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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与资源：

Web of Science简介



全面了解世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的研究
Web of Science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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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 万 +
基金资助信息

123,900+
图书

1,100万
数据集

21,000+
核心合集中的期刊

34,000+
期刊

9,720万
专利记录

Statistics as of May 2021

225,000
+会议记录

1.79 亿+
文献记录

1900年
最早的数据回溯年限

20 亿+
参考文献

种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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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条 种

条

条

个



5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科学引文索引) 

178 学科的9500多种高质量学术期刊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58 社会科学学科的3500多种权威学术期刊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

28 人文艺术领域1800多种国际性的学术期刊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新兴资源引文索引)

254 学科的7700多种国际性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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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000 会议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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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录超过123,900 学术专著，同时每年增加10,000种新书

 IC/CCR(化学类数据库)   

包括超过125万种化学反应信息及655万种化合物

WOS平台在科研
中的价值
WOS平台在科研
中的价值

广度

质量

深度

独特

会议

图书

化学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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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

 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严格遵循

50多年来一贯的选刊标准，遴选全球

最具学术影响力的高质量期刊。

 完整收录每一篇文章的全部信息，包括

全面的引文信息。

 。

WOS平台在科研
中的价值

广度

质量

深度

独特

客观、 择优、动态收录 根 据文 献计量学中 的布 莱德福定律

（Bradford’s law），在各个学科领

域中，少数的核心期刊汇集了足够的信

息，反映科学发展中最重要的成果与进

展，因而WOS核心合集仅收录各学科

领域中的重要的学术期刊。



确认期刊收录状态、精准访问期刊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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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期刊列表



下载SCIE最新期
刊列表

主期刊列表-下载期刊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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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
WOS平台在科研
中的价值

1900 1975 1990 2005

SCI
SSCI

A&HCI CPCI BKC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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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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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度

质量

深度

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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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
WOS平台在科研
中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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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Eugene Garfield
（1925. 9.16–2017.2.26）

美国情报学家和科学计量学家

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始人

Citation 
Index

引文索引

广度

质量

深度

独特



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沿着

科学研究的发展道路前行
相关记录

2004

1999

1976

1994

引用

 越查越广

2010

1989

施引文献

1984

1980

 越查越新

1979

参考文献

1970 1977

1976

1973

 越查越深

划重点：引文索引 OR 关键字检索划重点：引文索引 OR 关键字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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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方式

检索方式

数据库选择

Webofscience.com

JCR



2. Web of Science在科研选题与
投稿选刊中的应用



Questions & 
Hypotheses

Experiments

Data Analysis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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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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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Work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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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 
Hypotheses

Experiments

Data Analysis

Discovery 

Web of Science在科研选题与投稿选刊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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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洞悉本领域的研究前沿？

 如何高效开展课题调研？

 如何高效管理文献，实现文献资源共享？

 如何快速获取最新研究进展？

 如何选择合适的投稿期刊？



• 1. 如何洞悉本领域的研究前沿？

选题的方法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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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睿唯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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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研究前沿》、 《2020研究前沿》、 《2021研究前沿》

Research Fronts 研究前沿报告如何洞悉本领域的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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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分类（11个大学科领域）

 生态与环境科学
 临床医学
 化学与材料科学
 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
 信息科学

 农业、植物学和动物学
 地球科学
 生物科学
 物理学
 数学
 经济学、 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

Research Fronts 研究前沿报告如何洞悉本领域的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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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研究前沿》生态与环境科学领域Top10热点前沿



与工程院合作全球工程前沿

《2021全球工程前沿》报告基于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2015~2020 年的 SCI 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数据，结合专家提名，

经过论证、问卷调查和研讨，围绕 9 个领域，遴选出 93 个年度

工程研究前沿和 93 个工程开发前沿。其中能源与矿业工程领域在

研究前沿与开发前沿各有 12 项入选，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领域各

有 11 项入选，机械与运载工程、信息与电子工程、土木水利与建

筑工程、环境与轻纺工程、农业、医药卫生、工程管理等领域均

各有 10 项入选。

《2021全球工程前沿》报告下载地址：

https://img02.ma.scrmtech.com/18476/1812/resource/

1639484553/%E5%85%A8%E7%90%83%E5%B7%A5%E

7%A8%8B%E5%89%8D%E6%B2%BF2021-%E5%B0%8F-

%E7%A7%91%E7%9D%BF%E5%94%AF%E5%AE%89.pd



2021年 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领域Top 10 工程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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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高效开展课题调研？

22Insert foo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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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高效开展课题调研？

 了解某特定课题在不同学科的分布情况

 分析某研究课题的总体发展趋势

 了解与自己研究方向有关的科研机构

 找到该研究课题中潜在的合作伙伴

 密切关注该研究领域的顶尖研究小组的发表成果

查找本课题相关的论文

分析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

 如何快速获取该领域的高影响力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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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快速获取该领域的高影响力的论文？

