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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电大学发表SCISCISCISCI论文收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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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电大学的重点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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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电大学发表SCISCISCISCI论文较多的作者

温巧燕，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博士

生导师。主持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63项
目、CNGI专项、博士点基金项目、现代通信国家重

点实验室合作项目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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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北京邮电大学论文较多的SCISCISCISCI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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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科学引文索引，SCIE）
: 8200多种核心期刊，可回溯到1900年

•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
：    2800种核心期刊，可回溯到1900年

•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艺术与人文索引A&HCI
）: 1500种核心期刊，可回溯到1975年

• New!

•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CPCI-S)--1990-至今至今至今至今 

•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CPCI-SSH)--1990-至今至今至今至今

Web of Science



 ISI covers 150 journals whose country of publication is 
China( including Taiwan, Hongkong, )2009

–  SCIExpanded:      139 Journals
–  SSCI:      11 Journals 

Web of Science中的中国期刊



Unique Unique Unique Unique 
DataDataDataData
独特
的数据

QualityQualityQualityQuality
质量

选刊标准 - 基本的期刊出版标准，内容，国际性与区域代表性，引文分析

相对性的全 – 地域、类型、学科；科学、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领域

深度 – 提供最深的引文回溯数据，100年来的学术引文

数据的独特性保证了知识的发现

DiversityDiversityDiversityDiversity
广度

DepthDepthDepthDepth
深度

Web of Science高质量的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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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中的时间分配

• 据美国科学基金会统计，一个科研人员花费据美国科学基金会统计，一个科研人员花费据美国科学基金会统计，一个科研人员花费据美国科学基金会统计，一个科研人员花费
在查找和消化科技资料上的时间需占全部科在查找和消化科技资料上的时间需占全部科在查找和消化科技资料上的时间需占全部科在查找和消化科技资料上的时间需占全部科
研时间的研时间的研时间的研时间的51%51%51%51%，计划思考占，计划思考占，计划思考占，计划思考占8%8%8%8%，实验研究占，实验研究占，实验研究占，实验研究占
32%32%32%32%，书面总结占，书面总结占，书面总结占，书面总结占9%9%9%9%。由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由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由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由上述统计数字可以
看出，科研人员花费在科技出版物上的时间看出，科研人员花费在科技出版物上的时间看出，科研人员花费在科技出版物上的时间看出，科研人员花费在科技出版物上的时间

为全部科研时间的为全部科研时间的为全部科研时间的为全部科研时间的60%60%60%60%。。。。 
• 美国科学基金会NSF(NationalNSF(NationalNSF(NationalNSF(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Science  Foundation) Science  Foundation) Science  Foundation)

• http://www.nsf.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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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的服务    

检索界面    

注册和其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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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辅助工具

作者索引，出版物名称索引

添加检索项



检索举例    1 1 1 1 ––––石墨烯的相关研究

•石墨烯（GrapheneGrapheneGrapheneGraphene），又称单层石墨，是一种由碳原子以sp2sp2sp2sp2混
成轨域組成六角型呈蜂巢晶格的平面薄膜，只有一個碳原子厚度
的二維材料。

•石墨烯不仅是已知材料中最薄的一种，还非常牢固坚硬；作为单
质，它在室温下传递电子的速度比已知导体都快。

•石墨烯可以应用于晶体管、触摸

屏、基因测序等领域，同时有望

帮助物理学家在量子物理学研究

领域取得新突

破。 

      



检索举例    1 1 1 1 ：有关石墨烯的相关研究

检索词: Graphen*检索词: Graphen*



科研选题中如何快速准确检索到与我们课题相关的信息？ 
迅速找到领域内的热点论文、高影响力论文、综述论文？



选择感兴趣的论文查看全记录



精炼 - 快速检索综述



排序功能: 被引频次

排序功能-锁定高影响力的论文



精炼 – 查看课题涉及的学科类别



石墨烯在材料科学领域的文献



引文报告----一览全局

哪些是近几年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把握热点研究方向

20102010201020102010201020102010年物理学奖得主年物理学奖得主



  检索结果页面



  互联网上学术网站



选题分析中如何获取新的思路、创新研究？ 
多角度分析把握课题研究趋势

强大的分析功能 

- 能够处理10万条记录, 多层次的分析



利用Web of ScienceWeb of ScienceWeb of ScienceWeb of Science强大的分析功能

最多能够处理10万条记录

可以从11个角度深入分析

11个角度的深入分析：

� 著者

� 出版年

� 机构名称

� 来源出版物

� 学科领域

� 基金资助机构

� 授权号

� 国家与地区 

� 文献类型

� 文献语种

� 会议标题



出版年：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保存至本地，用Excel
打开.txt文档并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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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 
- 发现该领域的高产出研究人员

