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题、检索、分析、写作、投稿：
一个都不能少！
利用 Web of Science 助力创新性科研

张志杰 博士

科睿唯安 学术研究事业部 解决方案专家



大家的需求

• 准备入组了，还不知道怎么开题？

• 导师让做文献调研，不知道如何下手？

• 论文写好了，如何投稿选刊？

• 如何不遗漏本领域的核心研究论文？

• 本领域的最热研究前沿有哪些？

• 识别潜在的合作者（人员、机构）？

研究生

导师



访问 Web of Science 平台

访问图书馆主页—>外文电子资源—>SCI

另一种方式：
直接访问 www.webofscience.com

http://www.webofscience.com/


认识 Web of Science 平台

检索字段：
1. 主题；2. 标题；3. 作者；4. 作者标识符；5. 所有字段；
6. 团体作者；7. 编者；8. 出版物名称；9. DOI；10. 出版年；
11. 地址；12. 增强组织信息；13. 会议；14. 语种；15. 文献类型；
16. 基金资助机构；17. 授权号；18. 入藏号；19. PubMed ID



1. 你想了解自己的课题组都做过哪些研究吗？

2. 你想知道自己院系都有哪些热门研究方向吗？

3. 你想知道自己的研究领域有哪些前沿课题吗？

小练习

用Web of Science查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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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
为科研人员研究工作流量身定制的整合性创新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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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2008

2002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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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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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献数据库 全球优质科技文献

Quality
质量

Quality

质量



Diversity

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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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Citation 
Index-ExpandedTM

~9500+核心期刊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TM

~3500+核心期刊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1800+核心期刊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TM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Current Chemical 
Reactions®

Index Chemicus®

Book Citation Index



⚫BKCI图书引文索引，完善知识拼图，演进引文索引，2005至今

⚫CPCI会议论文引文索引，1990年至今

⚫A&HCI 人文艺术论文引文索引，1975年至今

⚫SCI SSCI两个数据库达到百年回溯

Depth

深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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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qu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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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文索引法



划重点：相关记录
论文甲 论文乙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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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引文索引 VS 关键词索引

• “注意力缺失/多动症”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

90年代，但是这个领域最早的研究却可以追溯到1902年。

• 1902年，George F. Still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描述了一群儿童的行为障碍问题。

• 在今天，这种病症被人们定义为ADHD。



划重点：引文索引 VS 关键词索引

1966年，多动儿童综合症 (Hyperactive Child Syndrome)

1973年，轻微脑功能障碍(Minimal Cerebral Dysfunction)

1984年，注意力缺陷症(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2000年，多动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关键词索引的劣势：
滞后性和不稳定性

引文索引法和引文分析的最终目的，就在于促进获取和发现更多的创造性情报。
—— 尤金·加菲尔德



Web of Science可以帮您

在海量文献中快速高效地获取

最有价值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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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研究方向 了解研究现状

设计研究内容

研读文献 管理文献 写作投稿 同行评议

选题

一起来看看科研工作流

查Paper

读Paper 写Paper



如何选题?



科学选题

1. 选题建议

1) 和前沿接轨。

2) 和需求接轨。

3) 有可持续性。

2. 借助科研工具选题：

1) 通过权威期刊，了解科技动态；

2) 使用ESI高质量数据，了解研究热点；

3) 利用WoS平台提供的工具获得帮助。



研究前沿报告
自2014年起，Clarivate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发

布研究前沿报告。《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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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

11个大学科领域排名最前的148个研究前沿（包

括110个热点前沿和38个新兴前沿）。

相关报告还有：与中国工程院合作发布的

《全球工程前沿》系列和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

的《农业前沿》系列等。



Insert footer

案例：

斐波那契数列



• 斐波那契数列（Fibonacci sequence），又称黄金分割数列、
因数学家莱昂纳多·斐波那契（Leonardoda Fibonacci）以兔子
繁殖为例子而引入，故又称为“兔子数列”。在数学上，斐波
那契数列以如下被以递推的方法定义：F(0)=0，
F(1)=1, F(n)=F(n - 1)+F(n - 2)（n ≥ 2，n ∈ N*）

• 在现代物理、准晶体结构、化学等领域，斐波纳契数列都有
直接的应用。

斐波那契数列



检索全球重要文献

检索式设计：

检索词： Fibonacci

检索字段：主题
时间跨度：所有年份
数据库：WOS核心合集



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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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索结果数量



