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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SCIE   SSCI    

A&HCI
CPCI-S   CPCI-SSH

2



期刊
技术报告

会议文献

专著

学位论文
专利

1969生命科学

1969物理/电子电气/信息科技

1880心理学与精神病学

1973农业/应用生物科技

1969食品科技

1945所有领域 - 科学/技术/社会科学/艺术人文

1200万基本专利 – 化学/生化/电子电气/工程技术 1966

1990所有领域 -- 科学/技术/社会科学/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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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0种学术期刊
•100年科技文献与引文
•3,100万发明专利
•6万个学术会议
•机构知识库

•管理参考文献
•管理检索策略
•定题/引文跟踪(Email/RSS)
•管理全文

ISI Web of Science: 

为科研人员研究工作流建立整合的创新研究平台

Web of Science

Hosted Contents

Link

EndNoteWeb

ScholarOne-

Manuscript Central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ResearcherID.com

search

analyze

discover

write

cite

review

evaluate

publish

promote

submit

ISI 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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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科研工作的全程信息需求！



WEB OF SCIENCE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BIOSIS Previews®

MEDLINE®

…… 

JCR Others

SCIE
SSCI

A&HCI

CPCI-S

(ISTP)

CPCI-SSH

(ISS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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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资源



View in different language

All Databases: To search all the databases

on WEB OF SCIENCE at on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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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a single database to 

search



Select the database which 
you need, e.g.: S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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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仅仅是个数据库？为什么能
成为重要的学术评价工具呢？

覆盖了的哪些学科领域？

涵盖了哪些期刊？

这些期刊在学术界处于什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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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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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刊不选论文

每一项有意义的文献类型都在数据库收录范围内：论文、综述、新闻、传记、

书评、更正、勘误、社论材料、书信、会议摘要、消息报道、再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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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森路透网址：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D

查找某一特定期刊
按期刊首字母浏览SCI所有期刊

浏览SCI所有学科领域及相应期刊

查询SCIE收录的所有期刊及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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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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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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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引文索引——收录论文的参考文献并索引



特色：引文索引——收录论文的参考文献并索引

SCI的杀手锏哦！

16



论文的被引用情况----
评价论文和期刊的水平或影响的重要指标

• 论文的被引用数(Times Cited)是指某一篇论文

被引用的次数(在国际上指SCI/SSCI/A&HCI等)。

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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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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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Cited 
References

1993
1991

1995

1980

2003Times 
Cited

Related 

Records

2003

2004

1999

2002

1994

2004

 Citing 

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

沿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道路…

… Cited References 越查越旧

Times Cited 越查越新

Related Records 越查越深

1998

分析：

学科分布、发展趋势、
机构/作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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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评价之外，更重要的是…

• 利用SCIE中的排序及分析功能可以在国际范围内

跟踪课题的来龙去脉、最新进展，选择合适的研

究课题，查找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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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SCIE进行选题

• 从一个主题角度开始

 找出主题词

 检索并从中找到研究的思路

• 从一篇高质量论文开始

 了解目前论文所涉及到内容的最新动态

 现有的理论基础和经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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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需要的是知识，以
及揭示知识的工具！



目标

了解研究课题的背景？

了解研究课题的未来发展方向？

了解研究课题的最新动态？

获得课题研究的思路？

选择适合的期刊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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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历——1943年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并于麦吉尔大学

学习生物学和化学。曾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并于

1968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70年起就职于洛克菲勒大学，

1988年起任该大学免疫学教授，同时担任其免疫学和免疫

疾病中心主任。

• 成果——发现免疫系统树突细胞（Dendritic Cells，DC细

胞）对于自适应系统的重要作用，及其在适应性免疫反应、

即以自身调控方式适应并清除体内微生物过程中的作用，

构成免疫反应的后续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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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SCI了解树状细胞近10年
的研究情况



布尔逻辑算符

检索包含所有关键字的数据。

标题： “stem cell*” AND lymphoma

检索含有“stem cell”或者”stem cells”同时含有及词语 “lymphoma”。 等
效于检索“stem cell*” lymphoma

检索的数据中至少含有一个所给关键字。用语检索同义词或者词的不同
表达方式

标题: aspartame OR saccharine OR sweetener* 

检索至少含有一个关键字的数据。

排除含有某一特定关键字的数据

标题: aids NOT hearing

检索含有“aids”的数据，排除含有“hearing”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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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dcards 通配符

符号 意义

*
零个或多个字符

gene*

gene, genetics, generation，词形变换

$ 零或一个字符

colo$r

color, colour，英式拼法及美式拼法

? 只代表一个字符

en?oblast

entoblast, endoblast，拼写时的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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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 Search 近似检索

