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web of science的那些事儿
选题、检索、分析、写作、投稿一个都不能少



大家的需求

• 准备入组了，还不知道怎么开题？

• 导师让做课题调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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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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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方式

检索方式

年份跨度

数据库选择

Endnote OnlineJCR ESI



1. 你想了解自己的院系都发了哪些论文吗？

2. 你想知道大PI们都在做哪些研究方向吗？

3. 你想知道前沿热点课题都有哪些机构参与研究吗？

小练习

动手用Web of Science查查看！



什么是Web of Science？
1

目录
C O N T E N T S

为什么用Web of Science？
2

怎么用Web of Science？
3



科研范式的转变

• 现在 and 未来•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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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Web of Science？
1

目录
C O N T E N T S

为什么用Web of Science？
2

怎么用Web of Scien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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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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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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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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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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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Fronts 研究前沿
ESI能帮助我们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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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

工程学

化学

临床
医学

社会科学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免疫学
计算机科学

经济与商业

微生物学

空间科学

多学科*

农业科学

地球科
学

环境与生态学

材料科学

植物学
与动物学

神经科学
与行为学

精神病学
与心理学

分子生物学
与遗传学

药理学
与毒理学

物理学

数据源： InCites平台（ESI学科分类） ,下载时间2020.07，收录Web of Science TM核心合集数据至2020.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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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被引论文
(Highly Cited Paper)

热点论文
(Hot Paper)

研究前沿
(Research Fronts)



什么是Web of Science？
1

目录
C O N T E N T S

为什么用Web of Science？
2

怎么用Web of Scien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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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题要点

1) 了解前沿与热点。

2) 结合需求。

3) 课题发展应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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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平台提供的工具获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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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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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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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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字段：
1. 主题；2. 标题；3. 作者；4.出版物名称；5.出版
年；6.基金资助机构；7. 机构扩展；8.所有字段；
9.入藏号；10.地址；11.作者识别号；12.会议增强
组织信息；13.文献类型；14. DOI；15.编者；16.授
权号；17.团体作者；18.语种PubMed ID

主题: tea nanoparticle*



划重点：巧用运算符/通配符

35

A and BA or B A not B

A BA BA B

主题: tea nanop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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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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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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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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维度的精炼 时间线越查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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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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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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nthesis of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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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vitami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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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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 D E F

划重点：相关记录——拥有共同参考文献的文献



57Insert footer

•

•

•



58Insert footer

•

•

•



59Insert footer

•

•

•

Web of Science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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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tea nanoparticle*) AND 机构扩展: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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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kopernio.com/
https://kopernio.com/


75Insert footer

https://kopernio.com/
https://kopern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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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刊投稿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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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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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S EndNote

J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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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合适的投稿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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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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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Web of Science文献选择合适期刊

分析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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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Web of Science文献选择合适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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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Web of Science文献选择合适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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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Web of Science文献选择合适期刊

分析检索结果

时间范围：20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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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Web of Science文献选择合适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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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鉴同领域更多科研人员的投稿经验



基于Web of Science文献选择合适期刊

点击查看期刊影响力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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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简介

• 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简称JCR)是一个独特的多学科期刊评价工具；

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版本：

❖JCR Science Edition：提供SCIE中所收录的170多个学科领域，9100多种期刊的引文分析信

息；

❖JCR Social Sciences Edition：提供SSCI中所收录的50多个学科领域，3300多种期刊的引文

分析信息；

• 提供Web of Science及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两种学科分类方式；

• 更新频率：每年6月更新期刊指标数据，9月份修订数据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助力投稿选刊



JCR常见指标简介

88

➢ 总引用次数（Total Cites）：某一特定期刊的文章在JCR出版年被引用的总次数

➢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一本被收录3年以上的期刊在JCR出版年中平均每篇文章的被引次数

➢ 五年影响因子（5 Year Journal Impact Factor）：期刊论文过去 5 年的平均 被引次数，通过使用过去五年

期刊的被引次数除以五年的论文总数得到

➢ 分区：依据影响因子排名在某学科中四等分

➢ 立即指数（Immediacy Index）：某刊的文章在其发表年被引用的次数

➢ 被引半衰期(Cited Half Life)：一份期刊从当前年度向前推算引用数占截止当前年度被引用期刊的总引用数

50%的年数

➢ 施引半衰期(Citing Half-life)：是指引文数达到当前期刊发表的论文中的参考文献数的50%所需要的年数

➢ 期刊影响因子百分位（Journal Impact Factor Percentile）：这一指标将期刊影响因子在某一学科下的排

名转化为百分位值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助力投稿选刊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助力投稿选刊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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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 被引分布

