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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与环境工程文献收集:关小红与 Arul Arulraja 学者
18 信安 1 班 08182916 陈炜昊

摘要:
文献检索的本质是通过数据库来精确的查找，我们所需要的文章，从而达到提高效率的效果。而对
于环境工程，一般会与城市规划工程所结合到一起，我们以关小红博士开始进入此专业，从他所研
究的 pH 对高锰酸钾氧化氯酚和酚类内分泌干扰物的影响规律及其反应构效关系等项目作为切入点，
从学术发展的进度上切入。了解众多本专业中的学者，锁定本专业中重要的文章。最后锁定 Arul
Arulraja 学者，从他的文献中了解环境工程的现阶段发展，结合数据库中检索的技巧与检索到的文章
进行了最后的总结。最后总结了文献检索中几个数据库的应用，与获得信息的方法。
关键词：文献检索 环境工程 检索技巧

Guan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literature collection:
Guan Xiaohong and arul arulraja scholars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literature retrieval is to accurately search the articles we need through the database, so as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improving efficiency. As for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it is usually combined with
urban planning and Engineering Institute. We began to enter this major with Dr. Guan Xiaohong. Starting
from his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pH on the oxidation of chlorophenols and phenolic endocrine disruptors
by potassium permanganate and their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 we started from the progress of
academic development. Understand many scholars in this major, lock in the important articles in this major.
Finally, this paper focuses on arul arulraja scholar, understand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from his literature, and summarizes the retrieval skills and articles in the database. Finally, it
summarizes the application of several databases in literature retrieval and the methods of obtaining
information.
Key words: literature retrieval,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retrieval skills

1 学者关小红与研究方向概述
1.1 学者关小红基本概述
关小红（图 1-1 万方数据库数据）作为同济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承担了很多关于市政
与环境的课题。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包括但不限于：

 Du J.S., Sun B., Zhang J., Guan X.H.* (2012) Parabola-Like Shaped pH-Rate
Profile for Phenols Oxidation by Aqueous Permanganate. Environ. Sci. Technol.
46(16): 8860-8867.
 Dong H.R., Guan X.H., Lo I.M.C. (2012) Fate of As(V)-treated nano zero-vvalent
iron: determination of arsenic desorption potential under varying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by phosphate extraction. Water Res. 46: 4071-4080.
 Qiao J.L., Jiang Z., Sun B., Sun Y.K., Wang Q., Guan X.H.* (2012) Arsenate
and arsenite removal by FeCl3: Effects of pH, As/Fe ratio, initial As
concentration and co-existing solutes. Sep. Purif. Technol. 92: 106-114.
 Guan X.H.*, Du J.S., Meng X.G., Sun Y.K., Sun B., Hu Q.H. (2012) Application
of titanium dioxide in arsenic removal from water: A review. J. Hazard. Mater.
215: 1-16.

图 1-1 万方数据库查询结果
并且承担了很多研究项目：
基于型体匹配的多吸附点位 Langmuir 模型模拟重金属在典型矿物上（竞争）吸附行为的基础
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80 万 2013.1-2016.12
 pH 对高锰酸钾氧化氯酚和酚类内分泌干扰物的影响规律及其反应构效关系 上海市青年科技
启明星计划 20 万 2012.9-2014.8
TiCl4 混凝-超滤法去除水中 As(V)/As(III)的规律和微观反应机制研究 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
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30 万 2012.1-2014.12
 Ru(III)催化高锰酸钾氧化去除水中酚类内分泌干扰物的规律与机理研究 污染控制与资源化
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课题 30 万 2011.5-2014.5
腐殖酸对高锰酸钾氧化酚类化合物动力学的影响规律和机理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6 万
2011.1-2013.12
新生态铁除 As(V)效能和界面反应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 万 2010.1-2012.12
等重大研究项目，是中国市政环境工程的主干研究人员之一。
1.2 学者研究方向基本概述
关小红学者属于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一名教授，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普通化学、
工程力学、测量学、工程制图、微生物学、水力学、电工学、环境监测、环境工程学科的基本理论

和基本知识，受到外语、计算机技术及绘图、污染物监测和分析、工程设计、管理及规划方面的基
本训练，具有环境科学技术和给水排水工程领域的科学研究、工程设计和管理规划方面的基本能力。
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生态学方面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受到基础研究和应用基
础研究的科学思维和科学实验训练，具有较好的科学素养，掌握现代生态学理论和计算机模拟等实
验技能，初步具备教学、研究、开发和管理能力。
培养具备城市和城镇水、气、声、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和给排水工程、污染控制规划和水资源保护
等方面的知识，能在政府部门、规划部门、经济管理部门、环保部门、设计单位、工矿企业、科研
单位、学校等从事规划、设计、施工、管理、教育和研究开发方面工作的环境工程学科高级工程技
术人才。
要求学生掌握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接受实验技能、工程实践、计算机应用、
科学研究与工程设计方法等的基本训练，具备对当今环境质量进行研究和评估、对企业的环保工程
进行革新改造，并能进行环保新型产品的开发设计的基本能力。
2