查文献
查1篇论文？

查某课题领域论文？

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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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卡脖子”技术——光刻机技术

资料来源：《科技日报》报道“卡脖子”的35项关键技术

光刻机（lithography）又名：掩模对准曝光机，曝光系统，光刻系统等，是制造芯片的核心装备。

它采用类似照片冲印的技术，把掩膜版上的精细图形通过光线的曝光印制到硅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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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快速找到高影响力的文献？

主题检索

*关键词：Lithography

数据库范围： SCIE

出版年：1900-2022

*注：仅做检索示例



巧用运算符/通配符巧用运算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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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quatic ecosystem “aquatic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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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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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快速找到高影响力的文献？

我该先读哪一篇？
50000+论文
从何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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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频次-高影响力的论文

Web of Science帮助快速定位重要文献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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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引文网络梳理课题发展
如何全面解读核心文献？

施引文献

参考文献

相关记录

美国西北大学George Schatz教授，2005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纳米材料的
光学，结构和热性质，包括等离子体纳米颗粒，等离子体超材料等。他获得的奖项包括ACS的德拜奖
和Langmuir奖，以及皇家化学学会的伯克和Boys-Rahman奖等。George C. Schatz教授是美国物理学会，
皇家化学学会，美国化学学会和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会员。

金属纳米颗粒的光学性质：尺寸、形状和介电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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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引文网络梳理课题发展——借助施引文献越查越新

各向异性金纳米结构应用于提高太阳能转换率

银纳米板的高通量合成和机器学习的光学性质优化

苏州大学与海南大学合作成果



32

New ! 利用引文网络梳理课题发展——借助引文分类了解被引用的目的

引文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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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 根据引文分类锁定所需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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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引文网络梳理课题发展——借助参考文献越查越深

通过表面等离子体增强粗糙金属表面上球体颗粒附近的电磁场进行表面增强拉曼散射

近场显微镜中的单分子发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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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被引参考文献深度分析：更深入的引文内容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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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中引文位置以及引
用频率进行可视化展示

根据参考文献出现的位置、
引用等对参考文献排序

适用范围：

 符合IMRAD 结构的Article

 创作共用许可协议CC BY license 的OA

期刊提交符合质量标准的 XML data

示例论文记录链接：https://www.webofscience.com/wos/woscc/summary/9b50cb44-d9d1-4b12-b629-bb93327f7100-00069405/relevance/1

New ! 被引参考文献深度分析：更深入的引文内容定位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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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引文网络梳理课题发展——借助相关记录越查越广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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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级别用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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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用 户 行 为 最 受 关 注 的 文 献最 受 关 注 的 文 献

访问量 保存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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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半年有哪些备受关注的新文献？

关注最近半年被频繁浏览和保存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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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内经典的、最新的综述文章我读了吗？

快速锁定综述概览课题全局

综述会引用分析大量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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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您可能也想要…文献推荐

帮助发现更多相关的文献

 频率：每天更新

 推荐：5个（预览页面）至50个最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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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快速获取该领域的高影响力的论文？

查文献
查1篇论文？

查某课题领域论文？

很容易！

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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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影响力的论文：定位高学术影响力文献信息。

 近期会议论文/最新发表论文：通常报告了相关主题的最新研究动态。

 特定学科领域论文：寻找同一主题在不同学科中的交叉融合。

 相关的著作：提供相对全面的研究背景和理论。

 综述论文：总结前人的研究工作。

Web of Science帮助快速定位重要文献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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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获取全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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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OA文章的精炼，
筛选可开放获取免
费全文的文章

跳转至出版商界面获取全文

精炼检索结果-OA开放获取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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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获取全文小插件-EndNote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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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下载注册EndNote Click



快速获取全文小插件-EndNote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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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 Click一键获取全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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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高效开展课题调研？

 了解某特定课题在不同学科的分布情况

 分析某研究课题的总体发展趋势

 了解与自己研究方向有关的科研机构

 找到该研究课题中潜在的合作伙伴

 密切关注该研究领域的顶尖研究小组的发表成果

查找本课题相关的论文

分析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

 如何快速获取该领域的高影响力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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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高效开展课题调研?

强大的分析功能——18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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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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高效开展课题调研?

该领域相关论文主要
发表在哪些学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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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高效开展课题调研?

哪些机构发文活跃？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出版年
文献类型
Web of Science类别
作者

出版商
基金资助机构
授权号
开放获取
编者
团体作者
研究方向
国家/地区
语种
会议名称
丛书名称
Web of Science索引

出版物标题
所属机构

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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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高效开展课题调研?

