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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的作者



提纲

• 认识ISI Web of Knowledge平台及Web of Science

• 利用Web of Science突破研究现况并进行课题创新

• 利用管理功能，跟踪课题的最新进展

• 利用数据库选择投稿期刊，更快更好地发表SCI/SSCI论文

• 利用Endnote Web高效率写作研究论文

• 利用ResearcherID促进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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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 Web of Knowledge: 
为科研人员研究工作流建立整合的创新研究平台

Web of Science
同平台其它数据库

与其它数据库的链接

EndNoteWeb

ScholarOne-

Manuscript Central

期刊引证报告JCR

基本科学指标ESI

ResearcherID.com

检索

分析

发现

写作

引用

审稿

评估

论文
发表

晋升/基金

论文提交

ISI Web of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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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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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辅助工具：作者索
引，出版物名称索引



Web of Science

•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科学引文索引，SCIE）: 
~8368种核心期刊，可回溯到1900年

•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
~2978种核心期刊，可回溯到1900年

•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艺术与人文索引A&HCI）: 
~1650种核心期刊，可回溯到1975年

•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CPCI-S)-
-1990-至今

•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CPCI-SSH)--1990-至今



Dr. Eugene Garfield
Founder & Chairman Emeritus

ISI, Thomson Scientific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extend our 
retrospective coverage of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back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Century of 

Science initiative makes that dream 
come true.”

引文索引
• Dr. Garfield 1955年在 Science 发表论
文提出将引文索引作为一种新的文献检
索与分类工具。将一篇文献作为检索字
段从而跟踪一个Idea的发展过程

• 1963年出版 Science Citation Index

• 1973年出版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 1978年出版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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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 170 多个学科领域

• 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生物医学等所有科技领域

• 每周收录25,000多篇文献，423,000篇参考文献

• Cover-to-Cover 收录期刊每一期每一篇文献



ISI covers 150 journals whose country of publication is 
China( including Taiwan, Hongkong, )2008

– SCIExpanded: 138 Journals

– SSCI: ６ Journals 

– A&HCI: ６ Journals

ISI Web of Science中的中国期刊



Unique 
Data
独特

的数据

Quality
质量

Unique Data 数据的独特性保证了知识的发现

质量,广度,深度与100年来的学术引文回溯数据构成了其数据的独特性,揭示

概念与技术的发展过程

ISI Web of Science

Diversity
广度

Depth
深度

布莱德福定律 (Bradford’s law) ：

少数的核心期刊汇集了足够的信息,反映科技的最新最重要的成果与进展



引文索引的概念: (二) 收录论文的参考文献并索引



论文的相互引证----学术研究之间的交流与联系：

• 学科上的相关性
•理论与方法：借鉴与利用

•技术与手段：应用与发展

• 横向上的对应性
•实验或方法：互相参照与借鉴

•结果与讨论：比较与应用

• 纵向上的继承性
•课题的基础与起源

•发展与进步

•反引：学术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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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 Citing ß

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

沿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道路

Cited References 越查越深

Times Cited 越查越新

Related Records 越查越广

1998

分析：

学科分布、发展趋
势、机构/作者等



全记录的引文链接（施引文献）



全记录的引文链接（参考文献）



全记录的引文链接（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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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记录的引文链接（相关记录）



Web of Science中的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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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甲 论文乙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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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论文的全记录页面——引证关系图（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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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论文的全记录页面——引证关系图（施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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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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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 认识ISI Web of Knowledge平台及Web of Science

• 利用SCI突破研究现况并进行课题创新

• 利用管理功能，跟踪课题的最新进展

• 利用数据库选择投稿期刊，更快更好地发表SCI/SSCI论文

• 利用Endnote Web高效率写作研究论文

• 利用ResearcherID促进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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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选题 – 成功的关键

课题的调研:

n 追踪溯源 – 检索某个课题的综述文献

n 快速锁定本课题相关的高影响力的论文

n 分析研究发展趋势

n 了解某特定课题在不同学科的分布情况

n 了解与自己研究方向有关的机构

n 密切关注在该研究领域的顶尖的研究小组所发表的论文

n Cited reference search 帮助获取思路，激发研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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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被认为是最具娱乐性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一对师徒用透明胶带在制作铅笔芯

