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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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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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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文艺术领域1800多种国际性的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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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个学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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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会议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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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学术专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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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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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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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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期刊列表

确认期刊收录状态、精准访问期刊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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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CULAR PHARMACEUTICS

主期刊列表-了解期刊收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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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期刊收录情况



主期刊列表-了解期刊收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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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官网
期刊投稿官网



下载最新期刊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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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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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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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引用

 越查越广

2010

2015

施引文献

2020

2021

 越查越新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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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快捷入口更多快捷入口

Webofscie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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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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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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洞悉本领域的研究前沿？

按照具体学科浏览前沿

根据关键词查找前沿

Research Front研究前沿

利用co-citation analysis对高被引
论文进行分析，一组高被引论文的标
题中的主要关键词组成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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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同种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查看核心论文
了解研究细节

示例：根据关键词获取研究前沿如何洞悉本领域的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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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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
码
下
载
研
究
前
沿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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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工程院合作全球工程前沿

《全球工程前沿2020》报告依托中国工程院9个学部，围绕

机械与运载工程、信息与电子工程、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能源

与矿业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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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领域，遴选出93项全球工程研究前沿和91

项全球工程开发前沿，并筛选出28个工程研究前沿和28个工程开

发前沿进行重点解读。

报告中工程研究前沿的遴选基于科睿唯安Web of Science核

心合集的引文数据和专家提名，工程开发前沿的遴选基于科睿唯

安Derwent Innovation专利数据库中的数据和专家提名及其专

利分析。

《2020全球工程前沿》报告下载地址：

https://discover.clarivate.com/EngineeringFronts2020_

Download_CN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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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In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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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机器

• 分子机器（molecular machine）也称为纳米机器（nanomachine）是由少
量的分子所组成，可以对特定的刺激（输入）产生准机械运动（输出）
的物体。分子机器一词也常用来表示模仿巨观世界机器功能的分子。在
纳米科技中常提到分子机器，曾提出许多有复杂结构的分子机器，目标
是要建构分子组装机。分子机器可以分为合成的及天然的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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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
予了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Jean-
Pierre Sauvage教授、美国西北
大学J. Fraser Stoddart教授和荷
兰格罗宁根大学Ben L. Feringa
教授，以表彰他们在分子机器
合成领域的卓越贡献。



2019化学与材料科学领域TOP10热点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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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快速找到高影响力的文献？

主题检索

关键词："molecular machine*" OR nanite* OR 

nanomachine*

数据库范围： SCIE

出版年：1900-2021

分子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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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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式怎么写？又准又全？

检索式怎么写？扫一扫全知道！

检索课程推荐：
《文献检索课中的Web of Science》

电脑观看链接：
https://uao.so/spw314699

手机观看扫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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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快速找到高影响力的文献？

我该先读哪一篇？8500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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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nard L. Feringa
伯纳德·L·费林加
因设计和合成分子机器获得2016年
诺贝尔化学奖，中国科学院院士

如何全面解读核心文献？

施引文献

参考文献

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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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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皮埃尔·索维奇
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詹姆斯·弗雷泽·司徒塔特
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英国皇家
科学院院士，德国自然科学院院士，
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美
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
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Jean-Pierre Sauvage

J. Fraser Stodd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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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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Alan Leigh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
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爱丁堡皇家学会会
士，国际杰出的超分子专家，对超分子发
展特别是“分子机器”方向的发展做出杰
出贡献。

J. Fraser Stoddart

David A. Le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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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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A. Leigh现任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教授、英国
皇家科学院院士、欧洲科
学院院士现任英国曼彻斯
特大学化学系教授

可行走的分子机器装置制备

制备出信息棘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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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锁定高水平论文



40

过去10年中发表的论文,被引频次

在同年同学科发表的论文中进入

全球前1％

高被引论文

(Highly Cited Paper)

过去２年中所发表的论文,在最近

两个月中其被引频次排在某学科

前0.1%的论文

热点论文

(Hot Paper)

ESI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快速定位高影响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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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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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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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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S全文链接按钮

开放获取OA

EndNote Click（一键获取全文 ）

馆际互借

图书馆文献传递

免费全文网站

提供免费全文的期刊

作者E-mail联系或作者主页

全文下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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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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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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下载EndNote Click，一键获取PDF全文



注册环节全部完成，您可以自由使用EndNote Click，
并拥有容量为100MB的个人PDF全文临时储存盘。

快速获取全文小插件-EndNote Click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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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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机构在“分子机器”
领域发文活跃？

中国科学院

马克斯·普朗克科
学促进学会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得克萨斯
大学

霍华德·休斯
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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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

加利福尼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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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高效开展课题调研?

哪些学者在“分子机器”
领域论文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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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弗雷泽·司徒塔特
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英国皇家
科学院院士，德国自然科学院院士，
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美
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
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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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高效开展课题调研?
哪些基金在资助“分子机器”
领域的论文？

出版年
文献类型
Web of Science类别
作者

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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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资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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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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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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NoteTM20 的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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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Title

Year

Journal

…

Filters

EndNote Library

O
utput 

Styles

投
稿

数据库
文献记录

文献管理

文献分析

识别数
据库导
出的文
献字段

组合成
期刊要
求的文
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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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大EndNote培训

时间：2021/10/28 18:40-20:10 

点击链接入会：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kMp1fo1ifH8a

会议 ID：572 356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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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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合适的期刊投稿？

WoS EndNote

JCR



投稿选刊

分析检索结果——

出版物标题分析

“分子机器”相关研究

70

“分子机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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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分子机器”相关研究期刊表现如何？
影响因子怎么查？除了影响因子还可以关注什么？

“分子机器”相关研究

点击查看期刊影响力



投稿选刊

和JCR无缝连接全面了解目
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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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机器”相关研究期刊表现如何？

影响因子怎么查？除了影响因子还可
以关注什么？

“分子机器”相关研究

影响因子及百分位变化趋势？

哪些国家/地区、哪些机构

在这本期刊上发文较多？



扩展选刊视野
增加期刊选择

借助JCR锁定目标学科/目
标国家或地区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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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领域有哪些期刊？

锁定Web of Science学科

开拓投稿思路

锁定所在的Web of Science学SCIE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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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如何提升个人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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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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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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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ons学者简历全方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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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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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Web of Science, ORCID, 或文献管理工具
（EndNote或Mendeley）导入个人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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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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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 Academy 在线学院免费了解同行评议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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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提升个人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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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帮助 & 资源

Help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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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换语言-中文简体



关注官方平台，第一时间获取最新资讯！

科睿唯安
微信公众号

更多课程

更多材料

更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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