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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You need to find, analyze, and share high-quality, multidisciplinary scientific information quickly and easily. And 

you need a source you can trust.

如何利用JCR了解期刊，选择合适期刊投稿？

如何利用SCI/SSCI/ESI进行基金选题和创新研究？

东北石油大学研究绩效概览

如何利用Endnote提高论文写作和投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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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石油大学研究绩效概览-SCI论文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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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石油大学研究绩效概览- SCI论文影响力



东北石油大学研究绩效概览-ESI前1%学科

5

国际排位：1230/1369

国内排名：113/123



东北石油大学研究绩效概览-ESI高被引论文

6

共22篇，其中工程学学科产出16篇，计算机科学学科
有4篇，地质学学科有1篇，材料科学学科有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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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石油大学研究绩效概览- SCI论文的学科分布

计算机科学跨学科应用

信息学与图书馆学

商学 教育&教育研究

计算机科学
人工智能

经济学
发展规划 护理学

绿色可持续
科学技术

教育&教育研究

经济学

绿色可持续
发展技术

环境科学

环境研究

商学

计算机科学
人工智能

计算机科学
跨学科应用

工程，跨学科

运筹与
管理学

能源与燃料

化学工程

物理化学

化学多学科

石油工程 材料科学
多学科

地质科学跨学科

应用物理

物理多
学科

电子与
电气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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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石油大学研究绩效概览- 作者（包括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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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石油大学研究绩效概览- 投稿期刊

Q4

Q4

Q3， Q1，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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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You need to find, analyze, and share high-quality, multidisciplinary scientific information quickly and easily. And 

you need a source you can trust.

如何利用JCR了解期刊，选择合适期刊投稿？

如何利用SCI/SSCI/ESI进行基金选题和创新研究？

东北石油大学研究绩效概览

如何利用Endnote提高论文写作和投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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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
为科研人员建立整合的创新研究平台

研究方向

申请基金

分析领域设计方案

学术出版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Web of Science（SCI,SSCI,A&HCI…)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EndNote

Web of Science

InCites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Web of Science

Web of Science 

信息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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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数据库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科学引文索引) 

176个学科的8900多种高质量学术期刊。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56个社会科学学科的3000多种权威学术期刊。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

收录28个人文艺术领域学科的1700多种国际性、高影响力的学术期刊的数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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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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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2012年收录60,2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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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种化学反应信息及420万种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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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数据库——引文索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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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ation Index 引文索引

Dr. Eugene Garfield

Founder & Chairman 
Emeritus 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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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que
Data

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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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索引 VS 关键字检索

关键词的不断演变，造成
漏检，错过高影响力的重
要文献！



15

相关记录

2004

2008

2002

1994

引用

2014

2013

施引文献 2011

2012

2010

参考文献

2001
2007

1998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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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的关系 。

Web of Science 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学科发展视野

… Cited References 越查越深

Times Cited 越查越新

Related Records 越查越广

引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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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Web of Science文献及引文分析的诺贝尔奖预测

2017年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四项诺贝尔奖的10位获奖人中，来自两个领

域的3位科学家曾获引文桂冠奖

•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一：Rainer Weiss（麻省理工学院），2016年引文桂冠奖得主；

•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一：Kip S. Thorne（加州理工学院），2016年引文桂冠奖得主；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ichard H. Thaler（芝加哥大学），2002年引文桂冠奖得主。

2002-2017年，引文桂冠奖已成功预测46位诺贝尔奖得主

引文桂冠奖：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SCIE/SSCI…）数据，通过引文分析识别化学

、物理学、生理学或医学和经济学领域中具有最重大影响的研究人员。



17



18

精准定位研究前沿 – ESI 助力科研选题及基金申请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定量分析研究绩效的工具

• 来自于 Web of Science 的10年滚动数据，每一种期刊都被按照22个学科进行了分类标引；

• 基于科学家、研究机构（或大学）、国家（或地区）及学术期刊的研究成果数量和影响力指
标，以及在全球各研究领域中的排名

• 全球各学科领域的论文被引频次基准值

• 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和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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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已有研究方向基础上识别有潜力的
新兴研究方向

