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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Internet互联网基础知识及 

浏览检索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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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Internet互联网/局域网 

一、Internet基础知识 

 Internet 的中文名字为因特网，是由各种局域网、广域网
连接起来的一个遍布全球的大型国际计算机网络。 

中国的 Internet 是 80 年代末起步的，1990 年 10 月，中国
正式向国际互联网信息中心（InterNIC）登记注册了最高
域名 cn 。 

 经国家批准，中国与Internet直接接入的主要有四大网络： 

中国教育与科研计算机网（CERNET） 

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NCFC） 

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 

中国金桥信息网（CHINAGBN） 



《计算机导论与C语言程序设计》 
4 

4.1 

1、Internet组成 

        Internet是通过分层结构实现的，从底层到上层分

为四个层次： 

  物理层：实现因特网通信的基础 

  协议：管理网络 

  应用软件：获取因特网提供的某种网络服务 

  信息：因特网最终目的就是传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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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Internet通信协议 

        Internet 是由数十万个网络与数千万台计算机组成、

管理结构松散的国际互联网络，其基础是 TCP/IP 协议。 

        TCP/IP 协议是一个协议簇，它包含了100多个协议。

其中， 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传输控

制协议） 和 IP（Internet Protocol，网际协议）是最重

要的两个协议。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个功能不同的其它协议，如

FTP（文件传输协议），E-mail（电子邮件），Telent

（远程登录），http（超文本传输协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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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3、IP 地址和域名 

              Internet 中的每一台计算机都必须有一个唯一的

标识，这种标识有两种形式：IP 地址和域名。 

 IP 地址 

             由授权机构分配给 Internet 中每台计算机的表明

其在网络中所处位置的编号称为 IP 地址。 

             一个 IP 地址在 Internet 中是唯一的，它是一个 

32 位二进制数，通常采用十进制的 X.X.X.X 格式表示，

每个 X 取 0～255 之间的一个整数。例如：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 WWW 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202.116.0.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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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IP 地址在结构上分为两部分：网络号标识一个

网络，主机号标识该网络中的一台主机。 

             IP 地址又分固定 IP 地址和动态 IP 地址两种：

通过局域网采用专线入网的计算机，其分配到的是固

定IP地址；采用拨号方式上网的用户，由 Internet 服

务提供商（ISP）随机地分配给该用户一个动态IP地

址。 



  物理地址与IP地址 

拨号用户 

物理地址 
00-3d-87-14-3a-d9 

IP地址 
166.111.4.1 

物理地址 
00-0c-1b-00-5a-f6 

IP地址 
166.111.3.18 

物理地址 
00-60-97-CO-9F-67 

IP地址 
166.111.3.19 

IP地址 
166.11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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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域名系统 DNS  

           为了方便记忆，Internet 中的计算机还可以用域

名来标识。例如，www.xidian.edu.cn 这个域名所代

表的 IP 地址是 61.150.43.92 。 

            域名采用层次结构，低层域名在前，其所属的高

层域名在后，最后面的为顶级域名。 

           Internet 主机域名的常见格式为： 

三级域名.二级域名.顶级域名 

或               四级域名.三级域名.二级域名.顶级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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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顶级域名分两大类：机构性域名和地理性域名。 

       机构性域名目前有：com（商业组织）、edu（教育

机构）、gov（政府部门）、mil（军事部门）、net（主

要网络支持中心）、org（非盈利性组织）和int（国际组

织）。 

       地理性域名表示国家和地区：au（澳大地亚）、ca

（加拿大）、cn（中国）、fr（法国）、de（德国）、jp

（日本）、uk（英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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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使用主机域名通信时，首先要通过被称为域名服

务器（Domain Name Server）的计算机将其转换成 

IP 地址。只有注册了域名的主机才能通过域名进行访

问，否则只能通过其 IP 地址进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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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二、Internet的接入 

   因特网服务提供商 ISP 

              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是专门提供因特网连接服

务和相关技术支持的商业机构。 

             目前国内的 ISP 有许多，如 CHINANET 提供的 “163”

和 “169” 服务、CERNET 覆盖的大专院校及科研部门的

Internet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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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入网方式 

              Internet 的入网方式主要有两种：通过局域网接入

和通过电话拨号方式接入。 

              通过局域网接入 Internet 是指将用户计算机连接到

一个局域网上，该局域网的服务器是 Internet 的一个主

机，这样用户计算机就可以通过局域网服务器访问

Internet 了，如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 

             电话拨号方式接入是指用户计算机使用 Modem 通

过电话网与 ISP 相连接，再通过 ISP 接入Internet，如 

非对称数字用户线ADS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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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Internet提供的信息服务 