词组检索 如果希望精确地检索某个短语，应将其放置在引号内。

范例:  “stem cell”

Same Same算符连接的关键词必须在同一句话(标题、文摘、关

键词、作者地址)内，但关键字前后顺序不限。

范例:  stem SAME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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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算符的优先次序:（ ）> SAME > NOT > AND > OR



其他检索事项
• 检索人名不区分大小写，姓在前，名在后且仅输入第一个字母

• 检索项包含符号，检索时符号可用空格代替，在检索结果中仍能正常显示
符号。
输入 “2 4 dinitrotoluene” 检索出 2,4-dinitrotoluene
输入 “x ray”  检索出 x-ray 和 x ray

• 检索项含希腊字母，需将字母拼出
输入“beta carotene” AND “alpha omega”
检索出 Electroabsorption spectroscopy of β-carotene and α,ω-
bis(1,1-dimethylheptyl)-1,3,5,7,9,11,13,15-hexadecaoctaene

人名 输入

Stephen Hawking hawking s

Zhong nan-shan zhong ns 

Uzonyi Sandor uzonyi s or sandor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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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检索词

选择检索
年限

确定检
索字段

"Dendritic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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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免疫学

No.2 血液学

No.3 细胞生物学

No.4 肿瘤学

No.5 研究实验医学

No.6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No.7 皮肤科学

No.8 胃肠病学与肝病学

No.9 移植

No.10 病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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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性文献提供了：

•国际上该研究领域的国外有关研究现状、水平和发展趋势
•揭示理论的渊源及演进过程
•经作者精炼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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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被引用次数
最高的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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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结果进行分析来
了解课题的背景及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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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分析功能 - 能够处理50万条记录

多层次的限定与精确的检索:

 发现某研究领域的隐含的发展趋势

 把握学科领域的最新动态

 了解某特定课题在不同学科的分布情况

 获取某学科领域的核心研究人员的信息

15个字段的深入分析：

 著者

 出版年

 研究机构

 来源期刊

 学科领域

 国家/地区

 文献类型

 文献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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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作者分析，了解该领域
最出色的科研人员

- 选择小同行审稿专家

- 选择潜在的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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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国家分析，了解该研究
主要集中在哪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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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机构分析，找出该领域
最尖端的研究机构，
提供科研合作的选择，
甚至可作为个人考研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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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基金提供机构分析，
寻找科研经费的来源

40



41

按研究方向分析，了解
课题侧重方向及快速筛选相关度高的论文，

发现学科交叉情况



按出版年分析，
了解课题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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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论文篇数 917 943 1002 1201 1292 1498 1411 1448 1529 1334 1330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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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来源出版物分析，
可作为投稿指南

IF: 5.745——较难
IF: 10.558——很难
一审周期：超快,1-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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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该课题Mathematical

& Computational Biology

（计算生物学）跨学科研究

内容较新颖，发文量不多，

还有很大拓展空间，较易产

生成果，值得作为科研选题。

罗列的结果
隐藏的信息

这就是知识



利用被引次数，找出该研究领域最有

影响力的文献，从其入手

Tips1：学会“抓两头”：一头是经典文

献，一头是最新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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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3：追踪阅读 ——找到相关的最新或权威论文

后从其参考文献向前追溯最重要的参考论文，并

了解该论文的研究背景

先读摘要，了解文献大意

Tips2：学会略读和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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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施引文献中了解该
课题的后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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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WoS获取思路，激发研究思想

利用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被引文献检索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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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为

检索起点进行被引文献检索Cited Reference Search

被引文献检索能够帮助您发现:

 某篇论文/某部论著/某期刊被引用过多少次？以揭示其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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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某个研究问题后来有没有勘误和修正说明?

 …… 50



• 2002年知名华裔艾滋病研究专家何大一（David 

Da-i Ho）在Science 发表论文Contribution of 

Human  -Defensin 1, 2, and 3 to the Anti-HIV-1 

Activity of CD8 Antiviral Factor提出了人类阿
尔法防御素是抵御HIV病毒的重要因子。

• 这种理论是否是可行的? 可以用在哪些领域?

