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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2数据来源：http://www.most.gov.cn/tztg/201107/t20110712_88217_13.htm
数据收集日：2011. 7. 28

发展规划附录：重要指标和名词解释
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是指被科学引文
索引（SCI）收录的学术论文在发表后的一段时间内被引用的次数之和。



学科评估-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科学研究评价指
标
SCI, ESI, CS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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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排名指标体系现状

  ---中国校友会网《2015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大学排名

科学研究评价指标
SCI, SSCI, A&HCI, 
ISTP, ESI



   (举例)高校科研成果奖励政策

SCI, SSCI, 
EI,ISTP…



SCI、SSCI、
A&HCI、CPCI…

CSCD中国科学引文索引

InCitesInCites ESIESIJCRJCR EndNoteEndNote

DII德温特世界专利

汤森路透提供与评估相关的指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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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石油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SCI论文成果概览

  认识科研利器“Web of Science(SCI…), JCR, ESI ”数据库

  利用WOS了解研究现况，科学选题和进行创新性研究

     案例一：从研究热点入手

      案例二：从一本书入手

  科研工作者的信息必杀技

       文献收集手段：引文跟踪、定题跟踪与期刊快讯

       文献管理工具： Endnote /Endnote Web

       论文写作软件： Endnote /Endnote Web

       选刊投稿工具：JCR

  小结：Web of Science(SCI…), JCR, ESI在科研工作中的应用

提 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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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据平台开展科研绩效管理利用数据平台开展科研绩效管理

SCI: 228篇，
占全校论文
总量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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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据平台开展科研绩效管理利用数据平台开展科研绩效管理

展示机构总体影响力
论文总体产出趋势，影响
力情况以及“H指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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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论文产出分析研究人员论文产出分析

利用数据平台开展科研绩效管理利用数据平台开展科研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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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据平台开展科研绩效管理利用数据平台开展科研绩效管理

把握学科发展阶段
(各学科论文产出数量)

• 化学多学科
• 物理化学
• 化学工程 
• 高分子科学
• 晶体学
• 材料科学多学科
• 能源与燃料
• 应用化学
• 多学科科学
• 水资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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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主要发表
在哪些期刊上

分析学校研究人员的选刊倾向分析学校研究人员的选刊倾向

利用数据平台开展科研绩效管理利用数据平台开展科研绩效管理



JCR --- 根据期刊影响力数据以及学科对应关系给予奖励和政策性引导

利用数据平台开展科研绩效管理利用数据平台开展科研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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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分析基金资助分析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
专项基金
• 全国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
•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   ……

利用数据平台开展科研绩效管理利用数据平台开展科研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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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据平台开展科研绩效管理利用数据平台开展科研绩效管理

施引文献的机构——了解并筛选高效的科研合作机构

• 
• 中科院
• 浙江大学
• 哈尔滨工业大学
• 天津大学
• 马来西亚工艺大学
• 同济大学
• 南京工业大学
• ……



ESI – Highly Cited Papers 
东北石油大学的全球前1%高被引
论文

利用数据平台开展科研绩效管理利用数据平台开展科研绩效管理

高被引论文 – 过去10年中各年间所发表的

论文，其总被引次数排在学科前1%的论文

高被引论文 – 过去10年中各年间所发表的

论文，其总被引次数排在学科前1%的论文



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研究影响力定量数据统计排名，研究基线，研究前沿

研究影响力百分位（学科）

化学，2012年
发表，前1%阈
值46次



19

  东北石油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SCI论文成果概览

  认识科研利器“Web of Science(SCI…), JCR, ESI ”数据库

  利用WOS了解研究现况，科学选题和进行创新性研究

     案例一：从研究热点入手

      案例二：从一本书入手

  科研工作者的信息必杀技

       文献收集手段：引文跟踪、定题跟踪与期刊快讯

       文献管理工具： Endnote /Endnote Web

       论文写作软件： Endnote /Endnote Web

       选刊投稿工具：JCR

  小结：Web of Science(SCI…), JCR, ESI在科研工作中的应用

提 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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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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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of Science, JCR, ESI: 整合的创新研究平台
服务于科研工作的每一步

•Web of 
Science(SCI,SSCI…)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Biosis Previews

