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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 硕士 博士 博士后

一入科研深似海，从此假期是路人…….长路漫漫，文章遥遥无期~~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一入科研深似海，从此假期是路人…….长路漫漫，文章遥遥无期~~科研难做….耐得住寂寞，忍得住诱惑……同时还要跟发际线作斗争……也是十分不容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WOS助力科研，早日毕业，多发优秀成果的同时，保持浓密的发际线~



AGENDA

• 基本概念：SCI与Web of Science

• 成功选题：利用SCI把握全球研究现状

• 便捷跟踪：随时随地了解科研动向

• 快乐写作：一键搞定参考文献

• 轻松投稿：了解期刊，精准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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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眼中的世界 科学家眼中的世界

眼界决定高度，格局决定结局

做好科学研究，掌握充分信息是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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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录引文索引 总计超过210,000个

· CPCI – S       科学技术类会议录

· CPCI – SSH  人文社科类会议录

期刊引文索引 期刊总数超过 14,000多种

· SCIE       自然科学类期刊 9,200多种

· SSCI       社会科学类期刊 3,400多种

· A&HCI   艺术与人文期刊 1,800多种

· ESCI        7,800多种期刊

图书引文索引 总计超过100,000种

· BKCI – S 科学技术类图书

· BKCI – SSH   人文社科类图书

化学类数据库

• IC

• CCR

包括超过100万种化学反应信息及

420万种化合物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的涵盖范围

收录内容始于2015年，提供了在最新或新兴研究领域中学术出
版和引证活动的视野，将帮助用户了解科学研究的新兴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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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dford’s law
根据文献计量学中的布莱福德定律，在各个学
科领域中，少数的核心期刊汇集了足够的信息，
反映了科学发展中最重要的成果与进展。

Web of Science   择优收录 动态遴选 保持收录期刊的高水准

SCIE期刊数据库新增49种期刊，删除2种期刊（ 2019.08月）

读文献，越多越好吗?
最优质的文献，给最优秀的你



猜一猜，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收录了多少文献？

• 7,400万+文献

• 250+学科

• 20,000+期刊

• 20万+会议录

• 10万+科技图书的题录摘要

• 回溯百年（SCIE,SSCI-from1900）

140多个国家

30000多家机构用户

都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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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SCI是什么关系？

SCI-Expanded(常说的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自然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Web of Science 全库

涵盖SCI，SSCI(社会科学)，AHCI(人文艺术)，
CPCI(会议)，BKCI(图书)等库

涵盖BIOSIS(生命科学&生物)，CABI(农业)，
FSATA(食品)，SciELO(葡萄牙西班牙)等库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

物理、电气电子工程等期刊
和会议索引Inspec

综合性的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
相关索引BIOSIS系列

韩语……库

俄罗斯……库

拉丁美洲，葡萄牙，西班牙……库

动物生物学……库

SCI

专利索引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食品科学……库

数据集……库



首先，登陆Web of Science界面



登录方法一： 从图书馆入口进入



登录方法二： www.webofscience.com



Web of Science三大主要页面



主页面

功能模块入口（Web of Science, Endnote, Kopernio）



检索页面

点选文献标题进入全记录界面

优先级排序

精炼检索结果



全纪录页面

引文网络显示区

施引文献

参考文献

相关文献



成功选题 >> 便捷跟踪 >> 快乐写作 >> 轻松投稿
• 如何了解课题前沿？

• 如何判断该课题是否值得研究？

• 如何找到想要的文献？

• 如何快速锁定高价值的文献？



案例:探索进行粒子群优化算法相关研究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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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群优化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PSO）

粒子群优化算法，又称鸟群觅食算法，1995 年由Eberhart 博士和kennedy 博士提出，源于
对鸟群捕食的行为研究 。

• 粒子群算法在对动物集群活动行为观察基础上

• 利用群体中的个体对信息的共享使整个群体的运动在问题求解空间中产生从无序到有序

的演化过程

• 从而获得最优解

有潜力的应用包括：
系统设计、多目标优化、分类、模式识别、调

度、信号处理、决策、机器人应用等

具体应用实例有：
模糊控制器设计、车间作业调度、机器人实时

路径规划、自动目标检测、时频分析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2%92%E5%AD%90%E7%BE%A4%E4%BC%98%E5%8C%96%E7%AE%97%E6%B3%95/250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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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

检索式：
主题=Particle* swarm* optimiz*
数据库=SCI-EXPANED，CPCI-S
时间跨度=1900-2019



划重点：巧用运算符/通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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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nd BA or B A not B

