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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期刊的起源——布拉德福定律 

    如果将科技期刊按其刊载某学科专业论文的数量多少，以
递减顺序排列，那么可以把期刊分为专门面对这个学科的
核心区、相关区和非相关区。各个区的文章数量相等，此
时核心区、相关区，非相关区期刊数量成1:n:n2 的关系。
（ n>1 ） 

 

 常用表述：某个学科领域的论文绝大多数集中在少数专业
期刊之中。    

 



什么是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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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定核心期刊的另一种方式——加菲尔德文献集中定律 

         1963年Science Citation index （简称SCI）出版问

世，加菲尔德以SCI数据为统计对象，在1971年对2000种
期刊中的10万参考文献统计后发现，24%的引用频次高的
文章出自25种期刊，50%的引用频次较高的文章出自152种
期刊，75%出自767种期刊，而其余25%的被引文章分布在
数量更多的期刊中。 

 

 通常表述：论文被引用频次高的期刊也有一个比较集中的
核心区域和一个比较分散的相关区域 

 



影响因子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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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 加菲尔德 

 

•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该刊前两年发表论
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 / （该刊前两年
发表论文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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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评价
最看重的
核心期刊 
 

布拉德福定律定
义的核心期刊 

加菲尔德文献集中
定律定义的核心期
刊 



应该理性看待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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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期刊是期刊中学术水平较高的刊物，是我国学术评价
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 

 

 在信息爆炸的年代，在核心期刊中检索并阅读相关文献，
可以用最少的精力获得最大的信息量。将科研成果发表在
核心期刊上可以增加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同行看到的几率。 

 
 



中国科研评价常用核心期刊 

2018/05/10 资源·获取·利用系列讲座 9 

 SCIE（科学引文索引）国外 

 SSCI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国外 

 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 国外 

 EI（工程索引）国外 

 CPCI –S（科技会议录引文索引） 

 CPCI –SS（社会科学会议录引文索引） 

 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中科院）国内 

 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南京大学）国内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大学）国内 

 CJCR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中信所）国内 

 RCCSE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报告（武汉大学）国内 



中国科研评价常用核心期刊——S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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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ended，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

它的刊源是 150 个自然科学学科的9042[1]种主要期刊。 

 
 农业  
 天文学  
 生物化学  
 生物学  
 生物工艺学  
 化学  
 计算机科学    
 材料科学   

 数学  

 内科学  
 神经系统科学  
 肿瘤学  
 小儿科  
 药理学  
 物理  
 植物学  
 精神病学  
 外科学  

 兽医学  
 动物学 

[1]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 JOURNAL LIST. [2018-05-03].  
      http://mjl.clarivate.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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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研评价常用核心期刊——S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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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研评价常用核心期刊——S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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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数据库中computer science期刊 

学科细分 期刊数 

computer science，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32种 

computer science，cybernetics   22种 

computer science，hardware & architecture   52种 

computer science，information systems  149种 

computer science，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  105种 

computer science，software engineering  104种 

computer science，theory & methods  105种 



中国科研评价常用核心期刊——S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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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参照布拉德福定律选刊，还可以计算期刊影响因子以体现加菲尔德
文献集中定律。JCR数据库可查影响因子，我馆购买了中科院的期刊分
区表，可查影响因子和分区。 

• http://www.fenqubiao.com/    （bupt/bupt） 
 

• SCIE选刊，每年收录的期刊会有变动。变动情况见 

 

 

 

 

 

 

• SCIE收录不筛选论文，全刊论文均被收录。可查询期刊影响因子，查询
论文的收录引用情况。 

 

http://www.fenqubiao.com/


中国科研评价常用核心期刊——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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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Engineering Index，工程索引 

• 收录工程领域的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为主的文摘数据库 

 

 来自4800多种期刊和会议文集，每年有不同程度的调整。 

 不提供期刊影响因子。 

 非全刊收录。（英文摘要的写作水平可能影响收录） 

 



中国科研评价常用核心期刊——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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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侧重工程应用领域，覆盖190个学科。 机械工程、土木工程、水利、
环境卫生与废物处理、地质和采矿、石油、冶金、航空、汽车、海洋、
铁路、能源、化工、电气与电子、计算机和信息科学、材料科学、农

业工程、生物工程、工业工程、核能技术、光学技术、质量管理……  

 

 对基础理论方面的文献基本上不进行报道 

 



中国科研评价常用核心期刊——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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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研评价常用核心期刊——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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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研评价常用核心期刊——CS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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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简称CSCD）创建于1989年，
收录了我国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农林科学、
医药卫生、工程技术和环境科学等领域出版的中英文科技核心期刊和
优秀期刊千余种。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分为核心库和扩展库，每两年进行评选一次。中
国科学引文数据库2017共遴选了 1229 种期刊， 其中英文刊 201 种， 
中文刊 1028 种； 核心库期刊 887 种（以C为标记）; 扩展库期刊 
342 种(以E为标记)。 