的石墨中发现了石墨烯---目前世界上最薄、也是最坚固的物质。

•海姆曾用磁性克服重力，让一只青蛙漂浮在半空中，因此获得2000年的“搞

笑诺贝尔奖”。



检索举例 1 –石墨烯的相关研究

•石墨烯（Graphene），又称单层石墨，是一种由碳原子以sp2混
成轨域組成六角型呈蜂巢晶格的平面薄膜，只有一個碳原子厚度
的二維材料。

•石墨烯不仅是已知材料中最薄的一种，还非常牢固坚硬；作为单
质，它在室温下传递电子的速度比已知导体都快。

•石墨烯可以应用于晶体管、触摸

屏、基因测序等领域，同时有望

帮助物理学家在量子物理学研究

领域取得新突

破。



检索举例 1 ：有关石墨烯的相关研究

检索词: Graphen*



科研选题中如何快速准确检索到与我们课题相关的信息？
迅速找到领域内的热点论文、高影响力论文、综述论文？



选择感兴趣的论文查看全记录



精炼 - 快速检索综述



排序功能: 被引频次

排序功能-锁定高影响力的综述论文



精炼 – 查看课题涉及的学科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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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分析中如何获取新的思路、创新研究？
多角度分析把握课题研究趋势

强大的分析功能 ,多层次的分析



利用Web of Science强大的分析功能

可以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

多个角度的深入分析：

n作者

n出版年

n文献类型

n来源期刊

n会议名称

n学科领域

n国家与地区

n研究机构

n文献语种

n基金资助机构 New！

n授权号



出版年：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保存至本地，用Excel打
开.txt文档并作图



著者：

- 发现该领域的高产出研究人员

- 有利于机构的人才招聘

- 选择小同行审稿专家

- 选择潜在的合作者

机构

- 发现该领域高产出的大学及研究机构

- 有利于机构间的合作

- 发现深造的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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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石墨烯领域发表的论文



中国在石墨烯领域发表的论文



中国在石墨烯领域的引领机构



被引文献检索- 帮助您获取思路，激发研究思想

Cited Reference Search:

以一篇高质量的文章为检索起点进行被引文献检索

• 某一理论有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是否已经应用到了新

的领域?

• 某项研究的最新进展极其延伸？

• 某个实验方法是否得到改进？



利用SCI获得研究思路,找到研究方向

• 问题二：1995年作者董绍俊出版了《化学修饰电极》一书，介绍了表面分子
设计与制备、表征方法、膜内的电荷传输、电极过程动力学、功能与效应及其
在生物传感器、蛋白质的电子转移、流动体系和分析中的应用 ，如何得知这
些方法可以解决哪些实际应用的问题？如何借鉴别人的应用方法并将其应用到
自己的工作中去？

• 解决方案：

• 利用引文检索方式，查找出所有引用了该论文的文献，这些文献都是文中介绍
的方法的应用或者是这两种算法的改进等方面的研究



步骤一，输入被引用作者、被引文献名、被引文献发表年

Dong SJ

Chem* Mod* Ele*



在引文索引列表中选择文献



引文检索的检索结果

引用该著作的研究文献多达151篇,
内容涉及了多个不同的研究角度,

与碳纳米管相关的研究?







化学结构检索

• 是专门为满足化学与药学研究人员的需求所设计的数据库。收集了全球
核心化学期刊和发明专利的所有最新发现或改进的有机合成方法，提供
最翔实的化学反应综述和详尽的实验细节，提供化合物的化学结构和相
关性质，包括制备与合成方法。

• CCR可以跟踪最新的合成技术，包括了摘自39个权威出版机构的一流期
刊和专利的单步和多步的新合成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提供了完整地反应
流程，同时伴有详细精确的图形来代表每个反映步骤。

• IC主要聚焦新化合物的快讯报道，包括了来自国际一流期刊报道的新型
有机合成反应的结构与评论数据。除此以外，数据库中的很多全记录展
示了从最初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整个反应流程。IC是揭示生物活性化合
物和自然产品的有关最新信息的重要资源。