•EndNote

•AJE

Manuscript Central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InCites

ResearcherID.com

检索

分析

发现

写作

引用

评审

评估

发表

晋升/基金

投稿

Web of Scienc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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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Web of ScienceTMTM核心合集数据库简介核心合集数据库简介

DiversityDiversity

广度广度

QualityQuality

质量质量

DepthDepth

深度深度

UniqueUnique
DataData

独特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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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科学引文索引)     176个
学科的8678种高质量学术期刊 。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56个
社会科学学科的3158种权威学术期刊。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 
收录28个人文艺术领域学科的1744种国际性、高影响
力的学术期刊的数据内容 。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会议录引文索引– 自然科学版+社
会科学与人文版) 超过160，000个会议录，有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两个版本，涉及250多个学科。

 Book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图书引文索引–自然科学版 + 社会科学与人
文版) 截止至2012年收录60,239种学术专著，共560,000
多条记录，同时每年增加10,000种新书。

 IC/CCR(化学类数据库) 包括超过100万种化学反应信息
及420万种化合物。

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数据库——广度

截止日期至2014/12/08



期刊、会议、专利、
期刊、会议、专利、科技报告、图书等
科技报告、图书等……

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数据库——质量

筛选全球优质学术筛选全球优质学术
资源资源

Web of Science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Core Collection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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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数据库——深度

BKCI
2005年

CP
CI

19
9
0年

A&HCI
1975年

SC
I

SS
CI

19
00
年

  基于早期的期刊、报告、出版物来定位当前研究；
  追溯某一观点从首次提出至今的历史脉络与方法论；
  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检索，并跟踪百年的研究发展趋势。



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数据库——独特性
Citation Index Citation Index 引文索引引文索引

Dr. Eugene GarfieldDr. Eugene Garfield
Founder & Chairman Emeritus 
ISI, Thomson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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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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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Garfield认为：将一篇文献作为检
索字段从而跟踪一个Idea的发展过程
及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的关系。

Dr. Garfield认为：将一篇文献作为检
索字段从而跟踪一个Idea的发展过程
及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的关系。

     1963年出版 Science Citation Index 
     1973年出版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1978年出版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引文索引 VS 关键字检索

关键词的不断演变，造
成漏检，错过高影响力
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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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研究中的专业概念和术语不断演变
，研究的语言也会不断变化

• 基于文本的搜索可能会错过重
要的信息。

• 通过引文间的联系网络可以帮
助跨越术语的界限在信息中进
行探索。

科学的检索方式：

主题词+引文索引

引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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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记录

2004

2008

2002

1994

引用

 越查越广

2014

2013

施引文献
2011

2012

 越查越新

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沿着科学研究
的发展道路……

分析：
学科分布、发展趋

势、机构/作者等。

2010

参考文献

2001 2007

1998

2000

 越查越深

引文索引系统打破了传统的学科分类界限，
既能揭示某一学科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又能
反映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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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石油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SCI论文成果概览

  认识科研利器“Web of Science(SCI…), JCR, ESI ”数据库

  利用WOS了解研究现况，科学选题和进行创新性研究

     案例一：从研究热点入手

      案例二：从一本书入手

  科研工作者的信息必杀技

       文献收集手段：引文跟踪、定题跟踪与期刊快讯

       文献管理工具： Endnote /Endnote Web

       论文写作软件： Endnote /Endnote Web

       选刊投稿工具：JCR

  小结：Web of Science(SCI…), JCR, ESI在科研工作中的应用

提 纲



“科学的繁荣需要很多条件，但是在这众多的条件中，科学
家对本学科发展历史的了解、与同行的有效学术沟通显得尤
其重要，阅读科学文献正是帮助科学家达到这些目的的最好
途径。”
                                                             —— 乔舒亚 莱德伯格  

                                        (Joshua Lederberg, PhD)
                              1958年诺贝尔奖生理学/医学获得者



科研工作流程中与信息相关的问题

• 如何在海量的信息中快速检索到相关的、高质

量的信息？

• 如何高效地选题？如何有效地分析目前的研究

进展并确定新的研究方向？

• 如何及时跟踪某研究方向的最新进展，并有序

地管理所检索到的大量文献？

• 如何迅速提高论文写作的效率？

• 如何全面了解所发表论文及其期刊的影响力确

定投稿方向？



如何快速甄别和筛选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Where 
is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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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检索

