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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远的来说，文献综述是科学研究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写出高水平论
文的重要基础。

从近的来说，文献综述是我们申请课题、完成毕业论文写作的重要保证，
是课题申请、毕业环节的内容之一。







综述的定义与价值
文献综述的概念(“review”, “summary” ,“comment” ,
“surve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etc.) 

文献综述是对某一学科、专业或专题的大量文献进行整理筛
选、分析研究和综合后提炼而成的一种学术论文，是高度浓
缩的文献产品。

其特点是“综”和“述”－“综”要求对文献资料进行综合
分析、归纳整理，使材料更精练明确、更有逻辑层次；“述”
则要求对综合整理后的文献进行比较专门的、全面的、深入
的、系统的、客观的论述。



综述的定义与价值
• 综述的标题一般直接反映其综述类型，如包含“ 综述”、“概述”、
“评述”、“进展”、“动态”、“现状、趋势与对策”、“分析与思考”
等文字。



价值
① 反映当前的研究进展

② 体现国内外研究的差异

③ 提出研究的空白点、争论点

④ 引出本研究的创新点

⑤ 为研究意义提供直接支持



基本要求
• 文献综述能够反映当前某一领域中某分支学科或重要专题的历史（前人已
经做了哪些工作）、现状（进展到何程度、有几个学术流派等）、最新动
态（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新趋势、新方法、新原理等），并提供参考文献 。

注意：文献综述还是评论性的,因此要带着作者本人批判的眼光归纳和评论
文献,而不仅仅是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堆砌”。



文献综述的分类
学科领域性文献综述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学科领域性文献综述与“读书报告”或者“文献学习
报告”更加相似，强调“综”而非“述”。

这个综述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文献的阅读和整理使大家能够对所关注学科
领域的轮廓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因此，介绍学科发展的历史沿革、归纳整
理主要研究流派和主要学术观点、理清热点研究方向是这个综述的主要任
务。

一般来说，学科领域性研究综述要求的文献搜索和阅读量较大，内容也比
较宽泛，但由于学科领域性文献综述是初学阶段最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因此大家应当对本次综述给予充分的重视。



文献综述的分类
专题性文献综述

专题性文献综述比较学科领域性综述而言，在范围上要更狭窄，讨论的问
题要更具体、明确 。

这个综述实际上是我们确定研究方向的重要标志，因此，在所关注的学科
领域内选择自己感兴趣并有研究潜力的专题进行文献探讨，追踪理论前沿、
发现和初步界定研究问题是本次文献综述的主要任务。

专题性文献综述写作上是“以述带论，以论为主”，核心功能是定义差距
（Gap），即说明现有研究与拟研究问题之间知识上的差距，作者准备做
出的贡献以及将要采用的方法和实现途径。



小结

• 如果我们把学科领域性文献综述比喻为一颗“树木”，那么专题性文献综

述就是这颗树上分叉的“树枝”。对于本科生和低年级研究生
来说，应该先确定这颗“树”，再确定“树枝”，
最后才是“开枝散叶”（也就是我们的论文）。



综述的选题
选题来源：

一般来说，文献综述的选题有两种来源，一种是由导师指定，属于命
题作文，另外一种是由学生在导师的研究方向下，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
能力自行选题。



要点：

（1 ）问题意识：研究者基于已有的观察发现并提出问题，有了这些问
题，才有必要对以往的文献进行综述进而寻求解决方案和思路 。

（2）范围适宜：对于初次写作文献综述的人来说，选题的范围不宜过于
宽泛，这样查阅文献的数量相对较小，撰写时易于归纳整理，否则，题
目选得过大，查阅文献花费的时间太多，而且归纳整理困难，最后写出
的综述不是大题小作便是文不对题。

