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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1   Web of Science及引文索引简介

2 利用Web of Science为科研服务

3   获取更多资源助力科研



提出
问题 &  假说 实验 分析 发表

科研的基本工作流程

• 检索相关
研究

• 分析现有
研究结果

• 发现问题

• 提出假说

• 制定实验
方案

• 定义实验
步骤

• 试验

• 数据汇总

• 数据可视
化

• 数据验证

• 调整试验

• 验证假说

• 撰写研究
论文

• 发表论文



做好科学研究

掌握科技文献是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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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is it ？





Web of Science 平台界面



The Data Citation IndexSM

Advancing Discovery, Access, and Citation of Research Data

Life Sciences

• Gene Expression 
Omnibus (USA)

• UniProt

• Knowledgebase (USA)

• nmrshiftdb2 (Germany)

• ArrayExpress Archive 
(UK)

• Compendium of 
Protein

• Protein Data Bank 
(USA)

• EMAGE gene 
expression database 
(UK)

Physical Sciences

• Pangaea (Germany)

• U.S. National 
Oceanogr

• Data Center 

• Australian Antarctic 
Data Centre 

• Crystallography Open 
Database (Lithuania)

• NOAA Paleoclimatol
(USA)

• 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

• British Oceanographic 
Data Centre

Social Sciences and  
Arts & Humanities

• ICPSR - Inter 
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USA)

• Eurostat (Europe)

• Roper Center (USA)

• Australian Data 
Archive

• IQSS – The Institute 
for Quantitative Social 
Science

• Odum Archive (USA)

• Association of Religion   
Data Archives

• Michigan Corpus of 
Academic Spoke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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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数据库简介

Diversity

广度

Quality

质量

Depth

深度

Unique
Data

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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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ty

广度

•SCI

•SSCI

•A&HCI

• CPCI-S

• CPCI-SSH

• BkCI-S

• BkCI-SSH

• CCR

• IC

~8600余种核心期刊

~3100余种核心期刊

~1700余种核心期刊
截止日期至2014/12/08

~总计超过
170000个会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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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质量

筛选全球优质学术
资源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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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th

深度

SCI
SSCI
1900年

SCI SSCI两个数据库达到百年回溯
A&HCI 人文艺术论文引文索引，1975年
至今
CPCI会议论文引文索引，1990年至今
BKCI图书引文索引，完善知识拼图，演
进引文索引，2005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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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
Data

独特

Dr. Eugene Garfield

Founder & Chairman Emeritus
ISI, Thomson Scientif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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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过程及学
科之间的交叉渗透的关系。



引文索引 VS 关键字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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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记录

2004

2008

2002

1994

引用

2014

2013

施引文献 2011

2015

2010

参考文献

2001
2007

1998

2000

关键词的不断演变，造成漏检，错
过高影响力的重要文献
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沿着科
学研究的发展道路前行

引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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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Record

Synthesis of Amino Ac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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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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甲 论文乙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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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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越查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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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纲

1   Web of Science及引文索引简介

2   利用Web of Science为科研服务

3   获取更多资源助力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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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

分析

管理

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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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成孔径雷达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合成孔径雷达(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

又译成合成口径雷达或合成开口

雷达，是一种高分辨率成像雷达，

可以在能见度极低的气象条件下得

到类似光学照相的高分辨雷达图像。

自合成孔径雷达发明以来，它被

广泛的应用于遥感和地图测绘。



检索词: "synthet* apert* radar" 

检索字段：主题
检索数据库：S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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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文献技术哪家强？



快速锁定高影响力的论文——被引频次（降序）



快速锁定高影响力的论文——被引频次（降序）



全记录页面（施引文献）



全记录页面（施引文献）









全记录页面（参考文献）



前序基础研究追踪研究发展历程……



全记录页面（相关记录）



全记录页面（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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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记录页面（查看引证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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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记录页面（引证关系图）



38

全记录页面（引证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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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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维度检索——把握课题脉络



OCEANOGRAPHY

锁定特定学科领域论文



锁定特定学科领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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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经典综述（文献类型）



查看ESI高水平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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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被引论文

(Highly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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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论文

(Hot Paper)

ESI高水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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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检索

分析

管理

写作

投稿



分析已有文献的信息价值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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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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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分析

保铮：
现任雷达信号处
理国家重点实验
室学术委员会主
任，解放军总装
备部科技委员会
顾问，空军科技
发展与人才建设
顾问。

邓云凯：
长期从事星载成
像雷达系统设计、
成像基础理论及
微波遥感理论研
究。



出版年份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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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区
分析



机构分析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发表关于合成孔径

雷达的相关文献情况



引文报告呈现该领域的总体趋势



迅速锁定机构/领域内的
高影响力/热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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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数据库作为入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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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来满足纵深的研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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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对OA期刊文章的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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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mail联系或作者主页



利用Web of ScienceT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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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延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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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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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作者： Zhang, Yang, He, Xiuli, Li, Jianping, et al, 

标题： Fabrication and ethanol-sensing properties of micro 

gas sensor based on electrospun SnO2 nanofibers

期刊： SENSORS AND ACTUATORS B-CHEMICAL

MAY 28 2008  

卷: 132   期: 1  页: 67-73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从一篇手头的文献出发，了解课题发展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被引文献作者

被引著作

被引年份

被引标题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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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2015年9月14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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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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管理

写作

投稿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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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检索历史,创建定题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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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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索历史名称

- 电子邮箱

-定制类型及格式

-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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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引文跟踪”－随时掌握最新研究进展



如何有效地管理文献？

73

Wallpaperser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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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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管理

写作

投稿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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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同领域
• 不同期刊
• 不同院校的硕博士论文

参考文献格式要求不尽相同
Endnote® online

Endnote®

参考文献格式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我们文章投稿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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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插件：实现word与Endnote® online之间的对接

88

边写作边引用



小插件：实现word与Endnote® online之间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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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插入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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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插入参考文献？

Sheng.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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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统一做格式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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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 online – 文献的管理和写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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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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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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

分析

管理

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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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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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稿件投向了不合适的期刊会遭遇：

退 稿

因研究内容“不适
合本刊”，而被退
稿或使稿件延迟数
周或数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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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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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选择合适的投稿期刊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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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学者在基因测序领域的研究

102

主题：genome sequencing
检索字段：主题
检索数据库：SCI-EXPANDED

精炼：国家/地区-PEOPLES 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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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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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ENDNOTE匹配功能-找到最合适您投稿的期刊





ENDNOTE匹配功能-找到最合适您投稿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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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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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S在线大讲堂——2015秋季课程

科研及研发人员专场: 2015年9月-12月，每周二晚上19:00-20:00

图书馆员与情报分析人员专场：2015年11月，每周四下午15:00-16:00

网址：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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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段鑫龙 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集团

Email: chris.duan@thomsonreuters.com

技术支持Email: 
ts.support.china@thomsonreuters.com

技术支持热线: 4008-822-031  010-5760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