  电子邮件（E_mail）服务 

4.2    网络浏览及常用网络服务 

 每个电子邮箱都有一个邮箱地址，称为电子邮件地址。 

 利用Internet来收发电子形式的信件 

 电子邮件标准格式： 

    用户名@主机域名 

    wj@yxtc.net 

    guainao@sina.com 

优点：速度快、价格低、方便、一信多发 

            邮寄多媒体、自动定时邮寄 

mailto:wj@yxtc.net
mailto:wj@yxtc.net
mailto:guainao@sina.com
mailto:guainao@sina.com
mailto:guainao@sina.com
mailto:guainao@sina.com


电子邮件（Electronic Mail）系统功能： 

邮件制作与编辑 

信件发送 

收信通知 

信件阅读与检索 

信件回复与转发 

信件管理 

电子邮件 



  认识电子邮件地址 

用户名@电子邮件服务器 

liming@mail.xidian.edu.cn 

信箱 

At：在什么之上 

邮局 

电子邮件 



  WWW邮件撰写界面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系统的构成 

客户机 

电子服务器 

客户机 

信箱 

SMTP POP3 
INTERNET 

信封 

收件人地址 
liming@mail. 

xidian.edu.cn 

消息 

发件人地址 
zhangxm@263,net 

发信日期 

邮件标题 

 

邮件具体内容 

mail.xidian.edu.cn 
liming 

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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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WWW 服务 

              WWW 是英文 World Wide Web 的缩写，它形象地把环

球网比作 “布满世界的蜘蛛网” ，其中文名为万维网，

俗称 Web 或 3W ，由 WWW 软件和超文本格式的信息文件

所组成。 

① 超文本和超媒体 

               超文本（Hypertext）的“超”体现在两个方面：

超越字符 ─ 其内容可以是文字、表格、图象、音

频和视频等多媒体信息，因而也称超媒体

（Hypermedia）；超越顺序 ─ 使用超级链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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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② 超文本传输协议 

              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

是 WWW 的传输协议。 

          ③ 统一资源定位符 URL 

               URL（Uniform Resource Location）称为统一资源定位符，

是WWW上用于指定文件位置的方法。其一般形式为：

scheme: // host . domain / path / filename 

               scheme 表示访问文件的协议，它可以是 http、ftp、file

（表示文件在本地服务器或在一个匿名 FTP 服务器上）等。 

               host . domain 表示一个主机的域名或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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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④ 网页 

                 WWW 中看到的文件信息的画面被称为网页，它实质上

是使用超文本标识语言 HTML（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所

编写的文件。在 WWW 服务器上存放着的大量的页面文件组

成一个网站（亦称为站点），其中的第一个页面文件称为主

页。 

⑤ 浏览器 

                浏览器（Browser）是 WWW 的客户端程序，具有网页显

示等功能。WWW 浏览器是采用 HTTP 通信协议与 WWW 服务器

相连的，当服务器上的信息传到用户端时，便由浏览器软件

来阅读并解释其格式后显示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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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BS 电子公告板系统 

            电子公告板系统 BBS（Computer Bulletin Board System）

使得用户可以通过相应的软件阅读其他人留在公告板上

的信息或发表自己的意见。 

              使用基于 Web 的 BBS ，用户只要连到 Internet 上，就

可以直接利用浏览器，阅读和发表文章。 

              BBS 上所提供的服务大致有专题讨论、多线交谈、

发布文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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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文件传输 

             文件传输协议  FTP（File Transfer Protocol）是 

Internet 文件传输的基础，其作用是实现网上的用户与

远程的计算机之间的文件相互复制。 

              从远程主机将文件复制到自己的本地计算机叫做

下载文件；将文件从自己的计算机中复制至远程主机

上就是上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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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Telnet 远程登录 

Telnet 远程登录，就是让你的计算机通过 Telnet 协议在
网上登录到一台远程的计算机上，这时你的计算机就
象远程机的一个终端一样，可以对远程机进行操作，
使用其软硬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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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IE 的基本使用方法 

4.2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简称IE 浏览器），
是微软公司设计开发的一个功能强大、很受欢迎的Web 
浏览器。使用IE 浏览器，用户可以将计算机连接到
Internet，从Web 服务器上搜索需要的信息、浏览Web 
网页、收发电子邮件、上传网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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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IE浏览器的窗口组成 