• 把握其在某些研究前沿中的科研地位
• 激励研究人员提高自身及所在单位的

科研竞争力及学术影响

《研究前沿》—跟踪研究前沿，探索高水平研究和创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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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高水平研究和创新思想—化学与材料科
学研究前沿摘录

数据来源：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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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高水平研究和创新思想—化学与材料科
学研究前沿摘录

数据来源：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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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高水平研究和创新思想—数学、计算机科学
和工程学研究前沿摘录

数据来源：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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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高水平研究和创新思想—经济学、心理学
和社会科学研究前沿摘录

数据来源：ESI



查看某一领域下的研究前沿

从学科入手，找寻研究前沿课题

早期动物进化；海洋氧合

华北地区稳定地块

全球变暖；海洋升温

西部中亚造山带

土壤微生物生物碳含量



查看某一主题是否为研究前沿

输入Shale Gas

从主题入手，了解“页岩气”
相关研究热点

孔隙系统；叶岩气储层

天然气开采

非常规天然气开发

能源安全；中国政策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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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定位研究前沿 – ESI 助力科研选题及基金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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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lyst

碳氢活化反应

精准定位研究前沿 – ESI 助力科研选题及基金申请

高效有机太阳能电池

有机发光二极管

镧系金属元素的单粒子磁体

C-H键的烯丙基化、酰胺化、炔基化

C-H键的三氟甲基化

N-杂环卡宾(NHC)催化

发光镧系金属-有机骨架材料

非富勒烯型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有机金属配合物发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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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定位研究前沿 – ESI 助力科研选题及基金申请

2012：选择性反应尤其是催化不对称反应，已成为有机化学研究的热点。

2013 - 2015：选择性反应（尤其是催化不对称反应）以及惰性化学键的活化与转化，已成为有机化学研
究的热点。

2016：有机化学反应与合成更加注重选择性精准控制和原子/步骤经济性；惰性化学键与小分子的活化与
转化、廉价金属催化、绿色合成、生物质转化等成为应对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前沿领域。

2012 - 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机化学面上项目指南研究前沿领域的变化

惰性化学键活化（碳氢活化）

有机化学领域的ESI研究前沿

C-H键的烯丙基化、酰胺化、炔基化 2014.8

C-H键的三氟甲基化 2013.6

N-杂环卡宾(NHC)催化 2013.3

利用ESI研究前沿对基金资助领域进行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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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高被引论文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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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高被引论文的研究思路
C-H bond activation enables the rapid construction and late-stage 

diversification of functional molecules

碳氢活化反应快速构建功能分子后期多样性

Functionalization of Organic Molecules by Transition-Metal-Catalyzed 

C(sp(3))-H Activation

通过过渡金属催化的SP3杂化的碳氢活化反应实现有机分子的官
能团化

Palladium-catalyzed benzene arylation: Incorporation of catalytic pivalic acid 

as a proton shuttle and a key element in catalyst design 三甲基乙酸作为质子传输器辅助钯催化的苯芳基化反应

Catalytic intermolecular direct arylation of perfluorobenzenes 六氟苯的分子间芳基化反应

Proton abstraction mechanism for the palladium-catalyzed intramolecular

arylation 钯催化分子内芳基化反应的质子抽取机制

Palladium-catalyzed methylation and arylation of sp(2) and sp(3) C-H bonds 

in simple carboxylic acids

简单羧酸化合物中SP2及SP3杂化碳氢键的钯催化甲基化及芳基
化反应

Catalytic and highly regioselective cross-coupling of aromatic C-H substrates 芳香碳氢键的催化高区域选择性偶联反应

Indole Synthesis via Rhodium Catalyzed Oxidative Coupling of Acetanilide 

and Internal Alkynes

通过铑催化的氧化偶联反应以乙酰苯胺及分子内炔基为底物构建
吲哚化合物

Cu-catalyzed cross-dehydrogenative coupling: A versatile strateav for C-C 

bond formations via the oxidative activation of sp(3) C-H bonds 通过铜催化的氧化偶联反应对SP3杂化的碳氢键进行脱氢偶联