检索举例3:  对二乙苯的（产率>99%）的合成反应



进行化学结构式检索







检索结果页面

链接到反应细节 链接到文献全记录 转至化合物检索结果



提纲

• 认识ISI Web of Knowledge平台及SCI /AHCI

• 利用SCI/AHCI突破研究现况并进行课题创新

• 利用管理功能，跟踪课题的最新进展

• 利用数据库选择投稿期刊，更快更好地发表SSCI/AHCI论文

• 利用Endnote Web高效率写作研究论文

• 利用ResearcherID促进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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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学术领军人物的最新研究成果

例：跟踪作者都有
为的最新论文



利用定题服务跟踪带头人的工作

定题服务：跟踪某课题, 某作者, 某机构的研究进展



保存检索历史,创建定题跟踪



Ø可以保存检索历史在服务器或本地计算机上

Ø可以订制定题服务



Ø定期检索相关课题，并把最新结果发送到指定的邮箱中

Ø有效期半年，到时间后可以续订

Ø支持RSS Feed



利用引文跟踪，了解课题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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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 认识ISI Web of Knowledge平台及Web of Science

• 利用SCI/SSCI/AHCI突破研究现况并进行课题创新

• 利用管理功能，跟踪课题的最新进展

• 利用数据库选择投稿期刊，更快更好地发表SCI/SSCI论文

• 利用Endnote Web高效率写作研究论文

• 利用ResearcherID促进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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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稿件投向了不合适的期刊会遭遇：

• 退稿：内容“不适合本刊”，使稿件延迟数周或数月发表；

• 不公正的同行评议：由于编辑和审稿人对作者研究领域的
了解比较模糊，从而有可能导致稿件受到较差或不公正的
同行评议；

• 少有同行关注：埋没在一份同行很少问津的期刊中，达不
到与小同行交流的目的。也可能从没有被人引用。



如何选择拟投稿期刊

• 稿件的主题是否适合于期刊所规定的范围
– 在SCI数据库进行检索分析,确认哪些期刊能够发表自己的论文

• 期刊的读者群和显示度如何

• 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如何，录用率是否适当
– 利用JCR检索该期刊的影响因子来了解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即期刊的影

响因子越高，则表明期刊被读者阅读和使用的可能性越大。进而可推
断该期刊的潜在的学术影响力也越大。

– 在SCI数据库检索分析统计该期刊中论文作者的国家来源，帮助作者选
择确定投稿期刊。

• 期刊的编辑技术和印刷质量如何

• 期刊是否收发表版面费



• 本课题论文主要投向何方？
– 在Web of Science中进行课题检索，按照来源出版物分析检索结

果，查看发文较多的期刊列表

• 中国作者的投稿方向？
– 课题检索，按照作者分析检索结果，查看中国作者的论文

– 再按照来源出版物分析检索结果，查看中国作者的期刊列表

• 哪些是本课题可以投稿的中文期刊？
– 课题检索，分析检索结果，查看中国作者的论文

– 再按照来源出版物分析检索结果，查看中国作者投稿方向

• 哪些期刊在引用本课题论文？
– 课题检索，创建引文报告，查看施引文献

– 再按照来源出版物分析检索结果，查看施引文献集中的期刊列表

寻找与课题情投意合的期刊（Web of Science收录）



分析来源期刊



来源期刊：

- 发现相关的学术期刊进行投稿

- 链接到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查看影响因子



对结果进一步分析，进行深入数据挖掘



本刊对中国作者的录用倾向性



进一步分析，查看本课题在本刊主要的中国作者和机构



与本刊中国作者联系，询问投稿注意事项、审稿周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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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选择合适的期刊发表论文

• 某个学科领域中，哪些期刊在学科领域中影响力最大？

• 哪些期刊是综述性的期刊?

• 哪些期刊是被学者们经常利用和引用的?

• 哪些期刊是热门期刊?