A BA BA B

运算符（英文） 检索结果 检索式 作用

" " Shaw Bernard “Shaw Bernard" 精确检索短语

* gene, genetics, generation等 gene* 代表≥0个字符

？ women;woman等 wom?n 代表1个字符

$ color,colour等 colo$r 代表0或1个字符

NEAR/x
canine NEAR/10 virus 
canine NEAR virus

NEAR代表所链接的两个词之间的词
语数量小于等于N，默认的使用Near
的缺省值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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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式怎么写？

扫一扫全知道！

Get More… /更多检索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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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 42,72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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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0+篇文献？

这么多文献要先看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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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精炼”选项

锁定目标文献
（越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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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锁定高价值文献方法之一

看综述（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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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锁定高价值文献——看综述

Step1：文献类型-选择“REVIEW”综述

文献类型 - 快速检索到与该研究相关的
图书、期刊、综述、会议等

Step2：选择“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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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锁定高价值文献——看综述

检索结果：402篇

402篇综述性文献提供了：

• 国际上该研究领域的有关研究现状、水平和发展趋势

• 揭示理论的渊源及演进过程

• 告诉你本课题有什么人在研究、达到什么水平、存在什么不足

以及正在向什么方向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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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锁定高价值文献方法之二

高被引文献&热点文献



快速锁定高价值文献—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快速锁定高价值文献—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检索结果：34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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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论文

（Top Paper）

高被引论文

(Highly Cited Paper)

过去10年中发表的论文,被引用次数在同年

同学科发表的论文中进入全球前1％

热点论文

(Hot Paper)

过去２年中所发表的论文,在最近两个月中

其影响力排在某学科前0.1%的论文

划重点：ESI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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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锁定高价值文献方法之三

锁定特定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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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查看Web of Science类别

Step1: 在“Web of science类别” 中点击“更多选项/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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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查看Web of Science类别

Step1：选择“AUTOMATION CONTROL SYSTEMS”

Step2：选择“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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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查看Web of Science类别

检索结果：4,6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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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锁定高价值文献方法之四

被引频次（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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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锁定高价值文献——被引频次（降序）

被引频次降序排列

经典文献之 粒子群优化：发展、应用和资源
综述了1995年粒子群优化算法诞生以来，

相关的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方面的发展、应用和资源



发现最有价值文献

施引文献：1,551篇

经典文献之 粒子群优化：发展、应用和资源
综述了1995年粒子群优化算法诞生以来，

相关的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方面的发展、应用和资源



发现最有价值文献——通过施引文献追踪后续研究

1,551篇施引文献的全部记录列表

结合“被引频次降序”优先阅读
最受关注的高影响力文献

粒子群优化用于解决电力系统中的
非线性优化问题

基于粒子群优化预测晶体结构

提出了一种比经典粒子群算法（PSO）搜索
效率高的自适应粒子群算法（APSO）



经典文献之 粒子群优化：发展、应用和资源
综述了1995年粒子群优化算法诞生以来，

相关的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方面的发展、应用和资源

发现最有价值文献

参考文献：38 篇



38篇参考文献的全部记录列表

发现最有价值文献——通过参考文献追溯前序工作

粒子群优化算法的开山之作
1995年，Kennedy 和Eberhart 通过研究鸟群和鱼群的捕食行为提出



经典文献之 粒子群优化：发展、应用和资源
综述了1995年粒子群优化算法诞生以来，

相关的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方面的发展、应用和资源

发现最有价值文献

相关记录



发现最有价值文献——通过相关记录拓展文献视野

相关记录：29,328篇

文献越查越多的方法

共同引用的参考文献：9

共同引用的参考文献：9

按照相关性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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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论文甲 论文乙

Synthesis of Amino Acids

Synthesis and/or collection of 
Synthesis and/or collection of amino 
acids is critical for cell survival. They 
not only serve as the building blocks 
for proteins but also as starting 
points for the synthesis of many 
important cellular molecules 
including vitamins and nucleot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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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sis of Amino Acids

Synthesis and/or collection of 
Synthesis and/or collection of amino 
acids is critical for cell survival. They 
not only serve as the building blocks 
for proteins but also as starting 
points for the synthesis of many 
important cellular molecules 
including vitamins and nucleotides.