Construction of Nitrogen-Containing Heterocycles by C-H Bond 

Functionalization 通过碳氢官能团化构筑氮杂环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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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被引论文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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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被引论文的研究思路
Pd-catalyzed oxidative coupling with organometallic reagents via C-H 

activation 碳氢活化反应参与的钯催化氧化偶联反应

Intermolecular amidation of unactivated sp(2) and sp(3) C-H bonds via 

palladium-catalyzed cascade C-H activation/nitrene insertion 钯催化碳氢活化及氮宾插入在分子间酰胺化反应的应用

Multiple C-H activations to construct biologically active molecules in a process 

completely free of organohalogen and organometallic components

多步碳氢活化反应构建具有生物活性分子（无有机卤化物及有
机金属化合物参与）

An efficient organocatalytic method for constructing biaryls through aromatic 

C-H activation 碳氢活化参与的高效构建联芳化合物的有机催化方法

Palladium-catalyzed direct arylation of (hetero)arenes with aryl boronic acids 杂环芳基化合物与芳基硼酸化合物的钯催化芳基化反应

Palladium-Catalyzed Alkenylation of Quinoline-N-oxides via C-H Activation 

under External-Oxidant-Free Conditions

在无外界氧化物参与的条件下通过钯催化的碳氢活化反应对喹
啉进行烯基化反应

Copper-Catalyzed C(sp(3))-C(sp(3)) Bond Formation Using a Hypervalent 

Iodine Reagent: An Efficient Allylic Trifluoromethylation

以高价碘化物为底物通过铜催化的SP3碳碳偶联反应进行烯丙
基的三氟甲基化

Gold(III) salen complex-catalyzed synthesis of propargylamines via a three-

component coupling reaction

三价金手性配合物催化下由三组分参与的偶联反应合成炔丙基
胺

FeCl(2)-Catalyzed selective C-C bond formation by oxidative activation of a 

benzylic C-H bond

在氯化亚铁的催化下通过苯甲基碳氢键的氧化活化选择性构筑
碳碳键

Challenge and progress: palladium-catalyzed sp(3) C-H activation 钯催化下SP3碳氢键活化的挑战与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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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热点论文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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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热点论文的研究思路

Co(III)-Catalyzed C-H Activation/Formal S-N-Type Reactions: Selective 

and Efficient Cyanation, Halogenation, and Allylation

钴催化的碳氢活化反应：高效有选择性的氰化反应、卤化反应及烯丙
基化反应

Metal-Ligand Cooperation 金属-配体协作

Site-selective arene C-H amination via photoredox catalysis 光氧化还原反应催化的具有区域选择性的碳氢键氨基化

Selective Synthesis of Indoles by Cobalt(III)-Catalyzed C-H/N-O 

Functionalization with Nitrones 通过钴催化的碳氢、氮氧键官能团化选择性合成吲哚化合物

Manganese-Catalyzed C-H Activation 锰催化的碳氢活化反应

Cobalt-Catalyzed Oxidase C-H/N-H Alkyne Annulation: Mechanistic 

Insights and Access to Anticancer Agents

钴催化的碳氢、氮氢键炔烃环化反应：机理研究及潜在抗癌化合物的
合成

Single-Component Phosphinous Acid Ruthenium(II) Catalysts for 

Versatile C-H Activation by Metal-Ligand Cooperation 次磷酸参与的二价钌催化的碳氢活化反应



高熵合金（ high-entropy alloy ）的相关研究

查看某一领域下的研究前沿



案例：高熵合金

高熵合金是一种合金，一般可以被定义为由五个以上的元素组元按照等原

子比或接近于等原子比合金化。它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大块非晶合金的开发的

情况下提出的。

已有的研究报道发现，高熵合金具有一些传统合金所无法比拟的优异性能，

如高强度、高硬度、高耐磨耐腐蚀性、高热阻、高电阻等，从而成为在材料科

学和凝聚态物理领域中继大块非晶之后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为科研人员建立整合

的创新研究平台

检索

分析

管理

写作

投稿



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为科研人员建立整

合的创新研究平台

检索



检索词: high-entropy alloy*

检索字段：主题

检索数据库：SCIE/CPCI-S

深入挖掘文献信息 – Web of Science 助力研究领域分析



Boolean 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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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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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dc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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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 Search 精确检索

