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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平台 –登录方式

1.“数据库”—输
入“web of 

science”—检索

2.“资源”图标
—数据库导航







Web of Knowledge平台





JCR 查看期刊影响因子

文献管理软件 EndNote

一键获取全文

主期刊列表科研绩效评估工具

ESI基本科学指标（22个学科）





检索方式

限定时间



根据需要
选择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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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2020.5.22）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科学引文索引，SCIE）：178个
学科，9394种期刊，可回溯到1900年（1975- ）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58个学
科，3496种期刊，可回溯到1956年（1975- ）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艺术与人文索引，A&HCI）：
28个学科，1842种期刊，可回溯到1975年（1975- ）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科学会议索引
CPCI-S) 1990-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社会科学与人文会议录引文索引CPCI-SSH) 1990-

• （CPCI现收录超过20万个会议录，涉及250多个学科）



Web of Science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

178个学科领域
 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生物医学等所有科技领域



Web of Scienc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

蓝色：SCI、SSCI同时收录；棕色：SSCI、AHCI同时收录；紫色：SCI、SSCI、AHCI同时收录



Web of Science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A&HCI）

蓝色：SCI、SSCI同时收录；棕色：SSCI、AHCI同时收录；紫色：SCI、SSCI、AHCI同时收录



SCI/SSCI/A&HCI收录期刊的文献类型

SCI/SSCI/A&HCI
• Article 
• Bibliography 
• Biographical Item 
• Book Review
• Correction 
• Database Review 
• Editorial Material 
• Hardware Review 
• Letter 
• Meeting Abstract
• News Item 
• Reprint 
• Review
• Softwa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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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 的特点

• 1. 收录最重要的学术期刊

“一个有效的索引必须严格限制它的收录范围，基本上
应只收集对研究者有用的信息”。

（Eugene Garfield, Ph. D.）

• 高质量的期刊--高质量的论文--可以信赖的、高质量

的信息

• “布拉德福-加菲尔德法则”(学术信息的20-80规律）: 

20%的期刊汇集了足够的信息以全面反映科技的最新最

重要的成果与进展



Web of Science 的特点

系统严谨的选刊标准与过程

• 基本的期刊出版标准

• 编辑和评委的意见

• 国际性与区域代表性

• 引文分析

每一本期刊都根据其在所属学科领域的影响而挑选

数十年一贯严格的选刊构成ISI Web of Science的基础



Web of Science 的特点

• 2. 收录文献的参考文献并建立索引

被引用的各种文献（Cited Work）类型：

• 期刊文献
• 学术著作
• 专 利
• 会议文献
• 技术报告



SSCI收录的中国期刊

TITLE PUBLISHER ISSN
LANGUAG
E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WUHAN UNIV JOURNALS PRESS
武汉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大学

1529-
7373

ENGLISH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756-
137X

ENGLISH

CHINA & WORLD ECONOMY
WILEY-BLACKWELL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
世界经济学会

1671-
2234

ENGLISH

JOURNAL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

SHANGHAI UNIV SPORT
上海体育学院

2095-
2546

ENGLISH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协会
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大学

1740-
8776

ENGLISH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UNIV PRESS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1750-
8916

ENGLISH



SSCI收录的中国期刊
TITLE PUBLISHER ISSN LANGUAGE

ASIA PACIFIC LAW REVIEW
LEXISNEXIS
香港城市大学

1019-2557 ENGLISH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ROUTLEDGE JOURNALS, 
TAYLOR & FRANCIS LTD
香港城市大学

1608-1625 ENGLISH

CHINA REVIEW-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N GREATER CHINA

CHINESE UNIV PRESS
香港中文大学

1680-2012 ENGLISH

HONG KONG LAW JOURNAL 香港大学法学院 0378-0600 ENGLISH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WILEY-BLACKWELL
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经济学会

1361-374X ENGLISH

TRANSPORTMETRICA A-
TRANSPORT SCIENCE TAYLOR & FRANCIS INC

香港交通运输研究协会

2324-9935 ENGLISH

TRANSPORTMETRICA B-
TRANSPORT DYNAMICS 

2168-0566 ENGLISH



SSCI收录的台湾期刊

TITLE PUBLISHER ISSN
LANGUAG

E

ASIAN JOURNAL OF WTO &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NATL TAIWAN UNIV 
PRESS
台湾大学法律学院
亚洲WTO暨国际卫生法语
政策中心

