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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D 平台检索快速操作说明 

1.PQD 使用网址 

登陆网址：http://search.proquest.com/professional/login(建议收藏) 

PQD 数据库蓝页查看网址：http://www.dialog.com/prosheets/ 

重要提醒： 

利用 http://search.proquest.com/professional/login 这个完整网址(login 很重要)登陆才是

登陆到 PQD 平台，登陆之后显示如下：(登陆之后顶部显示正在检索 97 个数据库) 

 

若输入账号密码之后登陆显示如下,则直接登陆到了 Proquest 公司数据库(包括

Proquest 平台或学校已购买的 CSA 的数据库或学校已购买的 PQDT 数据库)，在

这些平台中检索是没有费用提醒的，容易引起误操作，造成费用损失，尤其是

PQDT 数据库。 

 
有些单位已经购买了 Proquest 公司的 CSA 或 PQDT 数据库，如果你们在 Proquest 

Dialog中检索这些数据库或者用Proquest Dialog的账号密码登陆这些数据库检索，

收取的都是 Proquest Dialog 中的费用。 

 

 

 

 

 

 

 

 

http://search.proquest.com/professional/login
http://www.dialog.com/prosheets/
http://search.proquest.com/professional/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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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QD 指令算符 

在 PQD 中可自动匹配单词的单复数、英美拼写变体、形容词比较级最高级

形式，但不能自动匹配分词形式。 

 

逻辑算符 AND      OR        NOT 

截词符 

* 代替 0-10 个字符  control* 

$n 代替 0-n个字符   prevent$3 

?: ?只能代替一个字符,??只能代替两个字符  wom?n 

位置算符 

P/0：两个单词中间加 P/0 代表这两个单词中间有一个空格或字

符，且前后位置不能互换 

P/n：两个单词中间加 P/n代表这两个单词中间可能有 0-n个单词，

且前后位置不能互换 

N/0: 两个单词中间加 N/0 代表这两个单词中间有一个空格或字

符，前后位置可以互换 

N/n：两个单词中间加 N/n 代表这两个单词中间可能有 0-n 个单

词，前后位置可以互换 

“ ” 把短语放在双引号内进行精确检索，检索结果严格匹配引号中的

内容，例：”electric car”，双引号短语检索不能进行自动匹配。 

空格 单词和单词之间的空格默认为逻辑算符“AND”检索 

索引字段检索 在 PQD 中，字段检索的格式为：字段名称（检索式），如

ti,ab(“electric car”) 

3.检索方法 

 

基本检索：输入简单的检索词进行检索 

高级检索：选择检索字段和逻辑算符进行的表格检索 

以引文查找全文：通过文献的某一部分信息来查找此文献，如通过标题，作者，

期刊名称，卷号，页码等等信息。(可用来进行 SCI 或 EI 或其它数据库的查找收

录工作) 

查找相似内容：将要查找的内容复制粘贴到检索框中，单击检索后，ProQuest 

Dialog 将评估该段文字，并确定关键词，然后得到与输入的文字相似的文献。 

命令行检索：指令检索，利用 PQD 指令算符编写检索式进行的专业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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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种检索方式可在同一个平台上方便地进行切换。 

4.查看或选择数据库 

 

点击 PQD 界面顶部蓝色框中“正在检索：10 个数据库”旁边的小箭头可打开数

据库列表如下 

 

分为一般数据库和专利数据库(分开检索) 

右上角数据库可选择按名称查看-数据库按字母顺序排列 

按行业查看-数据库按行业排列(可选一个或多个行业)(各行业可展开查看其中数

据库) 

 

除了在以上数据库列表中选择数据库外，还可以把特定的数据库自定义成一个组
库以供以后检索。 

在检索页面上选择“个性化检索设置” 

 

进入设置界面后选择“数据库快捷方式”，点击“添加快捷方式”按钮，在“快

捷方式名称”后添加自定义的名称，在下面选中想要添加的数据库，点击保存按

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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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一个或多个数据库快捷方式之后在数据库列表界面单击我的快捷方式，可

以直接选择快捷方式名称进入检索（如选择机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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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检索 

在命令行检索中指令检索框下方有“预览检索结果计数”按钮，我们可在检索框

中同时输入多条检索式，点击“预览检索结果计数”，得到 S1，S2，S3 等检索

结果集合，还可对其合并检索如 S1 AND S2 AND S3，S1 AND CONTROL. 