词组检索 如果希望精确地检索某个短语，应将其放置在
引号内。

范例:  “rare earth”

如果没有“”，相当于rare AND earth



专业文献的分析与寻找的三个方面：
最全面、最具影响、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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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先读哪些文章？

高影响力论文？

最新发表的论文？

锁定相关领域的论文？

综述文章？

……



“如果我看得比别人远一些，那是因
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 艾萨克 · 牛顿 (Sir Isaac Newton)



快速查找领域中的经典综述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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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级别用量
指标”——
使用次数(访问
量+保存次数）

快速查找领域中较新的综述



锁定特定学科领域论文

与材料科学、冶金冶

炼、纳米科学、矿物

学等多方面有交集



纳米科学中高熵合金领域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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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学科领域的ESI高被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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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高被引论文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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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被引论文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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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热点论文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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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10年中发表的论文,被

引用次数在同年同学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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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近两个月中其影响力排

在某学科前0.1%的论文

热点论文

(Hot Paper)

ESI高水平论文



快速锁定高影响力的论文——被引频次（降序）



文章的全记录页面

来自北京科技大学&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张勇教授及其团队发表《高熵合金的微结构和性能》

总结了该领域的系列进展，包括张勇课题组2007

年在国际上率先制备出了性能和块体非晶合金相当、

但具有室温塑形的体心立方高熵固溶体合金。



全记录的引文链接——参考文献

引用的参考文献 297

通过文章背后的参考文献寻找该课题的研究历史
以及过去的重要研究成果



全记录的引文链接——参考文献

追溯前序基础研究……

葉均蔚，国立清华大学材料工程学系，被誉为高熵合金
之父，2004年5月发表的关于多成分的纳米结构高熵合金
的文章， 提出高熵合金的研究成果，突破材料學有史以來的
最大迷思，轰动材料學界至今被引用869次。

通过文章背后的参考文献寻找该课题的研究历史
以及过去的重要研究成果



引经据典：通过引用经典文献提高揭示度

据Web of Science收录数据显示：目前被引用次数最高的
前50篇文献，其中84%发表于20年前, 36%发表于40年前。

编辑与审稿专家会关注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否包含一些该
领域的“奠基石”性论文，如果参考文献缺失经典论文可
能被认为研究基石不稳。

从对参考文献的统计分析数据来看，高被引论文具有一些
显著的共性：即参考文献数量较多，且参考的论文年代都
比较久远。



全记录的引文链接——施引文献

被引频次 688

查看“被引频次”
—通过施引文献发现理论的最新应用和发展



全记录的引文链接——施引文献

葉均蔚教授与国际知名材料学家
B.S. Murty与S. Ranganathan合著
High-Entropy Alloys （高熵合金）
一书，成为材料学的经典教材及参
考书之一。

查看“被引频次”
—通过施引文献发现理论的最新应用和发展



全记录页面（相关记录）

查看相关记录

相关记录：通过相关性文献获取更多科学线索，
开拓思路，跨学科研究



共同引用的参考文献：71

共同引用的参考文献：51

全记录页面（相关记录）

相关记录：通过相关性文献获取更多科学线索，
开拓思路，跨学科研究

通过共被引文献数量
分析研究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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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小结

查看文献综述，了解问题的研究现状

查看高影响力论文，了解国际同行的关注热点

锁定特定学科领域论文，了解所在专业领域下课题的

相关研究

厘清课题研究脉络，寻找研究问题，

并论证研究问题的价值

总结研究思路、设计研究方案



三维度检索——把握课题脉络

相关记录

2004

1999

2002

1994

引用

▪ 越查越广

2010

2003

施引文献 2008

2006

▪ 越查越新

2002

参考文献

1993
1991

1998

1980

▪ 越查越深



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为科研人员建立整

合的创新研究平台

检索

分析



分析已有文献的信息价值

67

分析检索结果

分析某研究课题的总体发展趋势。

找到该研究课题中潜在的合作者和合作机构。

对该课题领域的国家信息分析，例：国家内领先机构和高校等。



分析检索结果

强大的分析功能：

▪作者 ▪出版年 ▪来源出版物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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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向