1819-
5164

ENGLIS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SIGN

NATL TAIWAN UNIV SCI 
& TECHNOL 台湾科技大
学

1991-
3761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INST LINGUISTICS ACAD 
SINICA台湾中央研究院语
言学研究所

1606-
822X

ENGLISH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1682-
3141

ENGLISH



A&HCI收录的中国期刊

TITLE PUBLISHER ISSN LANGUAGE

ARTS OF ASIA
ARTS ASIA PUBLICATIONS 

LTD
0004-4083 ENGLISH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M E SHARPE INC 0009-4633 ENGLISH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M E SHARPE INC 1097-1467 ENGLISH

LOGOS & PNEUMA-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

LOGOS & PNEUMA PRESS 1023-2583 ENGLISH



A&HCI收录的台湾期刊
TITLE PUBLISHER ISSN LANGUAG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ACAD SINICA-INST HISTORY 
PHILOLOGY

1012-4195
MULTI-

LANGUAGE

CONCENTRIC-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NATL TAIWAN NORMAL UNIV 1729-6897 ENGLIS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SIGN

NATL TAIWAN UNIV SCI & 
TECHNOL

1991-3761 ENGLISH

SINO-CHRISTIAN STUDIES
（汉语基督教学术论评）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中原大学宗教所

1990-2670 CHINESE

UNIVERSITAS-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哲学与文化月刊）

UNIVERSITAS辅仁大学哲学系 1015-8383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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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Eugene Garfield
Founder & Chairman Emeritus
ISI, Thomson Scientific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extend 
our retrospective coverage of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back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Century 
of Science initiative makes that 
dream come true.”

引文索引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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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63年出版 Science Citation Index 

• 1973年出版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 1978年出版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2020/11/6 27



Web of Science中的相关记录

Synthesis of Amino Ac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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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甲 论文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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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参考文献

1998
1991

1995

1980

2013施引文献

相关记录

2016

2004

1999

2012

2011

2014

 引用

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

沿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道路…

… 参考文献 越查越旧

施引文献 越查越新

相关记录 越查越深

2010

分析：

学科分布、发展趋
势、机构/作者等

2020/11/6 29



论文的相互引证反映了学术研究之间的交流与联系：

• 学科上的相关性
• 理论与方法：借鉴与利用

• 技术与手段：应用与发展

• 横向上的对应性
• 实验或方法：互相参照与借鉴

• 结果与讨论：比较与应用

• 纵向上的继承性
• 课题的基础与起源

• 发展与进步

• 反引：学术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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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Web of Science帮助发现最重要最相关的信息
课题的调研:

• 追踪溯源 – 检索某个课题的综述文献

• 快速锁定本课题相关的高影响力的论文

• 分析研究发展趋势

• 了解某特定课题在不同学科的分布情况

• 了解与自己研究方向有关的机构

• 密切关注在该研究领域的顶尖的研究小组所发表的论文

•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帮助获取思路，激发研究思想
31



检索规则1：布尔逻辑算符

检索包含所有关键字的数据。

标题： “stem cell*” AND lymphoma

检索含有“stem cell”或者”stem cells”同时含有及词语
“lymphoma”。 等效于检索“stem cell*” lymphoma

检索的数据中至少含有一个所给关键字。用语检索同义词或者词的不
同表达方式

标题: aspartame OR saccharine OR sweetener* 

检索至少含有一个关键字的数据。

排除含有某一特定关键字的数据

标题: aids NOT hearing

检索含有“aids”的数据，排除含有“hearing”的文献。



检索规则2：通配符

符号 意义

*
零个或多个字符

gene*

gene, genetics, generation

$
零或一个字符

colo$r

color, colour

?
只代表一个字符

en?oblast

entoblast, endoblast



检索规则3：词组检索

词组检索: 如果要进行准确的词组检索，应该在词组的两
边加引号“ ”表示。
例:输入 global warming  
可找到 global warming 同时也可找到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ocean warming…
输入"global warming"可找到准确的 global warming



检索举例1- 基本检索（Crisis Management研究）

"Cris* Manag*" or "Emergenc* Manag*"
– “主题”

限定年份
和子库



精炼检索结果：
可按领域中的高被引论文、开放获取
（OA）过滤检索结果；
还可按Web of Science类别、文献类
型、研究方向、作者、团体作者、来
源出版物名称、机构、出版年、语种、
国家/地区、基金资助机构等精炼