分区

出版频率

被引半衰期

引用半衰期

引证关系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助力投稿选刊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助力投稿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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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投稿思路

锁定所在的Web of Science学
科病毒学SCIE期刊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助力投稿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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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匹配功能-找到最合适您投稿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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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匹配功能-找到最合适您投稿的期刊

期刊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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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选刊常见问题：

o 发表文章之后发现非SCI期刊？官网错了或者名称本身就不对？

o 与期刊的收录学科及研究领域不符？

o 期刊收录文献类型不符合？

o 影响因子、分区等指标不了解？

o 审稿周期不明确？

o 期刊的收录倾向性？

o 论文参考文献格式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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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真假假？你需要火眼金睛

https://www.engtech.org/jet/ http://www.joetsite.com/

真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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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期刊列表

molecular pharmaceutics

确认期刊收录状态、精准访问期刊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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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期刊收录情况

确认期刊收录状态、精准访问期刊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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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官网

期刊投稿官网

确认期刊收录状态、精准访问期刊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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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期刊名称

利用JCR全面了解目标期刊及其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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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JCR全面了解目标期刊及其影响力

影响因子 被引分布

分区

出版频率

被引半衰期

引用半衰期

引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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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至Endnote online

规范引用参考文献-Endnot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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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组织管理自己的参考文献

规范引用参考文献-Endnot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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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资源的导入规范引用参考文献-Endnot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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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选择“收集”

Step2：选择“导入参考文献”

Step3：选择已经下载的“TXT文件”

Step4：选择“EndNote Import”

Step5：选择已有分组或新建分组

规范引用参考文献-Endnote® online 第三方资源的导入



参考文献-Reference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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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写作边引用

108

规范引用参考文献-Endnote® online



如何插入参考文献？

109

Step1：Word上方工具栏选择“EndNote”

Step2：最左侧选择“Insert Citations”

Step3：在弹出窗口中检索已经导入EndNote的目标参考文献

Step4：点击”Insert”

规范引用参考文献-Endnot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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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插入参考文献？
规范引用参考文献-Endnot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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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统一做格式化处理？

在“Style” 中选择目标期刊参考文献格式

修改前

修改后

规范引用参考文献-Endnote® online



中国学位论文参考文献格式GB/T7714

112

规范引用参考文献-Endnote® online



Endnote® online – 文献的管理和写作工具

➢ 与Microsoft Word自动连接, Cite While You Write™

̵ 自动生成文中和文后参考文献

̵ 提供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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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匹配适合的投稿期刊

̵ 根据标题、摘要、参考文献，匹配适合投稿的期刊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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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学术出版商通Publons
认可审稿专家的贡献

5,000+

官方合作学术
期刊

5,000,000+

同行评议记录

2,000,000+

科研人员

❑ 全球最大的同行评议信息平台

❑ 全方位展示个人科研影响力

❑ 同行评议培训



Publons Academy助力青年学者成为同行评议专家

Publons Academy的毕业生将会:

● 理解同行评议的流程及机制

● 完成专业领域内两篇论文的审稿

● 获得同行评议导师的认可

● 与心仪期刊的编辑取得联系

116

Publons Academy 课程由著名科学家、期刊编辑和诺
奖获得者联合打造，专门培养评审专业领域的论文技能



117

帮助科研人员全面自我展示，辅助本机构成果梳理

与Web of Science的集成，科研人员的所有出版物均可从Web of Science、ORCID或

文献管理软件（如EndNote或Mendeley）中轻松导入

在Web of Science中认领个人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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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科研人员全面学术档案

从个人界面中下载官方获奖证书

科睿唯安高被引科学家 Publons同行评议
学院导师及毕业证书

Publons顶尖审稿
专家奖

▪ H 指数

▪ 篇均被引次数

▪ 年均被引次数

▪ 总引用次数

▪ 认证同行评议记录数

▪ 认证的期刊编委任职

▪ 所审阅论文的引用次数

▪ 展示个人学术奖项

丰富的多维指标，全方位展示个人学术影响力

便捷下载科研人员学术简历 ：汇总科研人员作为作者、编辑、审稿人所做的学术成果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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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科研学者迈入全球科研社区

免费注册Publons

打造个人学术名片全方位展示学术影响

创建个人学

术档案

连接全球

学术期刊

同行评议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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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官方平台，获取更多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