 

检索式得到检索结果之后可对其进一步筛选，如下缩小检索结果条件。 

 

最终的检索结果可进行下载所有结果、导出/保存、保存检索（保存检索策略），

保存到“我的检索”（保存选中的文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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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D 平台检索常见问题 

1.登陆的时候提示账号或密码错误 

请更换浏览器，或清除 cookie 之后重新登陆 

清除 cookie 方法：工具-Internet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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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陆异常 

输入账号密码登陆之后，正常的应该显示

（以后会有更新），如显示的是正在

检索 32(33)个数据库或是登陆之后提示错误，可使用以下网址登陆

http://search.proquest.com/professional/scisearch/commandline?accountid=157077  

 

3.PQD 中检索词 

检索式中 P/0 可用-代替，均可以代替一个空格或一个符号，例 

electric P/0 car= electric-car 

 
两个单词之间添加位置算符时，单词和位置算符之间有空格。 

 

在 PQD 中没有停词，of ,on,in 等单词可直接作为检索词使用 

  希腊字母，中文字符均可以直接作为检索词使用 

如 β-amyloid，5-tert-butyl-1,3-benzoxazole 可直接使用   

5.检索结果计数 

检索结果中的数量(266*)是去重之后的结果 

但在缩小检索结果条件中，各个选项的数量统计是去重之前的数量，如各数据库

命中结果的统计。 

 

 

6.CSA 数据库 

在 PQD 中包含了 4 组 52 个 CSA 的数据库，分类如下： 

ProQuest Advanced Tech & Aerospace Professional   

ProQuest Biological & Health Science Professional   

http://search.proquest.com/professional/scisearch/commandline?accountid=157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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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Quest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ofessional   

ProQuest Materials Research Professional  

以上四组数据库每组下面都会有相应的子数据库，在数据库列表中点击+即可展

开查看 

 

 

7.如何导出检索命中的数据库 

对于某一个检索结果，可导出检索命中的数据库，具体方法如下 

在检索结果界面右侧的缩小检索结果列表中找到数据库，点击展开 

 

点击更多选项得到下图，点击保存列表-选择 RTF 格式-保存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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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下来之后复制数据库名称，无格式粘贴到查新报告中即可。 

若其他筛选条件(出版物名称，文档类型等)有需要保存，方法同上。 

 

注：有些课题如果老师们不知道怎么选数据库，可在开始检索的时候全选数据库

检索，在得到检索结果的时候再在命中数据库中进行筛选即可。 

 

8.查新报告中的 PQD 数据库怎么列出 

由于 PQD 平台中的数据库没有库号，也不能像 dialog 平台一样用 show files 来显

示数据库列表，所以可以先导出命中数据库，粘贴到查新报告中，手动加上回溯

时间即可。导出命中数据库的方法见第 7 条。每个数据库的回溯时间见附件。 

Abstracts in New Technology & Engineering      1981-2013/12 

AGRICOLA                                1970-2013/12 

 

9.PQD 的在线翻译功能 

PQD 的在线翻译功能是针对单篇文献的(文摘型文献提供对摘要的翻译，全文型
文献提供对全文的翻译) 

故只有打开单篇文献的文摘(该步骤收费)，才能看到在线翻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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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标题或是点击“引文/摘要”进入文献的详细内容，选择翻译 

 

 

 

10.KWIC 格式的输出内容 

KWIC 即 keyword in context(输出的是关键词以及关键词的上下文)，若关键词在

摘要中有命中，则 KWIC 的输出内容就会包括摘要；若关键词在全文字段有命

中，则 KWIC 的输出内容就会包括全文;若关键词没有在摘要中出现，输出 KWIC

格式的时候不会显示摘要部分。（见下图） 

注：KWIC 格式等同于 Dialog(旧平台)中的 K 格式，都是输出关键词以及关键词

的上下文。 

在旧平台中习惯输出 6,k 格式的老师在新平台中用 KWIC 格式即可(包括了免费

的标题输出) 

KWIC 不包含作者，若想要作者，可再选择“仅限结果列表”格式（该格式免费）

输出作者，或者选择“简明引文”格式（该格式收费，不同数据库费用不同，部

分数据库会包含第一作者单位）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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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PQD 的收费项目(不包含在检索费中) 

离线输出： 

(1).下载所有结果，导出/保存，电子邮件，打印 

以上均是对文献进行输出，不同的数据库、不同的格式收费不同 

在同一次检索中，多次对相同的文献输出相同的格式(包括对同一篇文献进行下

载、导出、电子邮件或打印)只收一次费用 

(2).创建定题通告 

(3).创建 RSS 荟萃 

(4).引用 

无摘要 

有摘要 

有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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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检索和保存到“我的检索”不收费 

 

在线查看： 

查看 Brief,Detailed 格式不收费，KWIC 格式收费 

点击标题即打开该文献的全纪录格式，按照全纪录格式收费。 

点击简明索引，引文/摘要按照相应格式收费 

注：如点击 KWIC 后再对所有文献输出 KWIC 格式不重复收费 

点击文献标题或简明索引或引文/摘要之后再输出相同的格式不重复收费。 

预览不收费。 

 