高被引论文

（第1篇）

（第3篇）



综述性文献（Review）帮助了解：
1.国际上该研究领域的有关研究现状、

水平和发展趋势
2.揭示理论的渊源及演进过程
3.本课题有什么人在研究，达到什么水平、

存在什么不足、正在向什么方向发展等



通过Web of Science类别精炼了解课题
在不同学科的分布情况



通过被引频次（降序）快速锁定高影响力论文

排序功能：检索结果可按被引频次、使
用次数、相关性、最近添加、第一作者、
来源出版物、会议名称等排序



通过WOS类别精炼&被引频次降序,找到一篇论文

点击文章题名查看更多信息

查看全文或摘要



检索结果全记录页面-1

文章基本
信息

可直接点击关键词进行二次检索



检索结果全记录页面-2

期刊影响因子
JCR分区等



检索结果全记录页面-3

提供通讯作者联系方式

查看期刊影响因子等



检索结果全记录页面-4

提供通讯作者联系方式

查看期刊影响因子等



相关记录

检索结果全记录页面-5



相关记录：和本文有共同参考文献的文章



创建引文报告—了解研究趋势



引文报告

引文报告帮助了解国际上该课题的总体研究趋势、
本课题的国际影响力年代变化情况等



分析检索结果

强大的分析功能：
最多能处理20万条数据；
可分别按作者、国家/地区、
文献类型、机构、会议名称、
编者、基金资助机构、语种、
学科类别、团体作者、来源
出版物、出版年、丛书名称、
授权号等分析



分析检索结果— 默认为“Web of Science 类别”, 有多种呈现方式



按作者分析结果

•发现该领域的高产出
研究人员
•有助于机构人才招聘
•选择小同行审稿专家
•选择潜在的合作者



按机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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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来源出版物分析结果

•发现相关的学术期刊
进行投稿

•链接到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查看影响因子



按研究方向分析结果

了解有关Crisis Manage-

-ment的研究在不同学科的
分布情况 ,寻找跨学科研究
情况、寻求跨领域合作



检索举例2- 基本检索关于（中国主题）





前15个研究方向



前25个研究方向









检索举例3-被引参考文献检索--《Public Opinion》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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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受时间、主题词、学科、文献类型的限制

特别适用于检索一篇文献或一个课题的发展，并了解和掌握研究思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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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了解某篇论文/某部论著被引用情况，揭示其影响力



《Public Opinion》的研究和应用

• Public Opinion，是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1889-1974）于1922年发表的传播学著
作。此书被公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

•中译本：《舆论学》（林珊译）、《公众舆论》（阎克文，
江红译）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被引作者（Cited Author）
输入被引用的作者姓名
规则：姓全拼+空格+名字全
拼或首字母

被引著作（Cited Work） 输
入被引用的研究工作出处：
期刊名、专利号、书名等

被引年份（Cited Year） 输
入该文献的发表/公布年份



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或符合检索要
求的被引文献，点击“完成检索”



引文检索结果题录

分析检索结果
获得更多发现



按研究方向分析，了解引用文献的学科分布



按国家/地区分析



按作者分析



《 Public Opinion 》引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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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检索历史，创建定题跟踪

点击“检索历史”



保存检索历史，创建定题跟踪

注册/登录



保存检索历史，创建定题跟踪

保存检索历史--
定题、定期跟踪；
也可保存到本地
磁盘



利用引文跟踪，了解课题最新进展

Citation Alert 引文跟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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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于某个研究问题后来有没有勘误和修正说明?
• 本人的论文被谁引用了?



小结
• Web of Science : “不仅仅提供资料信息，更重要的是提供研究的

思路”

• 将过去、现在以至将来的相关文献信息连接起来；

-- “越查越新”和“越查越旧”

• 将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相关研究连接起来，

-- “科学发展的生长点”和“知识创新”

• 研究人员由此可以发现许多过去不知道然而却非常重要的信息，
从而产生许多新的创见与发现。这也正是引文索引数据库中作为
研究数据库的巨大价值所在。



科睿唯安在线课程 https://clarivate.com.cn/e-clarivate/wos.htm

https://clarivate.com.cn/e-clarivate/wos.htm


科睿唯安在线课程 https://clarivate.com.cn/e-clarivate/wos.htm

https://clarivate.com.cn/e-clarivate/wos.htm


https://www.wjx.cn/m/94375053.aspx

请扫描左侧图片或通过上面的网址填写调查问卷，谢谢



欢迎利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

在使用或培训中有问题或建议请与我们联系
电话：62519135  6251237
E-mail: tsgzxb@ruc.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