▪Web of Science类别 ▪编者 ▪丛书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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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以及判断课题的发展阶段

出版年分析阶段



发表该领域论文最多的前十位作者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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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该领域的高产出研究人员

- 选择导师

- 选择同行审稿专家

- 选择潜在的合作者

葉均蔚，国立清华大学材料工程学系 被誉为高熵合金之父
http://www.nthu.edu.tw/newsphoto/103news/hotnews-1030929.php

http://www.nthu.edu.tw/newsphoto/103news/hotnews-1030929.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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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该领域论文最多的前十位作者是谁？



活跃研究机构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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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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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田纳西大学

国立清华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大连理工
大学



研究能力的世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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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该领域高产出的国家/地区。

- 进行国家与地区间的研究对比。

中国

美国

中国台湾

德国

印度

日本

俄罗斯

法国

乌克兰

韩国



中国研究学者在高熵合金领域的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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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大学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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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机构

- 基金申请参考

- 了解同行或竞争对手的研究进展



检索 & 分析 Tips

• “被引频次降序”找到高影响力文献

• “ESI高水平论文”锁定高水平文章

• “引文网络”三维度把握课题

• “使用次数”反映读者兴趣

• “分析检索结果”分析隐藏在文献背后的价值

• “引文报告”把握课题趋势

•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从一篇文献出发了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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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研究思路、设计实验方案

碳氢活化

反应类型

底物种类

催化金属反应条件

研究内容

芳基化反应、甲基化反应、区域选择性偶联反
应、氧化偶联反应、分子间酰胺化反应、烯基
化反应、碳碳偶联反应、氰化反应、卤化反应
及烯丙基化反应、氨基化反应、氮氧键官能团
化、炔烃环化反应、三氟甲基化反应

六氟苯、羧酸化合物、芳香化合物、
乙酰苯胺、杂环芳基化合物、芳基
硼酸化合物、喹啉、高价碘化物、
苯甲基碳氢键

钯、铑、铜、金、
铁、钴、锰、钌

无有机卤化物及有机金属化
合物参与、无外界氧化物参
与、光参与

构建功能分子后期多样性、官能团
化、质子抽取机制、区域选择性、
合成吲哚化合物、氮杂环化合物、
合成生物活性分子、构建联芳化合
物、合成炔丙基胺、机理研究、抗
癌化合物的合成



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为科研人员建立整

合的创新研究平台

检索

分析

管理

管理

- 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定题跟踪

➢引文跟踪

- 高质量论文的收藏和管理

➢对参考文献进行分类、统一

管理收藏及联合检索



利用Web of ScienceTM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 怎样利用Web of ScienceTM将有关课题的最

新文献信息自动发送到您的Email邮箱?

– 定题跟踪

– 引文跟踪



保存检索历史,创建定题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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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机构等的最新研究进展



创建“定题跟踪” 保存检索历史在服务器或本地计算机上，订制

定题服务

设定选项：

̵ 检索历史名称

̵ 电子邮箱

̵ 定制类型及格式

̵ 频率



创建“引文跟踪”－随时掌握最新研究进展



如何有效地管理文献？



文献管理工具——EndNot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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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导入 – 外源数据库



有效地组织管理

手头的参考文献

快速检索

文献管理工具——EndNote® online



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为科研人员建立整

合的创新研究平台

检索

分析

管理

写作

写作

-在写作中插入参考文献

-修改参考文献格式



Reference

在2004年投向Nature的中国文章有55%,

2003年更是高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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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同院校的硕博士论文

参考文献格式要求不尽相同

Endnote ® online

Endnote ®

参考文献格式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我们文章投稿的成功率。



小插件：
实现word与Endnote® online之间的对接

边写作边引用



如何插入参考文献？



如何插入参考文献？



如何统一做格式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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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统一做格式化处理？