分析分析

管理管理

写作写作

投稿投稿

检索
- 快速锁定高影响力论文，把握课题发展方向和趋势
特定学科领域论文
常被引文献/最新的综述
- 追溯课题的脉络，回顾经典文献（参考文献、施引文献
及相关记录）



分析
-全方位的分析已有文献发现有用信息

分析某研究课题的总体发展趋势。

 找到该研究课题中潜在的合作者和合作机构。

 对该课题领域的国家信息分析……
33

检索检索

分析分析

管理管理

写作写作

投稿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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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研究前沿
（从研究热点入手）



• 基于ESI研究前沿，经过科研
人员的解析和整理，汤森路
透与中科院面向全球发布了
《2014研究前沿》报告

• 报告中列出了前100个最受
关注的探索领域和44个新兴
研究前沿，并呈现了这些领
域的研究前沿及其背后的关
键机构、研究人员和核心文
献等信息。

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研究影响力定量数据统计排名，研究基线，研究前沿



案例一: 钯催化交叉偶联反应的相关研究

•钯催化交叉偶联反应(Palladium-Catalyzed Cross-Coupling 
Reactions )是一类用于碳碳键形成的重要反应，在有机合成中应
用十分广泛。

•钯原子就像“媒人”一样，把不同的碳原子吸引到自己身边，使碳
原子之间的距离变得很近，容易结合——也就是“偶联”。这样的
反应不需要把碳原子激活到很活跃的程度，副产物比较少，因此
更加精确而高效。

•应用于许多物质的合成

 研究和工业化生产。 

10月6日，201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名单公布：75岁的根岸英
一(Ei-ichi Negishi)、79岁的理查德•海克(Richard F. Heck)和80
岁的铃木章(Akira Suzuki)。他们在“钯催化交叉偶联有机合成
反应”方面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这三名科学家的科研成果如今
已经成为支撑制药、材料化学等现代工业文明的巨大力量。



主题： (Palladium or Pd) and (cataly* or accelerat*) and "cross coupl* react*"
数据库：SCIE



A  and BA or B A not B

A BA BA B

可以在Web of Science平台上检索时使用的运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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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分析：如何从整体
上把握课题的发展方向
和趋势？



快速锁定高影响力/最新的综述



快速锁定特定学科领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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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锁定特定学科领域论文



全方位的分析已有文献发现有用信息： 
 分析某研究课题的总体发展趋势。
 找到该研究课题中潜在的合作者和合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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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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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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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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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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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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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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中国哪些基金重视该领域/了解基金对课题方向的关注/资助



创建引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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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报告呈现该领域的总体趋势

通过引文报告中每年引用情况甄别
现在依旧活跃的研究成果

高影响力是对总被引频次的关注；
高热点是对最近几年被引频次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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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析：甄别和筛选
相关重要文献 



快速锁定高影响力的论文





通过引用该文章的施引文献施引文献发现该课题的研究发展方向和最新成果



通过文章背后的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寻找该课题的研究历史以及过去的
重要研究成果



理查德•海克(Richard F. Heck)的相关研究



根岸英一(Ei-ichi Negishi)的相关研究



铃木章(Akira Suzuki)的相关研究

• 从经典论文入手，追溯课题的来龙去脉



相关记录（Related Records)：

通过相关性文献获取更多科学线

索，开拓思路，跨学科研究



Web of Science中的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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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nthesis of Amino Acids

Synthesis and/or colle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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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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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cules including vita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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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important cellular 
molecules including vitamins 
and nucleot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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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sis and/or collection of 
Synthesis and/or colle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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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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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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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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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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甲 论文乙

     A              B        C                 D         E   F



利用相关文献（Related Records) 
—获取更多科学线索，开拓思路，跨学科研究

通过共被引文献数量
分析研究相关性



引证关系图：直观展现研究成果影响
力的辐射深度和广度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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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关系图：更直观地捕捉后续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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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引文索引－通过文献的引证关系了解课题的发展脉络