（3）与专家（内、外部）探讨并经导师同意，结合自己的知识背景与专
长。



综述的文献检索
• 文献类型

 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为主，专著与教材少之。

• 加工程度：他人已作记录 vs 本人自行描述与记录

• 检索渠道
 学术数据库（图书馆订购）

• 检索策略
 检索入口+检索词+检索式

• 检索词的应用最为关键！



综述的文献检索-检索词的设计
• 检索词：

 翻译：中英文翻译要地道，以方便查找英文的。（白癫风:leucoderma）、
斑状白化病(斑驳病,白点病,piebaldism)、图案状白皮病(patterned 
leucoderma)、部分白化病(partial albinism)

 数据：若干个，而不是一个。

 策略：关键词检索精准度高，但全面性弱；分类式检索全面性高，但专
指度低。

 内容：既要找有字面相关，也要找字面不相关，但内容相关的。如查找
数字图书馆的论文、可能有关元数据的也是相关的；如查找机构知识库
相关论文，机构仓储库、开放获取、开放保存均应列在检索之列。

 主题的伸缩性：要直接相关，不要太过于上位类的内容。个人数据——
个人通讯数据——个人移动通讯数据——个人即时聊天app使用数据



文献检索
检索文献的途径

图书馆数据库

中文全文期刊数据库：

同方知网数据库

万方数据库

维普科技期刊



检索示例：CNKI



外文全文期刊数据库 ：

EBSCO*：可追溯至1932年，经管类的文献比较全，多为权威期刊，且大
多能查到全文。目前图书馆最好的经管类数据库。

Proquest系列（尤其是ABI/Inform和ARL）：非常好的数据库。特点是比较
全面，期刊追溯时间长，但有时只有题录，没有原文。

Springer link *：其特点按期刊名分类，多为SCI收录的。

Elsevier Science Direct OnLine (SDOL) ：有全文，但追溯时间短。少数情
况下，有些文献在EBSCO和Proquest系列数据库中只能查到题录，但可以
在该数据库中查到全文。

Emerald：管理学全文期刊库。

JSTOR：人文社科领域过刊库，特点是收录期刊卷期全面。



外文索引数据库

•SSCI



检索示例：SSCI



检索示例：SSCI



将文献类型精
炼为综述

将文献排序



安排引用频次将
综述排序





获取全文



硕博学位论文库：

万方学位论文库*

同方知网学位论文*



万方学位论文检索示例



美国经济学会会刊：

《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的是
原创论文

《经济文献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上发表的文章
则都是综述性和介绍性的论文

美国管理学会会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和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是管理类的顶级期刊。前者主要发表原创性
论文，后者主要发表综述性论文。

学会会刊:



检索示例

• 《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期刊检索

• 《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期刊检索







检索文献中常见问题

（1）信息过载

 主题界定的过于宽泛，应缩小研究范围。

 对文献进行筛选，应尽量保留权威文献，剔除档次低的文献。

 理解和对你业已掌握的资料进行分类。这样你可以确定你已
经掌握了哪些文献以及需要哪些文献，从而使初学者不至于
陷于那些有趣、与你自己的研究相关但又不是十分关键的文
献之海。



（2）信息不足

研究主题比较前沿，还没有学者进行过研究。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研究主题比较肤浅，不值得学术研究。这种情况应该更换研究主题。

研究主题是界定得过于狭窄了。这种情况需要扩大你的研究范围或者更换搜索关键
词。



（3）无法找到权威的文献

找一个权威学者进行交流。他会建议到何处去找寻最重要的研究文献。

向领域中的“牛人”索要文献，（最好先了解它的内容摘要，作一些
相应的评价，使他有一种知音的感觉）

检索当前该研究领域内被列为参考书目频率最多的学术书籍和期刊。

查找某研究领域的一些专业网站BBS。（如建筑论坛网站）

找某个领域研究比较领先的高校。

查找由著名学者撰写的某个学科领域的综合性文献综述。



文献管理
• 传统文献管理方法：

下载电子版文献时，把文章题目粘贴为文件名。

不同主题存入不同文件夹。文件夹的题目要简短

复印或打印的文献，分类装订和保存。

• 利用文献管理软件管理文献



CNKI E-Study



阅读文献
阅读文献是必须完成的一项基础工作，是思想的源泉，需要无数辛勤的汗水与
努力。

为了减少学生在阅读文献时少走弯路，提高文献阅读的速度和效率，特

将前人的一些经验总结如下：

（1）文献阅读速度的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随着对原始资料的熟悉，
以及不断地识别出关键论文，阅读速度也会逐渐提高起来。

