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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把握科研选题的新颖性

−Scopus检索与发现

−通过SciVal 研究主题topic，洞悉全球研究动态和趋势

• 如何科学选择期刊

−跳出影响因子，多角度发现研究方向、期刊水平最匹配的期刊

• 利用Scopus提升文献发现效率

本次课程小目标



Source: Scopus.com, Aug 2020

全学科/全类型
 105个国家和地区
 5,000家出版商
 40种语言
 每日更新
 覆盖多种地区性内容

全球最大的同行评议摘要，引文数据库

*期刊有多学科属性



理工类特别是计算机，工程类学科检索和分

析的优势

 Scopus覆盖EI内容，可用于查询EI收录的引用

 收录了超过1100万篇会议论文

全面的人文社科领域数据

 Scopus在人文社科领域收录了8600多种期刊，

23万本电子书，850+套丛书。

中国期刊发文覆盖更多

 收录了860+本高水平中国期刊

医学和生命科学收录全面

 Medline 100% 收录

www.scopus.com

Scopus-经济学学科的期刊
全球最大的同行评议摘要，引文数据库



收录了全球105个国家，5000多家出版商的科技出版内容

Data updated Jan 2020



SciVal 全球领先的科研分析工具

• 基于Scopus数据库

• 方便快捷地访问全球22,000家机构，1600万学者的科研表现

− 大学、科研机构、医院、企业

• Topic of Prominence  -- 对全球约9.6万个研究主题进行趋势分析

• 多元化指标数据（文献、基金、专利、社会媒体评价等多维度）

SciVal

研究表现 对标研究进展 合作伙伴 研究趋势

www.scival.com



SciVal的基本结构

23.04.2021

四大功能模块-

概览、对标、合作、趋势

分析对象面板



SciVal的基本结构

机构：大学，研究院所，企业，大学联盟，省（市）

学者及学者群组：研究团队，实验室，院系

文献集

国家和地区：国家，地区，国家联盟，大洲，全球。。。

研究主题及研究热点

研究领域

Scopus来源出版物（期刊、会议论文、书）

分析对象面板



如何把握研究（选题）的新颖性

Scopus 检索--高效发现文献

23.04.2021



如何确保研究（选题）的新颖性

23.04.2021

 过去几年是否有相关主题的内容发表？

 这些文献的引用（关注）如何？

 这些文献的主要基金资助机构是？

 相应的作者（研究人员）都是谁？



Scopus 检索-运算符及检索规则

AND 要求多个检索词同时出现

OR 检索词必须至少出现一个

And not 排除搜索词

通配符？ 取代检索词中的1个字母，如Transplant？检索到Transplants

通配符* 取代检索词中的任意个字母，如transplant*可以检索到
transplant, transplanted, transplanting….

“” 粗略/近似短语检索，标点符号，连词符，单复数等会被自动忽
略

{} 精确短语检索，所有符号将被作为检索词进行严格匹配



Scopus 检索-搜索策略

构建搜索词及变体

• 确定问题相关的主要元素或概念

• 确定表现问题主要元素或概念的特征词

• 特征词的同义词或替代词

• 把这些同义词或替代词写在相应的概念下面

例：查找与modern town planning in The Netherlands相关的文章

Content based on Scopus Search Strategies by Dr. Eric Sieverts & Arthur Eger MSc



Scopus检索页面
举例：3D打印在植皮手术中的应用

23.04.2021



23.04.2021

查看文献数量



浏览文献前的总体分析 （示意图）

累计发文量+

近期增长趋势

2020

查看发文趋势 查看主要作者查看发文期刊水平



分析搜索结果-主要的基金资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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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表文章的层次和水平
从期刊水平角度判断：

经验+指标比较



查看主要作者—主要做哪些研究

23.04.2021



查看文献的引用（关注）情况

23.04.2021



23.04.2021

查看文献的引用（关注）情况



查看施引文献的相
关领域

查看文献相关主题&是否研究热点



通过SciVal 研究主题topic 洞悉全球研究动态和趋势

通过文献发现热门研究主题

关注重要学者的研究方向



通过文献定位到热门的研究主题



多学科交叉

通过Topic发现研究主题的学科交叉

Overview+topic/ summary



关键词+代表性论文认识
研究主题



了解研究主题的全球研究现状
及趋势





精准发现小同行领域的
专家&学者



2. 关注重要学者的研究方向发现热门研究主题



陈教授近5年最主要的研究方向

研究热度百分位



3. 通过关键词检索研究热点

23.04.2021



基于Topic的投稿期刊选择

发现Topic的主要发文期刊

分析期刊聚焦的主要研究主题



1. 根据关键词检索结果查看最相关期刊

• 选择最近几年

• 查看各期刊本领域发

文数量和趋势

• 查看期刊的指标

• 查看期刊细节



查看指标比较期刊的影响力—比较来源出版物功能

23.04.2021

也可输入标题添加期刊



CiteScore--基于scopus数据的期刊影响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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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期刊的影响力

• 期刊影响力指标：

• Citescore

• SJR

• SNIP

• 期刊发文数量

• 引用、未被引情况

• 综述文献比例



在scopus 中查看

期刊内容，期刊
学科相对水平等
更多细节



2. 查看某特定主题Topic的主要发文期刊

多指标查看期刊在本领域的
规模、论文的影响力



3. 目标/Top 期刊关注哪些研究方向？文章内容是否与期刊匹配？

以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JCE)为例



期刊最主要的研究主题

• 期刊影响力指标

• 发文引用影响力

• 主要作者群



期刊最主要的研究主题—比aim &scope更聚焦

在期刊页面查看期刊
的主要关注方向

了解该期刊各topic下发表的论文



推荐相关期刊



利用Scopus提升文献发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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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修改/调整检索条件

• 保存-保存优化过的检索结果

• 设置通知-相关文献的自动推送



对重复检索说 No！ 登录个人账号进
行个性化设置

刷新查看
最新进展



直接批量下载原文*

*原文包括OA文献和机构已订购文献；
*第一次下载需要安装scopus download manager 插件

勾选多篇目标文
献，点击下载





文献主页点击“下载”也可以直接下载原文*

*原文包括OA文献和机构已订购文献；
*第一次下载需要安装scopus download manager 插件



帮助

23.04.2021
在线检索 应用场景小视频快速指南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工作时间

Scopus 支持中心 010-85208765 周一至周五 09:00-18:00



更多资源

23.04.2021

https://www.bilibili.com/

搜索“爱思唯尔Scopus”

https://www.bilibili.com/


帮助

SciVal帮助中心

SciVal每月更新

SciVal快速操作指南

SciVal指标手册



关于 Scopus和SciVal

• Scopus （www.scopus.com）

• 全球最大的摘要引文数据库

• 可以直接访问。登录后使用可以保存
搜索结果，设置通知和推送

• SciVal（www.scival.com）

• 基于scopus数据的科研分析平台

• 需要注册账号后登录使用

http://www.scopus.com/
http://www.scival.com/


SciVal的正确打开方式

• 访问 www.scival.com

• 邮箱注册登录后使用

http://www.scival.com/


• 把握科研选题的新颖性

−Scopus检索与发现

−通过SciVal 研究主题topic，洞悉全球研究动态和趋势

• 科学选择期刊

−跳出影响因子，多角度发现研究方向、期刊水平最匹配的期刊

• 利用Scopus提升文献发现效率

Summary



Q & A

于婷婷 博士
t.yu@elsevier.com



2021

宏观趋势 微观主题

Scopus & Scival帮您打开科研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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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唯尔科研管理部 客户顾问

爱思唯尔 Scopus SciVal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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