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洞悉整个科研脉络

Cited 
References
引用 的参考

文献

1993
1991

1998

1980

 越查越深

Related 
Records
相关记录

2004

1999

2002

1994  越查越广

2010

2003

Times 
Cited
被引频

次

2008

2006

 越查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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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石油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SCI论文成果概览

  认识科研利器“Web of Science(SCI…), JCR, ESI ”数据库

  利用WOS了解研究现况，科学选题和进行创新性研究

     案例一：从研究热点入手

      案例二：从一本书入手

  科研工作者的信息必杀技

       文献收集手段：引文跟踪、定题跟踪与期刊快讯

       文献管理工具： Endnote /Endnote Web

       论文写作软件： Endnote /Endnote Web

       选刊投稿工具：JCR

  小结：Web of Science(SCI…), JCR, ESI在科研工作中的应用

提 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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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一篇未被SCI收录或已收录的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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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 以A. Jorio（朱里奥）, M. S. Dresselhaus(米莉·德雷斯尔豪斯)及G. Dresselhaus(金·德
雷斯尔豪斯)教授 2008年出版的《 Carbon Nanotubes: Advanced Topics in the 
Synthesis, Structure, Properties and Applications 》一书为例：

  

 

     

71
2015-4-20

案例2：如何得知一本书中的理论是
    怎样发展和被应用的？

本书深入介绍了碳
纳米管的合成、结
构、性能和应用相
关知识

将石墨烯卷成筒状就是碳纳米管(CNT)，它是在1991年1月由日本NEC实
验室的物理学家饭岛澄男使用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从电弧法生产的碳
纤维中发现的，随后引起了物理科学和材料科学界的极大关注，至今已
成为纳米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并在理论研究和产品开发等领域发
挥着重要作用。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检索方式下拉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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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文献作者

被引著作

录入信息时需注意缩写情况，比如
人名：姓是全拼+名是首字母缩写；
刊物在WOS中对应缩写：比如EVALUATION & THE HEALTH 
PROFESSIONS对应为EVAL HEALTH PROF

被引文献出版年: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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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此书的文献达416篇,内容涉及了书中
理论及应用发展的不同角度的深入研究

通过排序方式找到高影响
力论文、最新进展

通过综述文章深入了解本
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及
热点研究、精炼学科类别 通过16个字段从权威作者、

机构、收录期刊等全面把
握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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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参考文献追溯科研成
果的理论基础及来源

通过施引文献跟踪该课题
最新进展

通过相关记录寻找交叉学
科的创新点及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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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文献助力应用研究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数据库介绍页面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数据库介绍页面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检索某一技术主题或领域的专利信息

检索词:TD-SCDMA or TDSCDMA or "time division-
synchronous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检索字段：主题
检索数据库：DII





既定领域中的核心技术？

核心专利的判断：
 专利引证次数
 权利要求与技术内容
 同族专利数量
 相关诉讼
 产业链分析
 专利付费与维持
 专家意见

核心专利的判断：
 专利引证次数
 权利要求与技术内容
 同族专利数量
 相关诉讼
 产业链分析
 专利付费与维持
 专家意见

同族专利数量可查看单
篇专利全记录页面，其
中附有DWPI家族专利

查看专利全文





“分析检索结果”页面

          分析检索结果（7个分析入口）
▪ 专利权人名称          ▪ IPC分类代码
▪ 专利权人代码          ▪德温特分类代码
▪ 发明人                     ▪德温特手工代码
                                   ▪学科类别

          分析检索结果（7个分析入口）
▪ 专利权人名称          ▪ IPC分类代码
▪ 专利权人代码          ▪德温特分类代码
▪ 发明人                     ▪德温特手工代码
                                   ▪学科类别



“专利权人名称”：主要技术持有方

  中兴
  高通
  诺基亚
  爱立信
  展信通讯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夏普

…

广泛的产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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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石油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SCI论文成果概览

