一，如发现具有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就
可构成一个新的课题。其他亦可类推。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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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1 从改变研究要素组合中选题 
Identifying molecular orientation of individual C-60 on a Si(III)-(7x7) Surface 

Hou JG, Yang JL, Zhu QS,etal,   

Physical Review Letters,83: (15)3001-3004, Oct 11,1999 

 

用STM观测C60单分子在半导体材料表面取向研究工作的最新进展及其应用： 

跟踪最新的发展，了解研究的思路，设计下一步的研究计划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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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研究课题,将实验中 

的硅替代为锗? 

是否还可以替代为其他??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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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提纲 

• 1 开题报告的基本介绍 

      意义，内容，题名，综述，文献查找 

• 2 开题报告的选题方法 

      从招标范围中，从碰到的问题中，从文献的空白点，从已有课题

延伸中，从改变研究要素组合中           

• 3 数据库对开题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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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相互引证---- 反映科学研究间的内在联系 

• 学科上的相关性：理论与方法：借鉴与利用 

         技术与手段：应用与发展 

• 横向上的对应性：实验或方法：互相参照与借鉴 

     结果与讨论：比较与应用 

• 纵向上的继承性：课题的基础与起源 

                             发展与进步 

                             
科学研究贵在创新，一篇在严肃的科学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必须在某些

方面有所创新，否则就没有发表的价值。但是所有的科学研究又都是建立在

前人工作的基础之上，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因此又必需对前人工作给以充

分的评价。在论文中必需充分回顾与本人结果直接有关的前人工作，然后再

恰如其分地介绍自己工作中的创新之处… … 

    - 邹承鲁，“我的科学之路”，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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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学科分布、发展趋
势、机构/作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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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检索 

• 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 有没有关于这一课题的综述？ 

• 还有谁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 创始于这个研究机构的某项研究工作有没有研究论文发表？ 

• 这个研究人员写过哪些论文并发表在该领域的权威性刊物
里？ 

• 这个研究机构或大学最近发表了哪些文章？ 

• 这个研究涉及了哪些研究领域? 

• 这个领域的研究通常都发表在哪些杂志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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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d Reference Search 以一篇文章、一个作者、一个期刊、一篇会议文献或

者一本书作为检索词,进行被引文献的检索。功能独特，检索者可以发挥其
丰富的想象力，籍此解决许多问题： 

 这篇论文有没有被别人引用过？ 

•这一理论有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这项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延伸？ 

•这个方法有没有得到改进？  

•这个老化合物有没有新的合成方法? 

•这种药物有没有临床试验? 

•这个概念是如何提出来的? 

•对于某个问题后来有没有勘误和修正说明? 

•这个理论或概念有没有应用到新的领域中去? 

被引文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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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可以对检索结果按照以下方式进行分析： 

 

• 按照作者分析：了解某个研究的核心研究人员是谁； 

• 按照国家和地区分析：了解核心研究国是哪里； 

• 按照文献类型分析: 了解该研究通常以什么途径发表； 

• 按照机构名称分析：了解有哪些机构在从事这项研究 

• 按照语种分析：了解该研究是以什么语种发表的； 

• 按照出版年分析：了解该研究的发展趋势； 

• 按照期刊标题分析：了解该研究通常发表在哪些期刊上； 

• 按照学科分类分析：了解该研究涉及了哪些研究领域； 

• ……. 

 

• 分析检索结果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您检索课题的情况：可利用分析功能
协助解决立项依据中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的问题,可提供相关的参考文
献,可帮助寻找合作对象等,同时能轻易地将您需要的文献显示出来 

 

 

利用Web of Science强大的分析功能 

http://lib.ustc.edu.cn/lib/index.php


2013/3/22 62 

• 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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