更多信息
开拓思维

划重点：相关记录



三维度检索——梳理课题脉络

相关记录

2004

1999

2002

1994

引用

越查越广

2010

2003

施引文献 2008

2006

 越查越新

2002

参考文献

1993 1991

1998

1980

 越查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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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引文献

原始文献

参考文献

1 2←相关记录→

打破了传统的学科分类界限

揭示某一学科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反映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的关系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那大家现在是否体会到，通过这样一个相关引文的查询过程，我们就可以了解该课题继承了什么样的前序理论基础，后续有哪些新的发展和应用，以及快速锁定与该课题相似的工作。这个时候，一篇篇文献就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存在，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就像是树枝树干纹理走向一样，在我们的脑海里形成了一幅思维地图，这个课题的前世今生，学术脉络也就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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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影响力的经典文献有了，

想看最新前沿研究文献怎么办？



锁定最新文献—日期（降序）

发表日期
降序排列

被引频次0？是否意味着该文章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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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使用次数

对某条记录的全文链接得到访问或是对记录进行保存的次数

“使用次数-最近180天”  —— 最近 180 天内

“使用次数-2013年至今”—— 从2013年2月1日开始

•使用次数记录的是全体 Web of Science 用户进行的所有操作，而不仅仅限于
您所属机构中的用户。

•使用次数每天更新一次。

用 户 行 为 最 受 关 注 的 文 献

访问量 保存次数



用户行为决定的指标——使用次数

使用次数折叠状态

对2019年的69篇最新文献
进行使用次数降序排列

可选择
使用次数2013至今
使用次数 最近180天

使用次数打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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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课题值得进行研究吗？
（该课题的总体发展趋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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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总览研究成果——创建引文报告

创建引文报告

<10000篇文献，可进行引文报告创建

>10000篇文献，先精炼，再创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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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总览研究成果——创建引文报告

每项平均引用次数：8.32

施引文献总数

被引频次按年份的分布

4,613篇文章按年份的分布 被引频次总计：38,368



一体化总览研究成果——创建引文报告

迅速锁定领域内的高影响力论文逐年的分
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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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结论，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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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知彼——全方位审视当前研究成果

近____年来，关于_________________的研究方向，全球呈现________趋势，其中较多的论文

成果来自于__________(国家/地区) 。发表课题相关论文较多的研究机构有____________。

全球的研究人员主要从___________等领域对相关课题进行研究，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__________等领域的研究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视角和灵感。

相关课题的研究成果目前主要发表在____________等期刊上。在相关研究领域中，_________

等几位学者有较多的论文产出。

影响力较高的几篇论文分别来自于_____(国家/地区)的______(机构)的______学者。

近半年来_________方向引起了较多科研人员的关注。

选择__________综述文章作为快速了解这个课题的切入点。

最新的研究进展指出，该研究方向目前发展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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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审视
当前研究成果

分析检索结果(多达16种选项)



全方位审视当前研究成果——分析检索结果

全球有哪些高校/机构在进行该领域的研究？

机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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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东北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院

印度理工学院系统IIT系统



全方位审视当前研究成果——分析检索结果

哪些期刊喜欢发表该领域的文章？  需要重点关注哪些期刊的最新文献

 选择投稿期刊



全方位审视当前研究成果——分析检索结果

有哪些国家在进行该领域的研究？

国家/地区

论文产出Top 3:
PEOPLES R CHINA
INDIA
USA



全方位审视当前研究成果——分析检索结果

分析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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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审视当前研究成果——分析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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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了解该领域的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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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ivate Analytics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发布
《2014研究前沿》 《2015研究前沿》《2016研究前沿》 《2017研究前沿》
《2018研究前沿》《2018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报告

《2018研究前沿》报告依托于中国科学院
杰出的文献分析实力，根据科睿唯安Web
of Science和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基础科学指标，简称ESI）的高质量数据，
遴选出了2018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 10
个大学科领域排名最前的 100 个热点前沿
和 38 个新兴前沿。

研究前沿报告——每年发布，汇聚最新前沿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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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前沿报告——计算机科学与工程领域（2018）



成功选题 >> 便捷跟踪 >> 快乐写作 >> 轻松投稿
• 定题跟踪

• 引文跟踪

• EndNote Online帮你管理海量文献

• 获取全文—神器Koper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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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每天都在更新

如何快速追踪最新研究成果？



自动跟踪最新进展——创建跟踪服务

创建定题跟踪服务

每日，每周，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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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跟踪最新进展——创建跟踪服务

检索结果有更新，邮件自动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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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引用了我/我关注的文章？



