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化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创新发
展研究 --借助SSCI进行社会科学研究

吕宁

大学与政府事业部



2

中国整体共发表了44,534篇
SSCI\AHCI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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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电大学共发表了40篇
SSCI\AHCI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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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电大学引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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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认识Web of Knowledge平台及Web of Science

•以具体案例来演示如何解决科研工作流中的
各种问题

在科研选题中如何快速准确检索到与我们课题相关的信
息？

在选题分析中如何获取新的思路、创新研究？

如何跟踪课题的最新进展，把握最新的信息？

如何管理具有重要价值的参考文献？

如何提高论文写作、投稿效率，加速科研成果发表？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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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 Web of Knowledge: 
为科研人员研究工作流而整合的专业创新研究平台

•22,000种学术期刊

•100年科技文献与引文

•3,100万发明专利

•6万个学术会议

•机构知识库

•分析研究趋势

•发现技术热点

•揭示论文间的潜
在联系

•提供引文报告

•在Microsoft 
Word中边写作边
引用

•自动生成文中
和文后参考文献

•提供2,300多种
期刊的参考文献
格式

•管理参考文献

•管理检索策略

•定题/引文跟踪(Email/RSS)

•管理全文

检索

分析

发现

写作

引用

评审

评估

出版

晋升/基金

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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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8,382种 1900-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2,995种 1900-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1,656种 1975-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1990-

•Current Chemical Reactions, 100万条化学反应 1840-

•Index Chemicus, 260万个化合物 1993-

NEW

Book Citation Index–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2005‐



引文索引的创始人Eugene Gar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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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 
Data
独特
的数据

Quality
质量

Unique Data 数据的独特性保证了知识的发现

质量,广度,深度与100年来的学术引文回溯数据构成了其

数据的独特性,揭示概念与技术的发展过程

Diversity
广度

Depth
深度

Web of Science – 高质量的学术文献



Research Workflow - 科学研究的一般工作流程

• 检索相关的研究

• 分析现有的研究结果

• 发现问题

• 提出假说

• 制订试验方案

• 定义试验步骤

• 试验

• 数据汇总

• 数据可视化

• 数据验证

• 调整试验

• 重新校验假说

• 写作研究论文

• 发表研究论文

发现问题 试验 数据分析 发现

研究活动：

- 反复、重复、动态、以人为中心

- 依赖于各种不同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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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科学研究

掌握掌握科技文献科技文献是前提是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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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is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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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科技信息的“总路线”



5 million+
conference papers
2,000+ 
new drug programs 
(annually)

13 million+ 
patented inventions 
200,000+ 
biomolecular interactions 
23,000+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arts and humanities journals

300,000+ 
industry codes and standards 
2 million+ 
chemical structures 
2,300+ 
research publishing styles
80 million+
genetic sequences
36,000+
international trademark 
applications 
(annually)

INFORMATION OVERLOAD
• A world wide problem for 

scientists, scholars and 
researchers 

• Information resource types 
and areas to publish 
formally and informally 
growing rapidly

• Global view is imperative

• New technologies make 
old ways of handling 
information obso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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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 如何在大量的背景信息中发现高质量的信息，从而

保证科学研究的持续发展

• 如何从整体上把握一个课题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了

解课题现状

• 如何在大量的学术期刊中选择合适的SCI\SSCI期刊

投稿

• 科研人员如何管理手头大量的研究文献

• 投稿时花费大量时间整理参考文献的格式，延误了

成果发表



提纲

•认识Web of Knowledge平台及Web of Science

•以具体案例来演示如何解决科研工作流中的
各种问题

在科研选题中如何快速准确检索到与我们课题相关的信
息？

在选题分析中如何获取新的思路、创新研究？

如何跟踪课题的最新进展，把握最新的信息？

如何管理具有重要价值的参考文献？

如何提高论文写作、投稿效率，加速科研成果发表？

•Q&A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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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发现最重要和最需要的信息

如何从海量信息中发现和
找到与自己课题最相关的

信息？



23

检索案例：有关供应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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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锁定高影响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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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全文的方法
• WoS全文链接按钮

• 馆际互借

• 图书馆文献传递

• 免费全文网站

– http://www.freemedicaljournals.com/
– http://highwire.stanford.edu/

• 提供免费全文的期刊

– http://intl.sciencemag.org
– www.pnas.org
– www.genetics.org

• 作者E-mai联系或作者主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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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参考文献，了解课题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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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由佛瑞斯特（Jay Forrester）
在著作《 Industrial Dynamics 》中
首次提出了这个概念，因此“牛鞭效应”
也被称作“Forrester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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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课题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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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解决和消除牛鞭效
应的研究，目前已经延伸至
电子商务、信息系统相关的
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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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课题发展历程一目了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牛鞭
效应的研究已经延伸至管理科学
以外的更多领域，比如：信息系
统、工业制造工程等等



