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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Web of Science数据库助力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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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SCI论文数量



3

苏州大学活跃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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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活跃研究人员

朱秀林：苏州大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博
士点学科带头人，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研
究所所长。现任苏州大学校长。

阮长耿：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现任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
血液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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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投稿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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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基金资助方向



报告提纲

n科学信息在科研过程中的作用

n Web of Science引文索引简介

n如何利用Web of Science为科研服务—一个你所不

熟悉的SCI

n如何让科学研究更有效率，更有乐趣 ？ — Web of 

Science的个性化功能

n小结：SCI 在工作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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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科学研究

掌握科技文献是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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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is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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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科技信息的“总路线”

快速地

准确地

最有用的信息



科技文献的获取和利用

文献的类型
零次文献：口头信息、未公开发表的文字资料（手稿、书信
、笔记等）；时效性强；大量而无序

一次文献：期刊论文、专利文献、科技报告、会议录等；研
究人员最终索取的文献

二次文献：检索工具；如SCI、EI、CA、PubMed/Medline

三次文献：选用大量有关的文献，经过综合、分析、研究而
编写出来的文献。 如：综述、评论、评述、进展、动态 等
；研究人员最终需要的文献



科研人员与科学信息的获取和利用

科研过程中合理利用文献

• 研究人员的文献平台可以由二次文献作为入口，满足整体
的需求；然后，通过这个入口来获取有用的高质量的全文
期刊（一、三次文献）来满足纵深的研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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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Knowledge 与 Web of Science



为全球研究人员
提供服务

Web of Knowledge 内容覆盖:

• 23,000+ 期刊, 4,000百万件专利, 6万个会议录, 
5,500 专业网站, 5,000本学术专著, 2 百万化学结构

Web of Knowledge 提供:

• 一个世纪的科学发展 - 100 年的科学引文

Web of Knowledge 服务于:

•2千万使用者，81个国家

•超过3,000家用户

•每天15万使用者



Web of Science

•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科学引文索引，SCIE）: ~8473种核心
期刊，可回溯到1899年

•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3031种核
心期刊，可回溯到1898年

•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 ~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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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 Book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BKCI-S) —2005-至今

• Book Citation Index -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BKCI-SSH)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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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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辅助工具：作者索
引，出版物名称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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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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家

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因为

“在二维石墨烯材料的开创性实验”而共

同获得了当年的Nobel物理学奖。



检索词: Graphene

检索字段：主题
检索数据库：SCI





科技文献的获取途径



Stop Searching         Start Discovering



快速锁定高影响力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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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of Science中的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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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记录的引文链接（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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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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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整体上把握课题
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快速锁定特定学科领域论文



快速检索到高影响力、最新的综述



帮助我们查找与课题最相
关的机构网站及研究者博
客



检索到与本课题最相关的互联网信息150条
，包含机构网站，科技新闻，研究人员博客
等内容，点击即可浏览



全方位的分析已有文献发现有用信息：
Ø 分析某研究课题的总体发展趋势。
Ø 找到该研究课题中潜在的合作者和合作机构。
Ø 对该课题领域的国家信息分析，例：国家内领先机构和高校等。
Ø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了解某一研究理论是如何发展和被应用的，
以发现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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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分析功能：

▪作者 ▪出版年 ▪来源期刊 ▪文献类型 ▪会议名称 ▪国家/地区

▪基金资助机构 ▪授权号 ▪团体作者 ▪组织 ▪组织 扩展 ▪语种

▪ WOS学科类别 ▪编者 ▪丛书名称 ▪研究方向



出版年分析：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以及判断

课题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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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出版年分析



著者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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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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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和地区：发现该领域高产出的国家与地区



利用此功能发现中国在该领域:

– 引领机构, 高产出, 高影响力的作者
– 经常发表中国作者论文的期刊
– 与中国学者合作的国家和机构
– 该课题在中国的发展趋势
–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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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报告呈现该领域的总体趋势