Endnote® online – 文献的管理和写作工具

• 与Microsoft Word自动连接, 边写作边引用

̵ 自动生成文中和文后参考文献

̵ 提供3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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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Note网络版和单机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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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类型 单机版（Site License） 网络版

软件结构 单机版软件，支持最多3台设备
网络版，借助Web of 

Science平台连接Internet

即可正常访问

全文pdf附件容量 无限制（受限于本机存储容量） 上限2GB

文献库共享 支持 不支持

自动文献信息更新 支持 不支持

在线检索数据库 6,000+ 1,800+

导入pdf全文
支持（可自动导入包含二级文件
夹的所有PDF文件）

不支持

创建智能分组与组合分组 支持 不支持

自动查找并下载全文 支持（可帮助查找PDF文本） 不支持

高亮与标注PDF全文 支持 不支持

内置的参考文献格式模板 6000+ 种格式 3300+ 种格式

自定义格式编辑 支持参考文献格式及过滤器编辑 不支持

期刊简称识别与标准化 支持 不支持



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为科研人员建立整

合的创新研究平台

写作

投稿检索

分析

管理

投稿

-查询学科内SCI期刊

-关注期刊用稿特点、影响因子、学科内排名



如何选择合适的投稿期刊(JCR和WOS的无缝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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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如何寻找高熵合金领域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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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high-entropy alloy*

检索字段：主题
检索数据库：SCI-EXPA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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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已发表论文所属期刊分析，获取该领
域高发文期刊

以：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为例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与Web of Science相互融合

10

3

在Web Of Science界面里

查看期刊的基本信息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

只有被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收录达3年的期刊才会有影响因子

IF2016=
2014年和2015年发表的文献在2016年被引用的次数

2014年和2015年发表的文献数



查看某一本期刊的历史数据来把握其发展状态

10

5



迅速识别一本期刊是否是Open  

Access、出版周期、出版信息等

期刊相关信息



关于被镇压期刊的说明

之前被镇压的期刊/未有影响因

子的期刊，会在详细页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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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期刊发表周期哦！

5年影响因子趋势

期刊学科内排名

发表于高水平期刊 = 编辑及同行评审对于成果的认可

发表于高水平期刊 = 受到更多同行的关注

论文更有可能获得高影响力

JCR：用权威数据，选合适期刊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简介

• 期刊引文分析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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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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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多种期刊的引文分析信息



ENDNOTE匹配功能-找到最合适您投稿的期刊





ENDNOTE匹配功能-找到最合适您投稿的期刊



ESI工程学学科的期刊列表，共853种



ESI化学学科的期刊列表，共530种



ESI材料科学学科的期刊列表，共362种



ESI经济与商学学科的期刊列表，共583种



化学工程学科SCIE期刊列表，共136种



石油工程学科SCIE期刊列表，共20种



能源与燃料SCIE期刊列表，共86种



教育&教育研究SSCI期刊列表，共191种



查询哪些期刊被SCI、SSCI、A&CI收录
http://mjl.clarivate.com/



查询哪些期刊被SCI、SSCI、A&CI踢除或镇压
http://mjl.clarivate.com/

这里会显示过去12个月中，SCIE期刊的变化情况



公开认可同行评议工作，Publons助力中国学者融入全球学术共同体

创建个人主页，展示学术成
果及审稿记录

下载个人官方学术证明，助
力学术晋升

快速生成个人审稿报告



连接ORCiD及
ResearcherID，提升个

人学术成果曝光度

Publons学院助力青年学者
成长为同行评议专家

公开认可同行评议工作，Publons助力中国学者融入全球学术共同体

通过仪表盘深度了解个人审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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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帮助&免费学习资源



更多帮助



科睿唯安在线学院
网址： https://clarivate.com.cn/e-clarivate/wos.htm



科睿唯安微信公众号——一站式科研信息解决方案

WOS在线大讲堂
——大咖在线的主题讲座

微课堂
——小视频，大智慧

下拉菜单——在线学院，
电脑或手机均无障碍登录
既有干货满满的WOS在线大讲堂
又有随时随地几分钟学到小技巧的微课堂！



电话：010-57601239、18610367271 | Email： fengwu.luo@clarivate.com

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