全局总览研究成果 ——创建引文报告

每项平均引用次数

施引文献总数被引频次按年份的分布

文章按年份的分布

被引频次总计



检索结果

分析检索结果



多维度分析检索结果—— Web of Science学科类别

应用数学

数学

数学物理

物理多学科

材料科学
多学科

凝聚态物理

光学
计算机科学
理论方法

电子电气工程

应用物理



多维度分析检索结果——国家/地区

美国

中国

土耳其

印度

法国

德国 日本

意大利

加拿大

英国



多维度分析检索结果——机构扩展

法国CNRS

墨西哥
国立自治大学

南京大学

美国加州大学系统

中国科学院

巴西
北大河洲
联邦大学

俄罗斯科学院

南非
金山大学

土耳其
TOBB经济与技术大学

土耳其
萨卡里亚大学



多维度分析检索结果——作者

FLORIAN LUCA 教授

分析维度：

Web of Science学科类别

出版年

文献类型

机构扩展

基金资助机构

作者

来源出版物

丛书名称

会议名称

国家/地区

编者

团体作者

语种

研究方向

授权号

机构



设计研究内容

研读文献 管理文献 写作投稿 同行评议

选题

创建引文报告

分析检索结果

选研究方向 了解研究现状



如何选研究方向?

本学科与跨学科交叉





精炼检索结果 ——按学科类别



设计研究内容

研读文献 管理文献 写作投稿 同行评议

选题

创建引文报告

分析检索结果

选研究方向 了解研究现状

Web of Science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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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快速了解研究进展？
不妨先看综述（Review）



综述的价值

综述会引用分析大量参考文献，对内容提纲挈领。



精炼检索结果 ——按文献类型



精炼检索结果 ——按文献类型

非周期性秩序在科学技术中的应用

准周期结构中的初等激发理论

光子准晶体的光学



设计研究内容

研读文献 管理文献 写作投稿 同行评议

选题

创建引文报告

分析检索结果

选研究方向 了解研究现状

Web of Science 类别 关注Review



如何分析研究内容？

多维度排序



多维度排序



经典论文：按被引频次排序

威斯康辛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一种推广最短路径问题的增量算法

图的斐波那契数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指数丢番图方程的经典和模块方法I. 斐波
那契和卢卡斯完美幂



同行评议：按使用次数排序

江苏理工大学：一种改进的Dijkstra稀疏网络最短路径算法

土耳其弗拉特大学：时间分数阶微分方程的广义库德里亚斯
霍夫方法

美国奥本大学：与数列相关的r循环矩阵的行列式和逆



被引频次
已发表的某篇论文被其他论文引用的历史总次数。帮助筛

选研究领域内的经典文献。

ESI高影响力论文（TOP PAPERS）
包括高被引论文（过去10年中发表的论文，被引频次在同

年同学科中进入全球前1%）和热点论文（过去2年中发表

的论文，被引频次在同年同学科中进入全球前0.1% ）。帮

助筛选研究领域内的更有价值文献。

使用次数
包括2013年至今和最近180天。反映了某篇论文满足用户

信息需要的次数。是所有WoS用户活动的记录，数据每天

更新。帮助筛选研究领域内的更频繁使用文献。

划重点：通过不同维度 排序最新科研文献

日期
根据论文在期刊上的出版日期进行排序。帮助筛选研究论

域内的最新文献。

不同维度的排序 时间线越查越新



研读文献 管理文献 写作投稿 同行评议

选题

创建引文报告

分析检索结果

选研究方向 了解研究现状

Web of Science 类别 关注Review

设计研究内容

经典文献

引文索引

被引频次排序

使用次数

ESI高水平论文

前沿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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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引文网络
挖掘文献更多信息



点击“引用的参考文献”数量，
查询作为本文研究基础的相关研究成果

查询参考文献：越查越深

高级行列式微积分：一个补充



查询参考文献：越查越深

多项式环上的标志、主索引和组动作

血统表示和多元统计

高八面体群的下降数和主要指数

类似加泰罗尼亚语的数字和行列式



点击“被引频次”数量 ，
查询本文延伸出的相关研究成果

查询施引文献：越查越新



查询施引文献：越查越新

k对角矩阵的90年

Hankel行列式的幂级数展开

EULER数的Hankel连续分数和Hankel决定因素

广义有序贝尔多项式



点击“查看相关记录”，
查询共引文献记录，拓宽研究视野

查看相关记录：越查越广



查看相关记录：越查越广

具有壁相互作用的西瓜结构：精确和渐近结果

仿射根系统的椭圆行列式评估和Macdonald恒等式

有限几何上的完全压缩环模型



免费全文获取插件 —— EndNote Click（原名 Kopernio）

尼古拉·哥白尼
（波兰语：Mikołaj Kopernik）



免费全文获取插件 —— EndNote Click（原名 Kopernio）



研读文献 写作投稿 同行评议

选题

创建引文报告

分析检索结果

选研究方向 了解研究现状

Web of Science 类别 关注Review

通过引文索引挖掘信息

Kopernio一键获取全文

管理文献

设计研究内容

经典文献

引文索引

被引频次排序

使用次数

ESI高水平论文

前沿文献



管理文献



文献管理软件 —— EndNote



追踪最新研究成果

创建跟踪



创建跟踪

创建跟踪—— 跟踪检索结果



创建引文跟踪

创建跟踪—— 跟踪引文信息



研读文献 同行评议

研究课题
可行性

创建引文报告

分析检索结果

研究方向 研究进展

Web of Science 类别 关注Review

管理文献

EndNote

文献收集、管理、共享

创建跟踪

写作投稿

通过引文索引挖掘信息

Kopernio一键获取全文

研究内容

经典文献

引文索引

被引频次排序

使用次数

ESI高水平论文

前沿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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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erence参考文献