哪些学者发文较多？

出版年
文献类型
Web of Science类别
作者

出版商
基金资助机构
授权号
开放获取
编者
团体作者
研究方向
国家/地区
语种
会议名称
丛书名称
Web of Science索引

出版物标题
所属机构

识别该领域高产出科研人员，
寻求合作者，以及导师或者
审稿人….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的Seung-woo Lee



新一代InCites平台介绍

ESI

InCites

JCR
Web of Science

引文索引

机构学科影响力排名
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研究前沿
时间范围：近10年滚动数据

论文范围：SCIE/SSCI
引文范围：SCIE/SSCI/AHCI

22个ESI学科

WOS核心合集期刊列表
期刊影响力表现
数据范围：SCIE/SSCI/AHCI/ESCI
指标：影响因子/分区/JCI/立即指
数/OA……

科研绩效分析
对标/合作分析

分析主体：人员/机构/区域/研究
方向/期刊/基金

数据范围：WOS核心合集
时间范围：1980年至今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ior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InCites Benchmark & Analytics

更新频率：每日更新频率：2个月

更新频率：1个月

更新频率：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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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tes 综合性的科研绩效分析工具

根据6大分析维度深度分析机构科研绩效

1980年至今的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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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高效开展课题文献调研/文献综述？ - 基于InCites数据库 机构维度

WOS 导出自定义文献数据集



识别“光刻机”主要布局的微观引文主题 基于InCites平台

根据具体研究主题可筛选出
Q1期刊中的论文

光刻机

微流体

光子晶体

自组装单层

表面增强拉曼散射



根据具体研究主题可筛选出Q1期刊中的论文

查看具体发表的期刊出版物

作为一组文献返回到WOS去查看

5.295.709 Lithography上的Q1期刊中的论文

基于InCites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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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维度

该课题的研究高发文作者TOP15合作分析

如何高效开展课题文献调研/文献综述？ - 基于InCites数据库
有哪些科研人员发表了该领域的SCI论文？



3. 如何高效管理文献，实现与课题组文献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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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管理与写作工具——EndNot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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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 online

EndNote账号与Web of Science通用
如有WOS账号，可以直接登录EndNote



选择导入到EndNote Online

EndNote® online – 导入文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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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已成功导入EndNote个人文献图书馆

创建文献分组
高效管理参考文献

EndNote® online – 高效管理文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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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检索



EndNote® online支持第三方资源的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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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引用参考文献-Endnote® online

下载并安装Cite While You Write™

Cite While You Write™- 实现word与Endnote® online之间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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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引用参考文献-Endnote® online
Cite While You Write™- 实现word与Endnote® online之间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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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fren, A

如何利用EndNote插入参考文献？

规范引用参考文献-Endnot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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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

文中参考文献

文后参考文献

如何利用EndNote插入参考文献？

规范引用参考文献-Endnot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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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Nature Reviews

Nature Reviews

Cell

如何统一做格式化处理？

规范引用参考文献-Endnote® online



4. 及时追踪最新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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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文跟踪

– 定题跟踪

利用Web of ScienceTM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将有关课题的最新文献信息

自动发送到您的Email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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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定题跟踪”— 实时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定题跟踪”：可实时跟踪某课题、某作者、 某机构、

某期刊等的最新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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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跟踪服务 & 管理保存的检索历史

设定选项：
- 跟踪名称
- 电子邮件跟踪
- 频率



创建“引文跟踪”－随时掌握最新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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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引文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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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源快速分享

复制检索式链接

复制入藏号或论文链接



5. 如何选择合适的投稿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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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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稿件受到较
差或不公正的同行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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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选刊——分析检索结果：出版物标题分析

强大的分析功能——18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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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稿选刊

分析检索结果——

出版物标题分析

“光刻机”相关研究

79

“光刻机”相关研究有哪些可以参考的投稿期刊？

借鉴同领域更多科研人员的投稿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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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尤其是跨学科的领域投稿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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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尤其是跨学科的领域投稿指导



投稿选刊

和JCR无缝连接全面了解目
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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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刻机”相关研究期刊表现如何？

“光刻机”相关研究 点击查看期刊影响力



投稿选刊

EndNote自动匹配
找出最适合您稿件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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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篇论文有哪些投稿期刊推荐？



投稿选刊

EndNote自动匹配
找出最适合您稿件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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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篇论文有哪些投稿期刊推荐？



同行评议

Publons带您了解同行评议
和审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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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 Academy 在线学院免费了解同行评议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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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ons透明同行评议徽章
o 来自参与“Publons透明同行评议”项目的出版社

o 含评审意见，作者反馈，编委最终意见等

New ! 同行评审数据：文献全记录界面显示Publons透明同行评议徽章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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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与资源：Web of Science简介

2. Web of Science在科研选题与投稿选刊中的应用

3. 更多资源

 如何洞悉本领域的研究前沿？

 如何高效开展课题调研？

 如何高效管理文献，实现文献资源共享？

 如何快速获取最新研究进展？

 如何选择合适的投稿期刊？



3.更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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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帮助 & 资源



更多学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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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帮助文档：http://webofscience.help.clarivate.com/zh-cn/Content/wos-core-collection/wos-core-collec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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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官方平台，获取更多学习资源！

Web of Science 学习中心 https://clarivate.libguides.com/china

科睿唯安
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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