迅速锁定领域内的高影响力/高热点论文





PDF全文





利用Web of Science获取思路，激发研究思想

• 以一篇高质量的文章为检索起点进行被引参考文献检索Cited 

Reference Search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的特点：

• 以一篇文章、一个作者、一个期刊、一篇会议文献或者一本书作为检

索词,进行被引文献的检索. 在不了解关键词或者难于限定关键词的时

候，您可以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了解课题的全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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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何了解某篇论文/某部论著被引用情况？以揭示其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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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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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从一篇已知的研究论文入手选题

• 步骤一：在Web of Science中利用被引参考文献检索搜索在该研究
之后的相关进展

• 步骤二：对检索结果进行分析，了解研究的思路，选择空白点，设
计下一步的研究计划

案例：

Identifying molecular orientation of individual C-60 on a Si(III)-
(7x7) Surface

Hou JG, Yang JL, Zhu QS,etal,  

Physical Review Letters,83: (15)3001-3004, Oct 11,1999

用STM观测C60单分子在半导体材料表面取向研究工作的最新进展及其应用：



201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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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文献作者

被引著作

被引文献出版年





2012-9-27
62

类似的研究课题,将实验中
的硅替代为铂和钨?
是否还可以替代为其他??



报告提纲

n科学信息在科研过程中的作用

n Web of Science引文索引简介

n如何利用Web of Science为科研服务—一个你所不

熟悉的SCI

n如何让科学研究更有效率，更有乐趣 ？ — Web of 

Science的个性化功能

n小结：SCI 在工作中的应用



如何让科学研究更有效率，更有乐趣 ？

Web of Science的管理和写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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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Web of Science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 怎样利用ISI Web of Science 将有关课题的最新文献
信息自动发送到您的Email邮箱?

– 定题跟踪

– 引文跟踪



检索词: Graphene

保存检索历史,创建定题跟踪



保存检索历史,创建定题跟踪



创建定题服务,随时跟踪课题最新进展

定题服务：跟踪某课题, 某作者, 某机构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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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引文跟踪－随时掌握最新进展



高质量论文的收藏和管理

• 理想的收藏方式
– 能对我的参考文献进行统一管理收藏

– 可以对我的参考文献进行分类

– 可以对我的参考文献进行联合检索

Endnote Web



对于已有重要参考文献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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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组织管理手
头的参考文献

快速检索



手动输入



第三方资源的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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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对稿件的 “第一眼印象”

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期刊都有不同的参考文献格式要求

Endnote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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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插件：实现word与EndnoteWeb之间的对接



小插件：实现word与EndnoteWeb之间的对接



如何插入参考文献？



如何插入参考文献？



√



如何插入参考文献？

Sheng. L











如何统一做格式化处理？



Endnote Web – 文献的管理和写作工具

• 与Microsoft Word自动连接, 边写作边引用
– 自动生成文中和文后参考文献

– 提供3300多种期刊的参考文献格式

• 提高写作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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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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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修改退稿, 准备另投它刊时, 瞬间调整参考文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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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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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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分析检索结果进入到
相应的页面



来源期刊：

- 发现相关的学术期刊进行投稿

- 分析备选期刊的录用倾向性

-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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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记录页面点击JCR
链接，可以查看相应
期刊的影响因子以选
择合适的投稿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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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科研人员的合作与交流平台Researcher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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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科研人员的合作与交流平台Researcher ID 

• 研究人员唯一的ID号
• 建立论文列表
• H 指数
• 被引频次的时间序列分
• 总被引频次
• 篇均被引频次

http://www.researcheri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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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科研人员的合作与交流平台Researcher ID 











Web of Science帮助发现最重要和最相关
的信息

• 快速锁定本课题相关的高影响力的论文

• 追踪溯源 – 检索某个课题的综述文献

• 分析研究发展趋势

• 了解某特定课题在不同学科的分布情况,探索跨学科的研究

• 了解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关的机构

• 密切关注在该研究领域的顶尖的研究小组所发表的论文

• Cited reference search 帮助获取思路，激发研究思想



自从拥有了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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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





免费查询某期刊当前是否被SCI收录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mjl/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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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2号 融科资讯中心C座北楼610室
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集团

马亚鹏
技术支持: ts.support.china@thomsonreuters.com
Tel: 010-57601252
Fax: 010-828620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