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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内容

一、科技查新是什么？

二、科技查新能为科研做什么?

三、查新机构介绍（需要查新时与谁联系）

四、科技查新怎么做？

五、委托查新须知



一、科技查新是什么？

实质:是针对查新委托人提供的研究项目的科学技术要点中自认为的创新点，查证其新颖性

并做出结论。

作用:是为科研项目的评审专家提供全面、准确、客观、公正的“鉴证性客观依据”，与专

家评议相辅相成，并促进各级科研管理部门提高科研立项、成果鉴定与奖励的严肃性、公正性、
准确性和权威性。

结果:是针对查新项目向委托人提供一份包括查新过程陈述和新颖性论证的书面报告，即

《科技查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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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新的定义

“查新是科技查新的简称，是指查新机构
根据查新委托人提供的需要查证其新颖性
的科学技术内容，按照本规范操作，并作
出结论。”

----《《科技查新规范科技查新规范》》20002000年年1212月月



新颖性：在查新委托日以前查新项目的科学技
术内容部分或者全部没有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
开发表过 。

2、新颖性的定义



出版物公开的科学技术内容被认可
为查新意义上的“现有科学技术”。
出版物包括各种印刷、打印的纸件
以及各种有型载体，也包括网络资
源，如网上免费存取的学术资源
OA，特别是一些大公司、大企业提
供大量的产品目录和样品,并提供有
其产品的性能指标以及研究情况。

3、出版物公开



仅有消息报道，而未公开实质性科学技
术内容，本身不构成“现有科学技术”一
部分，可作为信息线索。

具有准印证号的内部刊物、增准字号的
正式出版物的增刊、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征订或赠送的内部刊物、已被主要检索
工具收录的内部刊物，可视为公开出版
物。

已有的研究成果处于保密状态，尚未公
开，不属于公开出版物。

3、出版物公开



出版物不受地理位置、语言、年代、
获得方式限制。

出版物的发行量、是否有人阅读过、
查新委托人是否知道均不重要。

出版物的日期以第一次印刷日为公开
日。仅注明年、月者，分别以当月或
当年最后一日为公开日。

3、出版物公开



二、科技查新能为科研做什么?

总的来说，科技查新可以为自主创新提供创新性、先进性、市场前景、自主知识产权

和成熟度的预测。具体体现在：

1、确定科研立项的可行性确定科研立项的可行性

科研人员在进行课题研究之前，首先要搜集和掌握国内外有关的科技情报；了解

课题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前人研究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以及目前该课题的国内

外发展水平等等，并将其作为开题论证的重要依据，这样才能使课题具有生命力、创

造性和竞争性。

立项前通过科技查新，可以（1）开拓思路；（2）避免重复；（3）提高开发效

率；（4）保证开发项目的先进性；（5）节约时间和经费。

2、评价已有的成就评价已有的成就

成果、产品（鉴定、验收、评奖）；学科带头人（评定职称），引进技术的价值

3、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

（l）申请专利

（2）规避侵权（引进专利项目、出口)

（3）成果转让（专利有效性）



三、查新机构介绍

为充分发挥高校图书情报职能，发挥高校的科
技信息咨询服务优势，为科学研究提供优质的
情报服务，近些年教育部特别重视科技查新工
作，2003年、2004年、2007年和2009年分四批
在67所高校设立了“教育部部级科技查新工作
站”，这些工作站基本依托于高校图书馆。

我校图书馆也正在积极申请教育部科技查新工
作站资质。



校图书馆信息咨询部受理校内外与体育相关的
查新委托项目，包括

立项查新：立项前全面检索相关文献
成果查新：为成果鉴定、评估、验收、转化，成果申报奖励提供
相关文献
专利查新：申请专利前检索已有专利
技术引进查新：在购买的专利技术上再改进和创新
学位论文开题查新：是近年国家重视知识产权的原始创新后，在
研究生培养中提出的新的需求，相当于一个项目的立项查新。目
前主要针对运动医学专业的博士生。

如用户提出相关需求，所提供的查新报告可加盖“教育
部科技查新站”查新章。

三、查新机构介绍



数据库资源：
中国期刊网（CNKI）系列专辑全文数据库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
万方数字资源、
“EBSCO数据库”
“Dialog国际联机数据库”
自建体育数据库： “中文体育图书全文数据库”、