  认识科研利器“Web of Science(SCI…), JCR, ESI ”数据库

  利用WOS了解研究现况，科学选题和进行创新性研究

     案例一：从研究热点入手

      案例二：从一本书入手

  科研工作者的信息必杀技

       文献收集手段：引文跟踪、定题跟踪与期刊快讯

       文献管理工具： Endnote /Endnote Web

       论文写作软件： Endnote /Endnote Web

       选刊投稿工具：JCR

  小结：Web of Science(SCI…), JCR, ESI在科研工作中的应用

提 纲



88

管理
- 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定题跟踪

引文跟踪

- 高质量论文的收藏和管理

对参考文献进行分类、统一管理收藏及联合检索

检索检索

分析分析

管理管理

写作写作

投稿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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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Web of Science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 怎样利用Web of ScienceT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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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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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题跟踪”：可实时跟踪某课题、某作者、 某
机构等的最新研究进展

创建“定题跟踪”－实时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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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检索历史在服务器或本地计算机上，订制
定题服务

设定选项：设定选项：
-检索历史名称

- 电子邮箱

-定制类型及格式

-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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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检索历史在服务器或本地计算机上，订制
定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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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引文跟踪”－随时掌握最新研究进展



定期收到引文最新进展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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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学术领军人物/竞争对手的最新研究成果或课题

例：跟踪作者陈松
林的最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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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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制阅读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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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地管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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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管理工具——EndNot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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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管理工具——EndNot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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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组织管理手
头的参考文献

快速检索



·······

第三方资源的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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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
-在写作中插入参考文献

-修改参考文献格式

检索检索

分析分析

管理管理

写作写作

投稿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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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科研论文的写作效率？

在写作中避免因参考文献的格式不规范导致的退稿



小插件：实现word与EndnoteWeb之间的对接



如何边写作边插入参考文献？

Sheng. L



如何边写作边插入参考文献？







如何按照某个期刊的要求
统一格式化参考文献



Endnote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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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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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检索

分析分析

管理管理

写作写作

投稿投稿

投稿
-查询学科内SCI期刊

-关注期刊用稿特点、影响因子、学科内排名



如何选择合适的投稿期刊

121

查阅所引用参考文献的来源出版物

请教同行

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

     查询：
     本领域的SCI期刊都有哪些？中国学者的投稿倾向?......
     关注：

 用稿特点
 影响因子

 容量、周期
 学科内排名



选刊工具一：Web of Science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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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哪些期刊对自己的课题研究可能更感兴趣分析哪些期刊对自己的课题研究可能更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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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哪些期刊对自己的课题研究可能更感兴趣分析哪些期刊对自己的课题研究可能更感兴趣

• 具体分析收录此类研究文章最
多的期刊的收录倾向；

• 查看期刊中此类研究影响力较
高的文章；

• 挑选合适的推荐审稿人；

• 参考文献的收集，优先引用。

• 具体分析收录此类研究文章最
多的期刊的收录倾向；

• 查看期刊中此类研究影响力较
高的文章；

• 挑选合适的推荐审稿人；

• 参考文献的收集，优先引用。

根据研究主题
筛选合适的期
刊投稿



选刊工具二：JCR(期刊影响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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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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RARE EARTHS



129129129129129

期刊全记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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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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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程领域内的SCI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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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燃料领域内的SCI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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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工程领域内的SCI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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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领域内的SCI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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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石油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SCI论文成果概览

  认识科研利器“Web of Science(SCI…), JCR, ESI ”数据库

  利用WOS了解研究现况，科学选题和进行创新性研究

     案例一：从研究热点入手

      案例二：从一本书入手

  科研工作者的信息必杀技

       文献收集手段：引文跟踪、定题跟踪与期刊快讯

       文献管理工具： Endnote /Endnote Web

       论文写作软件： Endnote /Endnote Web

       选刊投稿工具：JCR

  小结：Web of Science(SCI…), JCR, ESI在科研工作中的应用

提 纲



Web of Science在科研人员的工作中

 进行课题调研，获取思路，激发研究思想

 跟踪某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

 提供申报科研项目、申请国家基金所需科技信息

 申请国际学术任职

 开展国际合作，寻求高访和科研工作的合作伙伴

 进行自我科研成就的评估

 简化科研论文写作程序, 提高工作效率

科研人员



Web of Science在科研管理人员的工作中

 进行科研成果的评价与分析

 学科/科研成果的评估

 人才引进的评估

 国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评估

 验收项目或鉴定成果

 为开展学位点的申报提供服务

 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开展与企业的合作研发

科研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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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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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I/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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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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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按钮总结-1