- 有利于机构的人才招聘

- 选择小同行审稿专家

- 选择潜在的合作者

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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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与地区 - 发现该领域高产出的国家与地区

查看记录，再次分析，发现中国在该领域 :

– 引领机构, 高产出, 高影响力的作者

– 经常发表中国作者论文的期刊

– 与中国学者合作的国家和机构

– 该课题在中国的发展趋势



中国在石墨烯领域发表的论文



中国在石墨烯领域的引领机构，基金资助情况



选择感兴趣的论文查看全记录



2010201020102010年物理学奖得主----广为人知的消息浮出水面

石墨烯一直被认为是假设性的结构，无法单独稳定存在，直至2004年，英国曼彻

斯特大学物理学家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諾沃肖洛夫，成功地在实验中用胶带

“撕裂法”从石墨中分离出石墨烯，而证实它可以单独存在，两人也因：“在二维石

墨烯材料的开创性实验”为由，共同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桂冠。

 全文链接: 查看全文

查阅馆藏

与作者Email联系



20041981

Cited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2010

Times Cited
施引文献

R
elated R

ecords

相
关
文
献

     该课题如何起源、
     修正、变迁、发展

该课题的演变、
最新进展

该课题的渗透、
交叉学科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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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Web of Science获取思路，激发研究思想

• 以一篇高质量的文章为检索起点进行被引文献检索Cited 

Reference Search

被引文献检索的特点被引文献检索的特点被引文献检索的特点被引文献检索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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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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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延伸？

– 某个实验方法是否得到改进？ 

– 如何了解某篇论文/某部论著被引用情况？以揭示其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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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文献检索——由一本书来追溯某一理论的发展与应用
案例二：董绍俊——化学修饰电极

42

• 董绍俊，分析化学家。长期从事电分析化学研究。率
先在中国开展化学修饰电极研究，开拓了多种体系的
电极表面修饰和自组装；对修饰电极的电催化理论和
方法，涉及非稳态体系和超微修饰电极，做出了贡献
 

• 对于该书中提出的理论与方法有哪些新的视角和观点?

• 该书观点目前有哪些新的应用?

• 基于该试验方法的最新发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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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被引作者名

输入被引著作



44



45



46



提纲

• 认识认识认识认识ISI Web of KnowledgeISI Web of KnowledgeISI Web of KnowledgeISI Web of Knowledge平台及平台及平台及平台及Web of ScienceWeb of ScienceWeb of ScienceWeb of Science

• 利用利用利用利用SCISCISCISCI突破研究现况并进行课题创新突破研究现况并进行课题创新突破研究现况并进行课题创新突破研究现况并进行课题创新

• 利用管理功能，跟踪课题的最新进展利用管理功能，跟踪课题的最新进展利用管理功能，跟踪课题的最新进展利用管理功能，跟踪课题的最新进展

• 利用数据库选择投稿期刊，更快更好地发表利用数据库选择投稿期刊，更快更好地发表利用数据库选择投稿期刊，更快更好地发表利用数据库选择投稿期刊，更快更好地发表SCISCISCISCI论文论文论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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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利用利用利用Web of ScienceWeb of ScienceWeb of ScienceWeb of Science跟踪最新研究进展跟踪最新研究进展跟踪最新研究进展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 怎样利用ISI 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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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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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注册，登录后可以使用个性化服务

构建所跟踪的课题名称，也可跟踪
机构、个人所发表的最新论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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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保存检索历史在服务器或本地计算机上

�可以订制定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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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检索相关课题，并把最新结果发送到指定的邮箱中

�有效期半年，到时间后可以续订

�支持RSS 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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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引文跟踪－随时掌握最新进展



•管理您所创建的定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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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适的投稿期刊
• 作者必须要十分了解自己研究领域的重要期刊，力求所选择期刊的出