PQD 平台检索过程为包库检索，不收机时费，可任意检索，免费输出题录信息

（选择仅限结果列表）。 

在 PQD 平台中收费的内容系统均会弹出收费提示，如下 

 

12.总的检索费用查看 

在当次检索中或检索结束时可点击“成本估计”来查看当次已花费金额及明细，

可导出 CSV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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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更改数据库顺序的使用方法和作用 

在检索结果列表右侧有重复文档设置显示 

 

副本已删除表示结果已去重，点击“包含副本”可显示重复文档。 

 

 

 

更改数据库顺序之后，若同一篇文献同时被几个数据库收录，在结果列表中将显

示排列顺序在前面的数据库中的文献，输出该篇文献时也将按照该数据库的价格

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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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数据库顺序进行更改的时候，可把价格较便宜的数据库或者学校已购买的数

据库排列在前面，把单价较贵的数据库排列在后面(如下图) 

数据库前面为 0 的表示无优先级。 

由于在此显示的数据库为检索时选中的数据库，并不是检索之后命中的数据库，

所以在排序的时候选择常用的数据库进行排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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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 PQDT(博硕论文全文数据库)的检索和收费 

PQD 平台中的博硕论文数据库为全文数据库，不仅包含摘要，还包括论文的正文，

所以一般来说文献较长，收费较贵，KWIC 格式的费用为$11.25, 简明引文/摘要

$45.00,全文文献$75.00，建议已单独购买 PQDT 数据库的单位通过学校已购买资

源进行文献输出。 

由于 PQDT 为全文数据库，故在检索的时候若检索式无字段限制(mining P/1 area 

OR goaf OR gob) AND (CBM OR (Coalbed OR coal PRE/0 bed) PRE/0 (Methane OR 

gas)) AND (extraction OR drainage OR drill*),检索结果命中率会很高，建议在检索的

时候 PQDT 数据库单独检索，检索式加上字段限制，一般现在在标题和摘要中检

索 ti,ab((mining P/1 area OR goaf OR gob) AND (CBM OR (Coalbed OR coal PRE/0 bed) 

PRE/0 (Methane OR gas)) AND (extraction OR drainage OR drill*)). 

 
 

 

 
 

 

 

 

 

 

 

 

 

 

 

 

 

http://search.proquest.com/professional/myresearch/savedsearches.checkdbsanddatessearchlink:rerunsearch/614675/SavedSearches?t:ac=SavedSearches
http://search.proquest.com/professional/myresearch/savedsearches.checkdbsanddatessearchlink:rerunsearch/614675/SavedSearches?t:ac=SavedSearches
http://search.proquest.com/professional/myresearch/savedsearches.checkdbsanddatessearchlink:rerunsearch/614675/SavedSearches?t:ac=SavedSearches
http://search.proquest.com/professional/myresearch/savedsearches.checkdbsanddatessearchlink:rerunsearch/614675/SavedSearches?t:ac=SavedSearches
http://search.proquest.com/professional/myresearch/savedsearches.checkdbsanddatessearchlink:rerunsearch/614675/SavedSearches?t:ac=SavedSearches
http://search.proquest.com/professional/myresearch/savedsearches.checkdbsanddatessearchlink:rerunsearch/614675/SavedSearches?t:ac=SavedSearches
http://search.proquest.com/professional/myresearch/savedsearches.checkdbsanddatessearchlink:rerunsearch/614675/SavedSearches?t:ac=Saved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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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PQD 用于查新怎么节省费用？ 

(1)检索式检索到结果之后先通过缩小检索结果条件初步筛选 

 

展开文档类型，若文档类型中有“前页”、“目录”、“公司简介”建议排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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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对命中数据库进行筛选，排除一些不太相关的数据库 

 
(2) 更改数据库顺序 

建议把单价比较便宜或是学校已经购买的数据库资源排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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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更改数据库顺序前后的价格差别： 

 

更改数据库顺序前花费$26.6,更改数据库顺序后花费$10.29 

 

 

(3).先输出 KWIC 

对于检索结果先输出 KWIC 格式，通过 KWIC 的内容初步判断文献的相关性，
对于比较相关的文献可通过网络资源或是学校已有资源查找全纪录，若通过这些

资源不能找到可再进入 PQD 平台获取。 

 

选中要输出的文献，然后点击“导出/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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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预览功能来阅览文献 

每条文献的右边有个预览，点击即可看到完整的题录和文摘信息，但不能复制，

预览为免费功能。 

 

 

(5)可在命中数据库中筛选学校已有资源，对于这些数据库中的文献只输出标题

（免费），利用标题去已有资源中查找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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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排除学校已有的数据库（剩下的为单位未购买的资源），输出其中文献的 KWIC

或是其它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