利用Web of Science, JCR, ESI助力科研选题



神奇按钮总结-2

利用Web of Science, JCR, ESI激励发现，推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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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 JCR, ESI



学习资源，网址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 

汤森路透所有数
据库的使用课件

学习资源，网址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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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块1

 
W
O
K

大
讲
堂
（
科
研
及
研
发
人
员
）

模块1： WOS大讲堂（科研及研发人员）
4月-6月，每周二 晚上19:00-20:00

网址： http://ip-
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
ne/spring2015/courses.htm



模
块2

 
W
O
S

大
讲
堂
（
图
书
馆
员
与
情
报
分
析
人
员
）

模块2： WOS大讲堂（图书馆员与情报分
析人员）
5-6月，每周四下午15:00-16:00
网址： http://ip-
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
ne/spring2015/library.htm



汤森路透公开发布的研究分析报告汤森路透公开发布的研究分析报告



• 《 2010全球材料科学和技术研究报告》

• 《2012年最热门的研究人员和科技论文》

• 《2012年度创新报告》

•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韩国科学研究与创新全球影响
力解析》

• 《2013研究前沿》

• 《2013年全球新药及生物制品报告》

• 《2013年度创新报告》

• 《G20国家科学研究和创新绩效报告》《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 《2025全球创新预测》、《2014创新在中国》

• 《2014世界最具影响力科学家》、 《2014研究前沿》

汤森路透公开发布的研究分析报告(20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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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高校率先开通Century of Science回溯文档，为北京大学打开一
扇长达一个世纪的科研宝库的大门，帮助我们追溯更久远年代科学发展的
轨迹。利用100年来珍贵的科学文献，追踪和分析文献的引用与发展，可
以帮助我们确定未来的研究方向，发现并完成更新的科研成果。同时也将
使北京大学与全球学术界展开更高、更深、更广泛的科研互动协作，推动
中国的自主创新。”

朱强  馆长，教授
北京大学图书馆

“在国内高校率先开通Century of Science回溯文档，为北京大学打开一
扇长达一个世纪的科研宝库的大门，帮助我们追溯更久远年代科学发展的
轨迹。利用100年来珍贵的科学文献，追踪和分析文献的引用与发展，可
以帮助我们确定未来的研究方向，发现并完成更新的科研成果。同时也将
使北京大学与全球学术界展开更高、更深、更广泛的科研互动协作，推动
中国的自主创新。”

朱强  馆长，教授
北京大学图书馆

“ISI Web of Knowledge的可贵之处是源于引文又高于引文，首先通过揭示一百
年来重要科技文献相互引证的关系来反映知识的创造、进化与创新的过程，但并
未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整合多种学术资源，并辅之以强大的检索与分析工具，
为科研人员搭建一个知识网络，不仅能够让科研人员找到他想知道的知识，也能
够帮助他发现他不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知识，从而激发新的发现与创新。这也正
是未来信息服务和知识服务的发展方向。”

“ISI Web of Knowledge的可贵之处是源于引文又高于引文，首先通过揭示一百
年来重要科技文献相互引证的关系来反映知识的创造、进化与创新的过程，但并
未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整合多种学术资源，并辅之以强大的检索与分析工具，
为科研人员搭建一个知识网络，不仅能够让科研人员找到他想知道的知识，也能
够帮助他发现他不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知识，从而激发新的发现与创新。这也正
是未来信息服务和知识服务的发展方向。”

孙坦  博士，副馆长，研究馆员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客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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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
近400家大学和科研机构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理工大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

齐齐哈尔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

西南石油大学、长江大学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中国使用Web of Science（SCI…), JCR, ESI
进行科学研究及绩效评估的机构



•试用时间：4月15日-5月15日
•授权内容：SCIE数据库, 1975年至今；ESI数据库     
•登录地址：http//webofknowledge.com 

•中国地区技术/使用问题支持：

   E-Mail：ts.support.china@thomsonreuters.com
   免费客服热线 ： 4008 822 031

• 培训和视频教学资料：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

我校已开通SCIE和ESI数据库的试用，具体信息如下：：



祝东北石油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科研繁荣发展！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数据来源：Web of science(SCI, CPCI…)，JCR，ES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