（2）一般来说，一篇论文的摘要、介绍和结论部分就可以包含前面所涉及问题
的大部分信息，一开始就非常详细地阅读论文的所有内容是很缺乏效率的。

（3）泛读和精读。不是所有的文献都需要仔细的阅读，把握“重要、权威、经
典”六个字。



（4）在阅读外文文献时，强烈建议先看中文文献。先掌握本
领域中的一些关键术语、体系脉络，在去阅读外文文献会有事
半功倍的效果。

（5）文献阅读中一项被忽视的工作：“笔记”。

虽然边阅读文献边记笔记直觉上看来有些浪费时间，然而若
从长期的角度思考，这项工作实际上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
效率。



作笔记时有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记录下来；

记录下所有重要的人名、日期以及定义；

标记那些需要进一步考察的事项；

记录清楚哪些是直接引用，哪些是你自己的概括，哪些可能是作者剽窃其他人的工
作。



文献综述的写作
文献综述的格式（根据各单位具体规定） 封面（综述题目；作者姓名、
学号、导师、专业、年级）；前言；主题；总结；参考文献。下面着重介
绍前言、主题部分、总结部分及参考文献。



文献综述的格式
• 文献综述的格式与一般研究性论文的格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研究性的论文注重研
究的方法和结果，特别是阳性结果，而文献综述要求向读者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
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因此文献综述的格式相对多样，
但总的来说，一般都包含以下四部分：即前言、主题、总结和参考文献。撰写文献
综述时可按这四部分拟写提纲，在根据提纲进行撰写工。



（1） 前言部分

1.前言部分，主要是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扼要
说明有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点，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

2.在综述的前言（或者导言、介绍）部分要写清以下内容：

① 首先要说明写作的目的、研究领域。

② 阐述有关概念的定义。

③ 阐述本次综述的框架。



（2）主题部分

主题部分，是综述的主体，其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

可按文献发表的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
进行比较综述。

不管用那一种格式综述，都要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及分析比较。



（3）总结部分

将全文主题进行扼要总结，与前言部分呼应，指出现有研究中主要研究方法上的优缺
点或认识差距，若作者对所综述的主题已经有所研究，最好能提出自己的见解。

（4）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虽然放在文末，但却是文献综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仅表示对被引用
文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依据，而且为读者深入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文献查找线
索。因此，应认真对待。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楚，查找方便，内容准确无误。



（1）搜集文献应尽量全。掌握全面、大量的文献资料是写好综述的前提，
否则，随便搜集一点资料就动手撰写是不可能写出好多综述的，甚至写
出的文章根本不成为综述。

（2）每个综述的段落，都要有中心句，不要在段首直接引入人名及其研
究观点；

（3）要围绕主题对文献的各种观点作比较分析，不要教科书式地将有关
的理论和学派观点简要地汇总陈述一遍。文献综述在逻辑上要合理。

文献综述写作应注意的事项：



（4）评述(特别是批评前人不足时)要引用原作者的原文(防止对原
作者论点的误解)，不要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不能从二手材料来判
定原作者的“错误”。文献综述结果要说清前人工作的不足，衬托
出作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理论价值。

（5）采用了文献中的观点和内容应注明来源，模型、图表、数据
应注明出处，不要含糊不清。

（6）所引用的文献应是亲自读过的原著全文，不可只根据摘要即
加以引用，更不能引用由文献引用的内容而并末见到被引用的原文，
因为这往往是造成误解或曲解原意的重要原因，有时可给综述的科
学价值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小结

文献综述写作水平的提高非一日之功，需要所有同学坚持
不懈地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