能否应用并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还可能进行
的新的工作还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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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输入被引用作者、被引文献名、被引文献发表年

输入“何大一”的
英文名称Ho DD

输入刊名Science

输入年份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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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完成检索”

2.在引文索引列表中选择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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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献就是在借鉴何大一

的研究成果基础上

进一步展开的研究和探索

按照出版时间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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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最新的文献，了解
何大一的理论最新的发

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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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科分析，了解何大一的研究
成果被应用到哪些领域

可否利用该理
论做一些SARS

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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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果中检索“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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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CIRED 
REFEREBCES

SEARCH

A KNOWN ITEM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ARTICALS 
THAT HAVE 
CITED THE 

KNOWN ITEM

BASIC 
SEARCH

KEY 
WORDS

RELATED 
ARTICALS 

TO THE 
TOPIC



• 首先，有多少相关的期刊论文？

• 关于Language Acquisition方面的研究有哪些综述性的论文？

其中哪些是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影响力最高的）？

查找SSCI及A&HCI中language acquisition研究
的相关文献



输入 language* same acquisition



检索结果过少？

主题：限定在标题、摘要、作者、
关键字中检索



No.1 语言学

No.2 心理学实验

No.3 教育研究

No.4 心理发展

No.5 心理学跨学科研究

No.6 听力语言病理学

No.7 康复

No.8 文学

No.9 心理教育

No.10 行为科学



研究性论文：严谨

会议论文：新颖

综述：全面,尤其是被引用次

数多的



可直接下载全文

快速锁定高影响力的论文

排序方式: 被引频次（降序）



• 其次，该问题研究态势如何？

• 国际上关于Language Acquisition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哪些具体

的方面？如何获知这些信息？

• 国际上有哪些期刊主要发表关于Language Acquisition研究的

论文？哪些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在进行Language Acquisition

研究？

• 如何获取相关论文的原文？



通过分析检索结果来

了解这些文章有哪些特征
及可借鉴之处？



分析：高产作者不多；

这些作者是潜在学习、

交流、合作对象。



分析：美国在该领域走在世界前列，
可筛选特定区域的论文进行深入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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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同行科研进展



快速筛选相关度高的论文，
发现学科交叉情况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论文篇数 917 943 1002 1201 1292 1498 1411 1448 1529 1334 1330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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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来源出版物分析，
发现投稿信息



结论：该课题与计算机科学

跨学科研究内容较新颖，发

文量不多，还有很大拓展空

间，较易产生成果，值得作

为科研选题。

罗列的结果
隐藏的信息

这就是知识



Web of science的其他功能

• 创建引文跟踪,了解该论文今后的被引用情况

• 创建定题服务,随时跟踪课题最新进展

• 管理参考文献：Endnote Web模块（待续）

• 其他：

– 我的 ResearcherID

– 培训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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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用户可以利用数据库
的个性化服务功能



创建引文跟踪服务,紧贴该论文今后的被引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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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定题推送，轻松追踪课题最新动态

79

RNA interference  AND  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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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所需的检索式
创建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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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电子邮件跟踪

输入邮件地址

选择电子邮件频次

设定定题推送后，以后每周数据库会将本周内关于“SARS AND RNA 

interference”更新的相关研究内容发送到你的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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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参考文献： EndNote Web 模块 - 建立

基于Web的 My Library，组织管理文献资源并应用

于论文写作（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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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了一个小时，WOS没全文，还不
如搜Google，老师不靠谱啊……



• 信息量大，是跨学科、跨出版商的综合检索工具；

• 期刊源经专家筛选，提供最核心、最权威的论文；

• 提供论文最精华的内容；

• 通过比较被引频次，可找出本课题最权威论文。

• 通过引文追踪，可以得知课题进展，跟踪最新研究热点；

• 通过论文在不同领域的引用状况，可了解学科交叉趋势。

小结：为何做课题要从引文索引/文摘库开始

课题入手正确方法：
先查引文索引/文摘库，在充分阅读文摘，掌握课题现状后，选
取一部分文献，获取全文深入学习。

索引/文摘的
作用

引文的作用



•22,000种学术期刊
•100年科技文献与引文
•3,100万发明专利
•6万个学术会议

•分析研究趋势
•发现技术热点
•揭示论文间的潜在联系
•提供引文报告

•在Microsoft Word
中边写作边引用
•自动生成文中和文
后参考文献
•提供2,300多种期
刊的参考文献格式

•管理参考文献
•管理检索策略
•定题/引文跟踪(Email/RSS)
•管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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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 Web of Science 在学习和工作中能
帮助我们？？

• 进行论文的开题查新工作、选取论文的

研究课题

• 跟踪某研究领域/某课题的最新进展

• 高效率地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

• 帮助选择投稿期刊,有助于其论文的发表

• 寻求未来的学习和工作机会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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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和建议，请联系：

 暨南大学图书馆信息咨询部

 Tel: 85225265

 Email: rdlib@jnu.edu.cn

mailto:rdlib@j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