1、标题栏：显示浏览器当前正在访问网页的标题。 
2、菜单栏：包含了在使用浏览器浏览时，能选择的各项命令。 
3、工具栏：包括一些常用的按钮，如前后翻页键、停止键、等 
4、地址栏：可输入要浏览的网页地址 。 
5、网页区：显示当前正在访问网页的内容。 
6、状态栏：显示浏览器下载网页的实际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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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IE窗口中选择“工具”菜单中的“Internet选项” 
(或者右键单击IE图标,选择“属性”) ，打开
Internet属性对话框,我们可以进行设置主页、删除临
时文件、清除历史记录等操作。 

 更改主页：在“常规”的“主页地址”中直接输入地
址。也可以选择使用当前页，使用空白页按钮。 

 更改字体及颜色 
   打开“工具”菜单下的“Internet选项”，点“字体

”及颜色按钮，设置相应选项，“确定”就成功了。 
 改写字的大小 
    为方便浏览，在IE中您可以用“查看”菜单中的“

文字大小”选项随意调节字体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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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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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资料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4.3    资料检索 

1、了解相关研究领域已有的成果、发展历史和当前的研究动  

态，发展趋势； 

2、帮助你选择和确定课题的研究方向； 

3、为论证课题提供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 

4、能启发研究者的思维、激发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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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献资料检索的基本步骤和方法 

4.3 

 
1、分析研究课题 
 

   分析课题是实施检索中最重要的一步，是检索效率高

低或成败的关键。需要明确的问题有： 

  课题的检索目的(比如写毕业论文)、涉及的主要内容和

相关内容(以便选择有效的检索词)、涉及的学科范围、

所需信息的数量、语种、确定检索的时间范围、文献类

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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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选择检索工具或检索系统 
 

      检索工具或检索系统选择是否得当，将直接影响检
索效率和质量。 

 

      检索工具要考虑: 所收录文献的覆盖面、文献类型
、学科范围、文献质量、检索功能、是否全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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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3、确定检索途径和检索策略 

    常用的检索字段有题名、作者、出处、摘要、出版年

、主题（关键词）、分类、序号（专利号、标准号、化学

分子式索引和CAS登记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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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选定检索方法 

    顺查法——按照时间顺序，由远及近的检索方法。便于系 

               统搜集课题文献信息，适合综合性大课题。 

    倒查法——时间上由近及远，从新到旧的检索方法。检索 

              重点在近期文献，直到满足条件为止，便于获 

              取最新文献信息。 

    抽查法——根据课题特点，选择文献信息最可能出现的时 

              间段进行检索。 

    追溯法——利用文献的参考文献和引文展开信息查找，可 

              以反映某项研究的背景、沿革及其发展趋势。 

    综合法——又称循环法，即把上述方法综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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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5、索取原始文献 

  查找图书 

  查找期刊 

  查找学位论文   

  查找专利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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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收集资料时要注意的问题 

 
 先查国内后查国外 
 
 注意优化检索策略 （缩检、扩检或重检）  
 
 对检索结果进行组织整理 
   （进行科学的阅读、筛选、分析、比较、归纳和综合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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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校图书馆资源及检索 

4.3 

1、我校图书馆资源介绍 

目前图书馆的资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传统资源（印刷型或纸质） 
    图书馆收藏的传统资源主要是指纸制文献，按照出
版类型分为：图书、期刊、会议录、科技报告、学位论
文等。这些类型的文献中，均可以找到教育 
及教育管理方面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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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电子资源 
    也称数字资源，主要是图书馆采购的各种数据库
（检索类和全文类）。涉及信息的出版类型包括：图
书、期刊、学位论文、科技报告、会议录等。 
服务方式：网络访问和镜像站 
无论哪种方式，校园网IP均可访问。 

   虚拟资源 
现代的图书馆资源包括：实体资源和虚拟资源。虚拟资
源就是Internet上的资源。Internet是一个虚拟的图书
馆，可以说，人们需要的许多信息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 
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学术信息。如国外的学位论文、科技
报告和专利等。它是我们现实图书馆的一个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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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图书馆馆藏信息的检索 

  
  如何检索图书馆的馆藏信息呢？ 
 

       通过图书馆网站  http//www.lib.xidian.edu.cn 

的书目信息检索栏目可检索图书馆的图书、期刊及多媒
体（电影、音乐光盘）资源（以一个完整的出版物为单
位）。根据你所知道的信息点（书名、作者、 

出版社等）在相关字段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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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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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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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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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CNKI中国知网期刊/学位论文库  

http://www.cnki.net/
http://www.cnki.net/
http://www.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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