“体育硕、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等

三、查新机构介绍



三、查新机构介绍

查新人才：图书馆共有查新人员6名，全部取得了“国家（或教
育部）科技查新人员资格证书”，其中：副高级职称3名，中级职
称3名；博士1名，硕士2名，本科3名；2名员工取得国家（或教
育部）科技查新审核员资格。

联系方式
（1）电话：6298 9418  杨海燕
（2）E-mail：xinxizixun9418@163.com
（3）QQ:1279720268 或 xinxizixun9418@163.com
（4）服务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上午 8:00—11：00，下午 2:00—5：00 
星期五，上午 8:00—11：00，下午 2:00—4：00 

（5）工作地点：图书馆一层115室
（6）查新站网站：http://lib.bsu.edu.cn/about/chaxin.htm

mailto:xinxizixun9418@163.com
mailto:xinxizixun9418@163.com
http://lib.bsu.edu.cn/about/chaxin.htm


四、科技查新怎么做

委托：项目名称、科学技术要点、
查新点、主题词、联系方式

沟通：项目来源、查新目的、项
目背景

搞清：项目研制内容、查新点

选择：选词(审核委托人提供主题
词的准确性、全面性；确定有无
同义词)、选库、选检索式

检索：预检索、泛检索、交叉检
索、精确检索

分析：理论分析、技术分析、工
艺分析、原文分析、对比分析

报告：草拟报告、用户修正、审
核员初审、审核员终审



1、下载《查新委托合同》

http://lib.bsu.edu.cn/
图书馆网站—科技查新—下载“查新委托合同书”









2、《查新委托合同书》填写

由项目负责人或掌握项目全面情况的研究人员填写

填写前务必请阅读《查新委托合同书填写指南》

填好查新委托合同

传到查新邮箱

电话告知查新员

本人到馆委托



（1）科学技术要点

技术领域、背景技术、研究目的、技术方案、技术特征、技术
效果、应用情况

注意：

与主要技术内容物无关的空泛叙述以及修饰性、广告性词语（如

未见报道、首创、全国率先等）不必出现在此；

语言精炼，具体技术内容详实；

技术数据准确；

注意学术规范和标准的变更。



应用

情况

领域

国内外

背景

技术

内容

例1：适用于快速消费品行业和流通业的商业智能系统



例2 ： “生物相容性耳软骨支架快速成形”