• 指导研究人员有选择的浏览学术期刊，并且结合实际有选择的投稿。

• 作者可以通过它决定将他们撰写的论文发表在哪本刊物上

• 学生通过查看刊物的影响因子挑选出哪些刊物适合他们阅读

• 编辑人员通过影响因子可以看出某项政策出台后，他们的刊物是否从中获益。

• 出版商通过影响因子可以长期跟踪自己以及对手的期刊评价情况。

• 管理人员可以看到他们研究机构的论文常常发表在什么标准的期刊上。



提纲

• 认识ISI Web of Knowledge平台及Web of Science

• 利用SSCI/AHCI突破研究现况并进行课题创新

• 利用管理功能，跟踪课题的最新进展

• 利用数据库选择投稿期刊，更快更好地发表SCI/SSCI论文

• 利用Endnote Web高效率写作研究论文

• 利用ResearcherID促进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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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写作与投稿

动笔之前:论文的选题 – 成功的关键

摘要---在阅读中学习写作

引言—综述的价值

参考文献 –您的参考文献遵循了拟投稿期刊的体例
要求吗?

EndNote Web—提高您的论文写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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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的写作

n 论文题名

n 作者姓名+通讯地址

n 摘要+关键词

n 引言

n 材料与方法

n 结果

n 讨论与结论

n 致谢

n 参考文献

n 综述研究背景

n 指出存在问题

n 阐述研究目的

n 说明研究的意义

Critical Review

使用 Cite While You Write™ 插件
即时创建文中和文后参考文献

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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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超越检索……

• 在2004年投向Nature的中国文章有55％ （
2003年更是高达62％）未经编委审查，在期
刊初审阶段就退稿，很大一部分是格式问题
，特别是参考文献格式

• 即使是最高水平的期刊，其中也有30％的文
章有参考文献的错误，这大大降低了文章被
引用次数的统计



参考文献要遵循拟投稿期刊的体例要求
您知道吗? -参考文献的格式会影响稿件的录用

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期刊都有不同的参考文献格式要求

不同的院校对博硕士研究生的论文的参考文献格式要求不同

参考文献的增、删、改以及位置调整会影响文后参考文献的排列

Endnote

Endnote Web



Endnote Web 边写作边引用

u下载插件

u查找引文

u添加引文

u编辑引文

u格式引文

与Microsoft Word 自动联接,

您可一边写作一边引用

相应的参考文献,

帮助您提高写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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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library”——按课题建立图书馆，存放收集到的所有
文献资料

二、收集管理资料——数据库检索导入、搜索引擎导入、直接
从Endnote Web远程连接导入、手工导入检索到的文献，并随
时可以检索、更新、编辑、共享相关文献

三、编排参考文献——使用Endnote Web方便地插入参考文献，
按照期刊要求的格式，自动生成参考文献列表

Endnote Web能做什么？



注册并登录我的EndNote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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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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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当您在Web of Knowledge登录后，您就
可以访问您的EndNote web图书馆

您也可以在使用Web of Knowledge配置文件登陆后
通过漫游方式访问您的EndNote web图书馆，通过
http://www.myendnotewe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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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您的EndNote web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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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 EndNote Web 简介

• 注册及登录

• 收集参考文献

• 参考文献的管理与共享

• 参考文献的格式化

收集参考文献的方式:

•手工输入

•联机检索

•从数据库直接导入

•把txt格式的文献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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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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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 注册及登录

• 收集参考文献

• 参考文献的管理与共享

• 参考文献的格式化

• 边写作边引用

收集参考文献的方式:

•手工输入

•联机检索

•从数据库直接导入

•把txt格式的文献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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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互联网检索获取(第一步定制在线检索的途径)

从此处选择自己经常
使用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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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互联网检索获取(第二步Online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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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连接并获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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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检索结果移入某一个文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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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 注册及登录

• 收集参考文献

• 参考文献的管理与共享

• 参考文献的格式化

• 边写作边引用

收集参考文献的方式:

•手工输入

•联机检索

•从数据库直接导入

•把txt格式的文献导入



对于已有重要参考文献的管理

您可以从以下地方添加记录到Endnote Web
• 检索结果概要页面
• 标记列表
• 全记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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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 注册及登录