边写作边引用

边写作边引用 —— Cite While You Write插件



改稿前

改稿后

改稿他投 —— 一键式修改！

边写作边引用—— Cite While You Write插件



❑ 写作模板

论文写作

操作步骤

Tools
Manuscript

Templates
选择期刊

EndNote Desktop
Only



大功告成，准备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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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刊不当存在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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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稿件受到质量参

差不齐的同行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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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少被人引用。



掠夺性期刊（predatory journals）：是指剥削性开放获取出版
的业务模式，期刊对作者收取版面费，但不提供一般学术期刊
的编辑及出版服务（可能是开放获取，也可能不是）。

虚假学术期刊：泛指假刊、一号多刊等等。

更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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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基于Web of Science平台，助力投稿选刊？

WoS

JCR

End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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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Web of Science文献分析选择合适期刊

分析检索结果

W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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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Web of Science文献分析选择合适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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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尤其是跨学科的领域投稿指导

WoS



End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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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期刊匹配功能：找到最合适您稿件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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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期刊匹配功能：找到最合适您稿件的期刊
EndNote

最多匹配10本期刊



如何查询哪些期刊被SCI和SSCI收录？

主期刊列表



如何查询哪些期刊被SCI和SSCI收录？



如何查询哪些期刊被SCI和SSCI收录？



研读文献

研究课题
可行性

创建引文报告

分析检索结果

研究方向 研究进展

Web of Science 类别 关注Review

管理文献

EndNote

文献收集、管理、共享

创建跟踪

写作投稿

通过引文索引挖掘信息

Kopernio一键获取全文

研究内容

经典文献

引文索引

被引频次排序

使用次数

ESI高水平论文

前沿文献

同行评议

边写作边引用

EndNote写作模板

WOS、EndNote

助力投稿选刊



同行评议



Publons 致力于帮助全球学者打造定制化的
学术名片，跟踪个人学术论文、引用信息、
同行评议以及学术期刊编辑任职等信息，在
国际舞台上全方位展示个人学术影响力。

划重点：Publons

Publ ons
出版 物理最小单位



利用Publons洞察机构同行评议贡献



论文、同行评议、期刊编辑、
引用数据汇总

研究领域、个人简介、机构
从属关系以及高被引科学家
和同行评议奖获奖情况

个人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及
其引用数量

详细的指标导航栏 – 论文、
同行评议、编辑记录

个人审稿期刊汇总及审稿记
录数

全方位展示科研影响力

- 学术论文

- 审稿工作

- 期刊编辑

- 引用信息

利用Publons多维度展现个人学术影响力

• 所有学术论文 –通过Web of Science, 
ORCID, 或文献管理工具（EndNote或
Mendeley）导入个人学术成果

• 值得信赖的引文数据 –自动从Web of 
Science 同步

• 认证同行评议记录及期刊编委任职 –
与3000余种期刊合作

• 个人学术简历 – 一键获取包括论文、
期刊编辑工作及同行评议的个人学术
简历



科睿唯安高被引科学家

Publons同行评议学院导
师及毕业生证书

Publons顶尖审稿专家奖
管理及展示个人学术奖项

- 科睿唯安高被引科学家

- Publons顶尖审稿人

- Publons同行评议学院指导老师

利用Publons多维度展现个人学术影响力



研读文献

研究课题
可行性

创建引文报告

分析检索结果

研究方向 研究进展

Web of Science 类别 关注Review

管理文献

EndNote

文献收集、管理、共享

创建跟踪

写作投稿

通过引文索引挖掘信息

Kopernio一键获取全文

研究内容

经典文献

引文索引

被引频次排序

使用次数

ESI高水平论文

前沿文献

同行评议

边写作边引用

EndNote写作模板

WOS、EndNote

助力投稿选刊

Publons

个人学术名片



JCR
查看期刊影响力

ESI
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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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稿期刊匹配

Master Journal List
主期刊列表

查看相关记录

创建跟踪服务

Cite While You 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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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类别



科睿唯安
微信公众号

https://solutions.clarivate.com.cn/e-cla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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