谁引用了我发表的文章？——创建引文跟踪

创建引文跟踪服务



谁引用了我发表的文章？——创建引文跟踪

有人引用了本文章，邮件自动提醒



如何取消跟踪服务？



如何取消跟踪服务？



76

如何取消跟踪服务？

有效期半年

1. 点击“编辑”



77Insert footer

如何取消跟踪服务？

2. 把“打开”勾选掉



EndNote online

文献管理神器了解一下！

有用的文献找不到了！！！



EndNote online——保存至Endnot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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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勾选所需文献

导出至Endnote online

Step2：点击“导出至Endnote Online”
（若未出现该选项，进入“更多”进行点选）



EndNote online——保存至Endnote online

导出成功的文献，旁边出现En小图标



EndNote online——如何进入？

从页面顶端功能模块的 Endnote 入口进入



有效地组织管理自己的参考文献

EndNote online——如何进入？



EndNote online——支持从第三方资源导入



如何快速获取全文？



划重点： kopernio（一键获取全文 ）



Step1：点击全文链接，进入全纪录页面

Step2：努力搜索ing

几秒钟之后…
Step3：找到全文

划重点： kopernio（一键获取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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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查看全文

划重点： kopernio（一键获取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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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kopernio（一键获取全文 ）



一键获取全文Kopernio

如何下载安装？



（2018年7月统计数据）

一键获取全文小插件——Kopernio：如何下载？

方式一：页面顶端功能模块处的Kopernio入口

方式二：www.kopernio.com



推荐浏览器

一键获取全文小插件——Kopernio：如何下载？



更多全文获取方式

出版商处的全文

开放获取（OA）

图书馆馆际互借

Email作者索取
（终极大杀器）

免费全文网站



成功选题 >> 便捷跟踪 >> 快乐写作 >> 轻松投稿

• 如何一键插入参考文献？

• 如何快速调整参考文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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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领域、不同期刊的参考文献格式不尽相同

参考文献格式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我们文章投稿的成功率



EndNote online——实现word与Endnote online之间的对接

下载安装“边写作边引用”小插件



Step1:点击“Endnote”选项

Step2:点击“Insert Citations”选项

EndNote online——如何插入参考文献？



EndNote online——如何插入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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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在跳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关键
词查找到所需文献

Step4: 选中文献点击“insert”



EndNote online——一键插入参考文献



EndNote online—— 一键更改格式

99

“Style”选项卡中，已经预设了多种期刊的引文格式



文献写作好帮手—EndNote Online

•自动生成参考文献

•提供数千种期刊的参考文献格式

•对文章中的引用进行增、删、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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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匹配最适合的投稿期刊



成功选题 >> 便捷跟踪 >> 快乐写作 >> 轻松投稿
• 如何选择合适的期刊发表论文？

• 如何提高SCI投稿命中率？

• 如何查看目标期刊是否被SCI收录？



如何选择合适的期刊发表论文？



如何选择合适的投稿期刊？

PSO论文主要来源期刊
方法：分析检索结果>>来源出版物



EndNote online——找到最合适您投稿的期刊



EndNote online——找到最合适您投稿的期刊

推荐合适期刊，提高投稿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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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 online——找到最合适您投稿的期刊



什么是期刊影响因子J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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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什么是期刊影响因子JCR？

JIF（Journal Impact Factor）
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报告年份（JCR 

year）中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这两年内

发表的论文总数

IF2007=

回溯年

发表年 2015 2016 2017 2018

2015年和2016年发表的文献在2017年被引用的次数

2015年和2016年发表的文献数

一本期刊只有在被SCI收录两年之后才会有自己的影响因子

用于评价期刊学术影响力的

重要指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BA%E6%96%87/149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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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阅一本期刊的影响因子？

当年的影响因子&
最近5年的影响因子

• 所属JCR学科类别，
• 在该类别中的排序
• 所在JCR分区

由此处可进入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在考虑影响因子时，还需要结合期刊的JCR分区，可以帮助了解期刊在本学科的相对排名和学术地位。例如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2018年影响因子为3.570，单纯看影响因子，不到四分，可是结合JCR分区，其影响因子在护理学期刊中排名第一，JCR分区为Q1，是护理学领取的核心位置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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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什么是JCR分区？