• 收集参考文献

• 参考文献的管理与共享

• 参考文献的格式化

• 边写作边引用

收集参考文献的方式:

•手工输入

•联机检索

•从数据库直接导入

•把txt格式的文献导入













使用 Cite While You Write™ 插件
即时创建文中和文后参考文献

Find Citation(s)
自动连接到Endnote Web
查找所要引用的参考文献

此处需要引用Prof. Kuhlthau
发表于1991年的论文



输入Prof. Kuhlthau的姓氏

选中所需的引文

添加引文成功



Format Bibliography
格式化文中与文后的参考文献



提供3300多种期刊的参考文献格式

格式化后的文中参考文献

文后参考文献



按照Nature格式化后的参考文献



n 与Microsoft Word自动连接, 边写作边引用

n 自动生成文中和文后参考文献

n 提供3300多种期刊的参考文献格式

提高写作效率:

n按拟投稿期刊的格式要求自动生成参考文献, 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n对文章中的引用进行增、删、改以及位置调整都会自动重新排好序

n修改退稿, 准备另投它刊时, 瞬间调整参考文献格式

Endnote Web – 写作工具



提纲

• 认识ISI Web of Knowledge平台及Web of Science

• 利用SSCI/AHCI突破研究现况并进行课题创新

• 利用管理功能，跟踪课题的最新进展

• 利用数据库选择投稿期刊，更快更好地发表SCI/SSCI论文

• 利用Endnote Web高效率写作研究论文

• 利用ResearcherID促进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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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ResearchID促进学术交流



ResearcherID——全球学术人才库

115



ResearcherI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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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 Web of Knowledge: 
为科研人员研究工作流建立整合的创新研究平台

Web of Science
同平台其它数据库

与其它数据库的链接

EndNoteWeb

ScholarOne-

Manuscript Central

期刊引证报告JCR

基本科学指标ESI

ResearcherID.com

检索

分析

发现

写作

引用

审稿

评估

论文
发表

晋升/基金

论文提交

ISI Web of 
Knowledge



ISI Web of Knowledge 在科研人员的工作中

n 进行课题调研，获取思路，激发研究思想

n 跟踪某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

n 提供申报科研项目、申请国家基金所需科技信息

n 申请国际学术任职

n 开展国际合作，寻求高访和科研工作的合作伙伴

n 进行自我科研成就的评估

n 简化科研论文写作程序, 提高工作效率

科研人员



ISI Web of Knowledge 在研究生的学习和工作中

n 进行论文的开题查新工作、选取论文的研究课

题

n 跟踪某研究领域/某课题的最新进展

n 高效率地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

n 帮助选择投稿期刊,有助于其论文的发表

n 寻求未来的学习和工作机会

学生



n 进行科研成果的评价与分析

n 学科科研成果的评估

n 人才引进的评估

n 国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评估

n 验收项目或鉴定成果

n 为开展学位点的申报提供服务

n 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n 开展与企业的合作研发

ISI Web of Knowledge在科研管理人员的工作中

科研管理人员



ISI Web of Knowledge 在图书馆员的工作中

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开展深层次信息咨询服务

– 帮助科研人员尽快获得科技信息资源

– 帮助科研人员进行投稿期刊的选择

– 报道本机构的每年度SCI/SSCI、ISTP论文收录情况和分析

其科研影响力

– 提供论文收录及引用检索报告，为职称申报、学位点的申报

、国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申报、基金申请、科研成果的评

价提供服务

– 方便图书馆人员自身申请软课题

– 有助于图书馆开展查新工作

图书馆员/信息专家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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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共享
• 本公司中文网站下载ISI Web of knowledge培训资料

•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isiwebofknowledge/

• 本公司中文网站下载Web of Science培训资料

•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webofscience/

• 本公司中文网站下载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培训资料

•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journalcitationr
eport/

• 本公司中文网站下载BIOSIS Previews培训资料

•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BPtrainingsession/

• 本公司中文网站下载Inspec培训资料

•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inspectrainings
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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