（项目的背景）小耳畸形是对患者身心有严重影响的先天疾病。

（现在的技术）截取自体肋软骨通过雕刻成形耳软骨支架修

复畸形外观，（现行技术的优缺点）手术时间长，对手术医

生雕刻技术要求高，给患者造成额外伤害。用这种方法修复

的外耳厚重，效果不尽人意。应用进口人工耳软骨支架修

复，费用昂贵，而且形状很难实现与健康耳对称。本项目采

用的技术特征： 根据患者健康侧外耳的 CT 数据，反求、镜

像并通过适当修正，得到患者理想耳软骨数据；选用生物相

容性弹性材料，快速成形整体式耳软骨支架。



（2）查新点

查新点：创新点，必须反映出查新课题新
颖性的核心内容；

逐条列出，一般不超过3个；

不要把查新项目中的一般性技术特征列为查新
点。

删除空泛叙述以及修饰性、广告性词语，例如
国内首创、世界一流、很好、优秀等；

适当精简篇幅，补充具体技术内容。

注意文字与术语规范。



理论或原理性创新： 一般主要针对基础理论研

究或软科学研究

研究方法： 技术手段创新、生产或工艺过程创

新

新产品：产品结构、成份、新材料、产品配方等;
功能或效果：性能改进、应用创新，或多种技术

的集成等

（2）查新点



例1

1. 将重油制气炉（ONIA-GEG1型）改造成天然气

制气炉，在世界上尚未见报道，属于首创。

2. 将天然气改制成城市燃气，以适应城市原煤

气旧管网的输气应用，本研究成果属国内首创。

3. 研制了天然气改制用镍高效催化剂，其效果

达到国外催化剂水平，属国内首创。



例2

使用异丙醇清洗生产香精的管道并低温蒸馏回收香
精的工艺

从青少年个体角度探讨不同体质特点（主要涉及体
成分、肌肉力量、耐力、心肺功能等）青少年发生
运动风险的相对危险度和归因危险度

构建集制度建设、教育干预、技能培训、监测评估、
医务监督、应急预警于一体的青少年运动安全预防
体系

适用于快速消费品行业（如烟草、食品、饮料、医
药、日化用品、酒等）的商业智能系统



（3）检索词

尽量列出各种能描述技术要点和查新点
的规范词、关键词、词组、概念、各种
同义词及缩略词等



3、对比分析

将检索出相关文献与本课题进行对比，找出本
课题与已公开发表的文献不同之处，从而用文
献的事实证明课题的新颖性。

注意：不用赞誉之词，只陈述文献事实。

是方法、范围、指标、对象等方面的差别。



例



4、查新结论



55、查新新颖性判断、查新新颖性判断

《科技查新规范》定义：“新颖性是指在查新委
托日以前查新项目的科学技术内容部分或者全部
投有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因此，其
新颖性均应以有不相同的成果在出版物上公开为
判断依据。

“相同的成果”是指科学技术所涉及的领域和内容、
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效果(包括技术参数或指标)、
采用的技术手段(方法)等完全相同或者实质相同
的成果。



对在国内外公开使用的同类成果，如未能通过相应文献信息来证实其

属于相同成果的，不影响新颖性。

相关文献介绍了技术方案或设想，但尚无应用实例，即使是技术特征

完全相同，如果对比文献介绍的技术方案未付诸实用，则不应影响本

项目的新颖性。

例如：某一种化合物的合成，在实验室完成了小试，但未进行中式或

规模化生产，而查新项目采用相同的技术，完成的中式并投入生产的

仍具新颖性。

处理方法：在做文献的分析对比中可表述：“该文献报导的上述技术

内容未见实际应用”等。

55、查新新颖性判断、查新新颖性判断



单项技术有相同或类似报道

相同排斥原则：指科学技术领域和研究目的相同，科学技术领域和研究目的相同，
技术解决手段实质上相同，预期效果相同的项目技术解决手段实质上相同，预期效果相同的项目

具体(下位)概念否定一般(上位)概念：在同一科学在同一科学
技术主题中，具体（下位）公开即使一般（上位）技术主题中，具体（下位）公开即使一般（上位）
概念的查新项目丧失新颖性。反之一般概念不影响概念的查新项目丧失新颖性。反之一般概念不影响
具体概念的新颖性具体概念的新颖性

新的应用领域或新用途=应用于新领域的技术

55、查新新颖性判断、查新新颖性判断



五、委托查新须知

安排好委托时间：

请各位老师、同学尽量提前提交委托。

国内外查新：15个工作日（周末及节假日顺延）

国内查新：7个工作日（周末及节假日顺延）



查新的目的：利用我们对图书馆各种数据
库资源和网络资源的了解，掌握的信息检索
技术，帮助大家消除信息利用中的误区，全
面检索文献，能为科研工作提供线索和条件。

小结



科研建立在前人结果之上，查新是为了查全相关
文献，不要为了证明“别人没有做过”而让检索结
果为零。
查新是对查新项目的新颖性作出结论，以“查证
新颖性”为宗旨，不要求对委托项目的“创造性和
先进性”进行评价

查新过程是一个周密思考的过程，检索式需要反
复调试，必要时查新点也需要调整，直至检索结
果满意。

小结



查新过程中，查新员首先要认真询问和了解课
题要点，和委托人反复交流，了解委托人的课
题思路和研究内容的内在逻辑关系。
只有在深入了解课题技术要点的基础上，才能
准确找出课题中最主要的概念词，并理出概念
词之间的逻辑关系。
这是在查新委托和受理环节中要完成的最重要
的工作。即委托人和查新员都要明确到底要查
什么。委托人要说得清楚，查新员要明白和理
解。

小结



查新报告对课题的查新结论只是文
献检索、情报调研的结论，是较为
系统准确的客观依据和情报学评
价，而不是全面的成果评论。

小结



Email:xinxizixun9418@163.com
QQ:1279720268（或
xinxizixun9418@163.com）

电话：6298 9418

mailto:xinxizixun9418@163.com
mailto:xinxizixun9418@163.com
mailto:xinxizixun941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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