期刊1 影响因子133

期刊2 影响因子88

……

期刊25 影响因子65

期刊26 影响因子58

……

期刊50 影响因子33

期刊51 影响因子27

……

期刊75 影响因子15

期刊76 影响因子8

……

期刊100影响因子3.7

前25%  JCR Q1区间

26%-50%  JCR Q2区间

51%-75%  JCR Q3区间

76%-100%  JCR Q4区间

某个Web of 
Science学科内所
有期刊按照影响因
子降序排列

JCR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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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JCR分区 vs 中科院期刊分区 有什么不同？

某个学科内所有期刊
按照3年平均影响因子
降序排列

期刊1
3年平均影响因子23.6

期刊100 
3年平均影响因子1.58

期刊5
3年平均影响因子19.7

前5%  中科院分区Q1区间

S=剩下95%期刊3年平

均影响因子之和

Q2区间期刊3年平均影

响因子之和=S/3

Q3区间期刊3年平均影

响因子之和=S/3

Q4区间期刊3年平均影

响因子之和=S/3

中科院期刊分区



投稿有坑，如何避免？



从Web of Science关注某期刊的年发文量

oncotarget 出版物名称



从Web of Science关注某期刊的年发文量

20142017

252篇

9,598篇

20132017

发文量暴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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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作者来源过于集中在某一国家的期刊

方法：分析检索结果>>国家/地区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在各学科SCI源期刊中，有些期刊属于交叉学科，有些期刊属于单一学科，根据论文的内容选择所属范围恰当的期刊，可增加投稿论文的命中率。 



什么是被镇压和被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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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被镇压和被剔除？
SCIE期刊数据库新增49种期刊，删除2种期刊。

SSCI期刊数据库新增13种期刊，删除1种期刊。

AHCI期刊数据库新增2种期刊，删除1种期刊。

【官方发布】SCI等四大数据库收录期刊变化-201908



什么是被镇压和被剔除？

• 被JCR镇压的期刊：

• 只是没有计算最新的影响因
子，并不代表其出版的文章
不再继续被SCIE/SSCI收录。

• 主要原因：

• 自引率过高或者互引率过高

镇压 剔除
期刊剔除：
指的是这本期刊新发表的文
章不再被SCIE/SSCI收录了。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一本期刊自引率过高或者互引率过高，会被镇压（Suppressed），即被放入黑名单，JCR 数据库将不公布影响因子。若该期刊后期不整改，将会被剔除（Dropped） 



什么是被镇压和被剔除？

2015年消失的影响因子

关于被镇压的说明



如何避免将稿件

误投入掠夺性期刊？



更可怕的……期刊也有山寨版……

真真假假？你需要火眼金睛

https://jokulljournal.is http://www.jokulljournal.com

真 假



更可怕的……期刊也有山寨版……

真真假假？你需要火眼金睛

https://www.engtech.org/jet/ http://www.joetsite.com/

真 假



更可怕的……期刊也有山寨版……

真

假

Google搜索也难分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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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转至期刊投稿页

跳转至期刊首页

如何避免误投入掠夺性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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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期刊官网要关注什么？

Authors About the Journal



去期刊官网要关注什么？

投稿指南



去期刊官网要关注什么？



如何查看目标期刊是否被

SCI收录？



投稿——我的目标投稿期刊，是否被SCI收录？

扫码关注
期刊是否被SCI所收录

输入期刊名称，进行查询

主期刊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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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R每年更新后被剔除的期刊，仍可查询到最新的影响因子

不一定！

公布2017年影响因子

期刊被SCIE剔除2018.6

2018.7 JCR中仍保留其
2017年影响因子 扫码关注

SCI近12个月收录变动的情况

投稿——期刊有最新影响因子是否代表当前被SCIE收录？



Web of Science

约60分钟的时间，我们：
掌握至少2种文献检索方式

熟悉至少20个文献检索实用技巧

学会使用endnote和Kopernio两个实用小工具

找到靠谱的研究方向，轻松搞定课程论文，毕业论文

学会如何选择投稿期刊



你学会了吗

基本检索
查看综述

引文索引

查看参考文献

被引频次降序

日期降序

使用次数降序

创建引文报告

分析检索结果

匹配投稿期刊

kopernio一键下载全文
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查看相关记录

创建跟踪服务

边写作边引用

创建引文跟踪 查看论文全记录
查看施引文献

查看期刊影响力

查看Web of Science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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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科研——科睿唯安在线学院

科睿唯安在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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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科研——科睿唯安微信公众号

科睿唯安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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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聆听！

杜 萍
科睿唯安产品与解决方案团队

技术支持Email: ts.support.china@clarivate.com
技术支持热线: 4008 822 031 

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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