学者关小红关键论文检索

据万方数据库显示，关小红学者一共发文 27 篇，其中核心发文量占 15 篇。在万方数据库中国搜索
核心论文（如图 2-1）
。

图 2-1 主要论文搜索
根据搜索结果我们一共搜索到了期刊论文 36 篇，会议论文 35 篇，学位论文 1 篇，共计 72 篇。
3 外文文献搜索
为了更好的获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向与研究进度，我们使用施布林格数据库进行相关搜索，查找近
三 年 的相 关 英 文 文 献 ， 找 到 环 境 工 程 的 相 关 论 文 进 行 分 析 。 首 先 我 们 将 主 题 关 键 词 设 置 为
(environmental OR engineering)并且将时间设置为近三年，查找相关论文。搜索结果如下（图 2-2）

图 2-2 近几年关键论文搜索
在其中寻找重要文献挑出如下 15 篇重要的文章：

Editorial to the Special Issue: Foam in Porous Media for Petroleum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xperience Sharing
Recent advancements in chemical,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engineering acronym:
RACEEE 2019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bringing together economics and
engineering (ICEE17)
Environmental bio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crucial tools for improving and
caring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modern societies
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 perception and behavior among university
engineering students in the Marmara Region of Turkey
The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in compilation of Iranian
scientific articles on environmental health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bio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two convergent areas to provide
real solutions for a growing world
Advances in environmental bio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2018
Waterworks Sludge: An Underrated Material for Beneficial Reuse in Water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Land subsidence induced by the engineering-environmental effect in Shanghai,
China
Towards visible-light photocatalysis for environmental applications: band-gap
engineering versus photons absorptiona review
Engineering Escherichia coli to Sense Non-native Environmental Stimuli:
Synthetic Chimera Two-component Systems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ation of sewage sludge/paper ash-based composites in
relation to their possible use in civil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ethanotrophs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rystal phase engineering on photocatalytic materials for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applications
Engineering Students View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Case Study
from Petroleum Engineering
所有文章都拥有很多的阅览量，并且有其他的文章进行了多次引用，断定这些文章是该领域的重要
文章。
4 环境与社会工程学领域关键作者及其研究内容
通过文献的检索后发现，Arul Arulrajah 是一位近几年活跃在环境与社会工程学领域的一名科学
工作者，近三年中发表了文章近 30 篇，每一篇都拥有这很高的阅读量和引用量，足以见得本科学工
作者在本研究方向有着颇高的成就。该学者主要进行一些前延尖端的现代科技的研究，如轴承加筋
土（BRE）墙的数值评估与工业副产物的环境评估等前沿科技。他的研究方向是研究化学物质在环
境中迁移、转化、降解规律，研究化学物质在环境中的作用的学科。它不应与绿色化学，即探求如
何减少潜在的污染源头的学科搞混乱。它可以定义为研究源头、反应、物质运动、作用效果、以及
化学元素在空气、土壤和水利环境的生存和人类活动对其的影响。 环境化学是在各个学科之间的科
学，包括大气、水生以及土壤化学，也减轻在分析化学和使环境与其他有关科学的部分发生关系起
到很大作用。 环境化学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发现 DDT 在环境中很难降解，并会在通过食物链在动物
体内蓄积，导致在全世界禁止生产、使用 DDT；另外发现氟里昂在环境中不降解，会消耗、破坏臭
氧层，导致对氟里昂使用、生产的限制和无氟冰箱的出现。
并且他还参与众多的过程危险分析（Process Hazard Analysis-PHA）
，过程危险分析也称预先危
险分析，即将事故过程模拟分析，也就是在一个系列的假设前提下按理想的情况建立模型，将复杂
的问题或现象用数学模型来描述，对事故的危险类别、出现条件、后果等进行概略地分析，尽可能
评价出潜在的危险性。过程危险分主要用来分析在泄漏，火灾、爆炸、中毒等常见的重大事故造成
的热辐射、爆炸波、中毒等不同的化学危害。
5 数据库应用过程
（1） CNKI(中国知网)

检索对象: 关小红，博士，博士生导师；所在系所（部门）：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院市政工程专业。
Step 1. 利用中国知网的高级搜索查找(如图 5-1)

图 5-1 中国知网高级检索

Step 2. 在结果中,搜索到作者的详细信息（如图 5-2）

图 5-2 作者详细信息
从作者信息中可以获知他主要的研究方向，作者文献，作者合作对象等关键信息。
（图 5-3）

图 5-3 主要信息
（2） wanfang(万方)
Step 1.同样通过高级搜索查找作者的文献（如图 5-4）

图 5-4 万方高级搜索

Step 2.可以通过作者获得作者相关信息。
（如图 5-5）

图 5-5 研究方向
以环境为主题,进行检索该学者的文章。（如图 5-6）

图 5-6 高级检索主题
同样可以用专业检索进行查找
作者:"关小红" *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 * 关键词:“环境"

同样可以使用检索过滤，选择时间等关键信息。
（图 5-7 时间等信息过滤）

图 5-7 时间等信息过滤

（3） SCI 数据库
Step 1. SCI 数据库(Web of Science)
以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为关键词进行相关搜索（如图 5-8）
。

图 5-8 搜索关键人物
1. Swapnil Fegade（如图 5-9）

图 5-9 Swapnil Fegade

2. Grigorios Kyriakopoulos（如图 5-10）

图 5-10 Grigorios Kyriakopoulos
3. Omid Aminoroayaie Yamini（如图 5-11）

图 5-11 Omid Aminoroayaie Yamini
4. Hooman Mousavi（图 5-12）

图 5-12 Hooman Mousavi

5. Fan Dong（如图 5-13）

图 5-13 Fan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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