33

通过相关记录拓展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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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中的相关记录

Synthesis of Amino Acids

Synthesis and/or collection of 
Synthesis and/or collection of 
amino acids is critical for cell 
survival. They not only serve 
as the building blocks for 
proteins but also as starting 
points for the synthesis of 
many important cellular 
molecules including vitamins 
and nucleot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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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sis of Amino Acids

Synthesis and/or collection of 
Synthesis and/or collection of 
amino acids is critical for cell 
survival. They not only serve 
as the building blocks for 
proteins but also as starting 
points for the synthesis of 
many important cellular 
molecules including vitamins 
and nucleotides.

论文甲 论文乙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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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牛鞭效应的研究引发了很多

关于“库存策略”方面的理论研

究，大量应用了运筹学和数学

规划的相关理论



帮助我们查找与课题最相关的机构网
站及研究者博客



检索到与本课题最相关的互联网信息80条，

包含科技新闻，研究人员博客等内容，点击
即可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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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Cited 
References

1993
1991

1995

1980

2003Times 
Cited

Related 
Records

2003

2004

1999

2002

1994

2004

Citing 

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

沿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道路
…

Cited References 越查越深

Times Cited 越查越新

Related Records 越查越广

1998

分析：

学科分布、发
展趋势、机构/
作者等



利用Web of Science获取思路，激发研究思想

被引文献检索Cited Reference Sear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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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其影响力.



输入被引
作者名

被引著作
名

被引著作
出版年

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例，在《资本论》发表后对于资本论有那些不同
的视角和观点? 资本论中的观点目前有那些实际应用?该理论最近5年的最
新发展与应用是什么?



最近5年对《资本论》有哪些研究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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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超越检索……

如何从整体上把握一个

课题的发展方向和趋

势，了解课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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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引文报告

对课题进行全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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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领域

国家与地区

文献类型

文献语种

15个角度的深入分析：

著者

出版年

研究机构

来源期刊

丛书名称

会议名称

WOK学科类别

团体作者



学科领域：

了解此课题在不同学科
的分布情况

来源期刊：

-发现相关的学术期刊

-有助于相关领域的期刊订购

-可连接到JCR,检索更多期刊评

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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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m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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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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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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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地区

- 发现该领域高产出

的国家与地区

- 可进一步限定，进

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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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超越检索……

如何将多年搜集的参
考文献有效管理，并
随时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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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ation Alert 

引文跟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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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 Web - 你的私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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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组织管理
手头的参考文献

可以检索

可以与其它科研人
员共享信息

链接到原始数据，被引用次
数，影响因子等数据实时更新



快乐写作与投稿
动笔之前: 论文的选题 – 成功的关键

摘要---在阅读中学习写作

引言—综述的价值

参考文献 –您的参考文献遵循了拟投稿期刊的体例要

求吗?

59



60

Web of Science，超越检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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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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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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hltha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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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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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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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科研人员的合作与交流平台Researcher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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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科研人员的合作与交流平台Researcher ID 

• 研究人员唯一的ID号

• 建立论文列表

• H 指数

• 被引频次的时间序列分

• 总被引频次

• 篇均被引频次

http://www.researcheri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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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科研人员的合作与交流平台Researcher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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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科研人员的合作与交流平台Researcher ID 











提纲

•认识Web of Knowledge平台及Web of Science

•以具体案例来演示如何解决科研工作流中的
各种问题

在科研选题中如何快速准确检索到与我们课题相关的信
息？

在选题分析中如何获取新的思路、创新研究？

如何跟踪课题的最新进展，把握最新的信息？

如何管理具有重要价值的参考文献？

如何提高论文写作、投稿效率，加速科研成果发表？

•Q&A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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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Knowledge – 超越检索

ISI Web of Knowledge: 写作检索 分析 管理 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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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 – 助您成功
进行课题调研，获取思路，激发研究思想

跟踪某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

提供申报科研项目、申请国家基金所需科技

信息

申请国际学术任职

开展国际合作，寻求高访和科研工作的合作

伙伴

进行自我科研成就的评估

简化科研论文写作程序, 提高工作效率

寻求未来的学习和工作机会



自从拥有了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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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bofknowledge.com

登录网址



科学网上万跃华老师的博客

http://www.sciencenet.cn/blog/wanyuehu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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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K在线大讲堂

微群号：569008



吕宁

网址：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

Email: flora.lu@thomsonreuters.com

电话：010-57601219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