版内容与稿件的专题确实密切相关。可以利用SCI数据库来
分析选择和您课题相关的热点期刊。

• 如果稿件投向了不合适的期刊，则有可能出现下列3种情况：

• （1）稿件被简单地退回，理由是稿件的内容“不适合本刊”。这种判断

通常是经过编辑初评或同行评议得出的，并有可能经历了数周或数月
的时间，这无疑会耽搁稿件的尽快发表。

• （2）尽管期刊所刊载的论文范围涉及稿件的主题，但由于编辑和审稿
人对作者研究领域的了解比较模糊，从而有可能导致稿件受到较差或
不公正的同行评议。相反，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与稿件主题密切相关的
期刊，该稿件可能会被接受，并且作者也不会被自己并不同意的修改
意见所烦扰。

• （3）即便稿件被接受和发表，作者的喜悦心情不久也会被失望所代

替，因为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埋没在一份同行很少问津的期刊中，从而
达不到与小同行交流的目的。该篇论文也可能从没有被人引用。



分析来源期刊



来源期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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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结果进一步分析，进行深入数据挖掘



本刊对中国作者的录用倾向性



进一步分析，查看本课题在本刊主要的中国作者和机构



与本刊中国作者联系，询问投稿注意事项、审稿周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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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利用利用利用EndnoteEndnoteEndnoteEndnote    WebWebWebWeb高效率写作研究论文高效率写作研究论文高效率写作研究论文高效率写作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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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论文的收藏和管理

• 理想的收藏方式

– 能对我的参考文献进行统一管理收藏

– 可以对我的参考文献进行分类

– 可以对我的参考文献进行联合检索

– 可以快速找到我所需要的那篇参考文献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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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有重要参考文献的管理



有效地组织管理
手头的参考文献

可以检索

链接到原始数据，被引用次
数，影响因子等数据实时更新

我的我的EndNoteEndNote Web Web——个人图书馆个人图书馆



手动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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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其它数据库来源的文献。





通过txt格式导入参考文献(本地计算机上选择文件)



遵循拟投稿期刊的体例要求

您知道吗? -参考文献的格式会影响稿件的录用

    编辑对稿件的 “第一眼印象”

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期刊都有不同的参考文献格式要求

  Endnote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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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ite While You Write™ 插
件

即时创建文中和文后参考文献

Find Citation(s)
自动连接到Endnote Web
查找所要引用的参考文献

此处需要引用Prof. Kuhlthau
发表于1991年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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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Prof. Prof. Prof. Prof. KuhlthauKuhlthauKuhlthauKuhlthau的姓氏

选中所需的引文

添加引文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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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 Bibliography
格式化文中与文后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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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提供提供提供3000300030003000多种期刊的参考文献格式多种期刊的参考文献格式多种期刊的参考文献格式多种期刊的参考文献格式

格式化后的文中参考文献

文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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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Nature格式化后的参考文献



http://http://http://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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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酷网SCISCISCISCI培训视频浏览下载
• http://www.youku.com/playlist_show/id_4251501.html 



资源共享

• 本公司中文网站下载ISI Web of knowledgeISI Web of knowledgeISI Web of knowledgeISI Web of knowledge培训资料

•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isiwebofknowledge/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isiwebofknowledge/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isiwebofknowledge/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isiwebofknowledge/

• 本公司中文网站下载Web of ScienceWeb of ScienceWeb of ScienceWeb of Science培训资料

•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webofscience/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webofscience/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webofscience/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webofscience/

• 本公司中文网站下载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培训资料

•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journalcitationr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journalcitationr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journalcitationr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journalcitationr
eport/eport/eport/eport/

• 本公司中文网站下载BIOSIS PreviewsBIOSIS PreviewsBIOSIS PreviewsBIOSIS Previews培训资料

•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BPtrainingsession/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BPtrainingsession/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BPtrainingsession/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BPtrainingsession/

• 本公司中文网站下载InspecInspecInspecInspec培训资料

•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inspectrainings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inspectrainings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inspectrainings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inspectrainings
ession/ession/ession/ession/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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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美
Email: Email: Email: Email: ts.support.china@thomsonreuters.comts.support.china@thomsonreuters.comts.support.china@thomsonreuters.comts.support.china@thomsonreuters.com
Tel: 010- 5760 1200Tel: 010- 5760 1200Tel: 010- 5760 1200Tel: 010- 5760 1200
Fax: 01082862088Fax: 01082862088Fax: 01082862088Fax: 010828620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