 

 CSCD库来源期刊浏览 

   http://sdb.csdl.ac.cn/cscd_source.jsp 

 

http://sdb.csdl.ac.cn/cscd_source.jsp


中国科研评价常用核心期刊——CS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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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研评价常用核心期刊——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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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CSSCI） 

 

 CSSCI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数据库。
收录包括法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在内的25大类
553种社会科学类学术核心期刊、200种扩展期刊、145种集刊。该数
据库两年更新一次。 

 

 CSSCI库来源期刊浏览 

     http://cssrac.nju.edu.cn/a/cpzx/zwshkxwsy/ 



中国科研评价常用核心期刊——北大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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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 中文核心期刊要
目总览.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四年修订一次，目前最新的是2014版本（第7版本）。 

 

• 全学科。 

 

• 检索网址：http://coreej.cceu.org.cn/ 

 

 

 

http://coreej.cceu.org.cn/


中国科研评价常用核心期刊——北大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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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有关于计算机学科的期刊有： 

 

 



中国科研评价常用核心期刊——CJ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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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CJCR）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17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

版）.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7.        2008种期刊 
 
•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是科技部直属的国家级公益类科技信息研究

机构。每年发布的年度《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选择总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即年指标、被引半衰期、论文地区分布、基金论文数和自
引总引比作为期刊评价指标，按期刊所属学科、影响因子、总被引频
次和期刊字顺分别排序，是我国最权威的期刊质量评价报告之一。简
称CJCR。 
 

• 科技类期刊 
 

• 每年出版 
 



中国科研评价常用核心期刊——CJ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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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研评价常用核心期刊——RCC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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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RCCSE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排行榜》 
     由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与武汉大学图书馆合作研发，对我国学术期

刊进行的分析与评价。 
 
 网址： http://qk.nseac.com/ 
 
 两年发布一次。目前最新为2017-2018年版6193种期刊。 

 
 全学科覆盖，发布分学科的期刊排行榜。期刊等级分为A+、A、A-、

B+、B、C 
 

 计算机科学技术期刊共58个，进入排行的有18个。 
 

 

http://qk.nseac.com/


中国科研评价常用核心期刊——RCC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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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期刊投稿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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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本学科的核心期刊 

 

寻找投稿的目标期刊 

 

寻找投稿指南 
 



核心期刊投稿导引—了解本学科的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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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站式中外文核心期刊查询系统（艾利贝斯）     
http://coreej.cceu.org.cn/ 

 

http://coreej.cceu.org.cn/
http://coreej.cceu.org.cn/


核心期刊投稿导引—寻找投稿的目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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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相应的数据库——主题检索——期刊分析
（找到发表相关主题最多的期刊） 

 

例如：想写“移动群智感知”方面的文章 

              英文为mobile crowd sensing (MCS)  

              检索式为 " mobile crowd sensing "  or MCS 

 
 



核心期刊投稿导引—寻找投稿的目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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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在中文库中查找相关期刊 

示例：在EI中查找相关期刊 

示例：在SCI中查找相关期刊 



在中文库寻找投稿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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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库寻找投稿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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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库寻找投稿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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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I中选择投稿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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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I中选择投稿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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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CI数据库中找投稿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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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界面是在核心合集（包括SCI+SSCI+CPCI-S）中检索，
检出结果，不能证明是被SCI收录，切记，切记！ 
 

新版界面非常简洁，很多常用的功能都被隐藏起来了，
看到各种小箭头要点开看看哦！ 



在SCI数据库中找投稿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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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为核心
合集，每个
图书馆购买
的子库不同，
列表不同 

点开这 
个箭头 



在SCI数据库中找投稿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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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这个更
多设置， 

子数据库列
表会出现 

 



在SCI数据库中找投稿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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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检索
SCI，那么只

选这一个数
据库 

如果只检索
CPCI，（以
前叫ISTP）

那么只选这
一个数据库 



在SCI数据库中找投稿期刊 

2018/05/10 资源·获取·利用系列讲座 44 



在SCI数据库中找投稿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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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核心期刊投稿导引—寻找投稿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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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版投稿指南（要点是找到期刊网址） 

            搜索引擎（百度、谷歌、期刊出版社网址、学校购
买的全文数据库等） 

 

 

 纸版投稿指南     

            期刊每年第一期或最后一期的封二、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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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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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写日记:" 夜深了，妈妈在打麻将，爸爸在上网……" 
 

• 爸爸检查时，很不满意地说:" 日记源于生活，但要高于生活！" 
 

• 孩子马上修改为:"夜深了，妈妈在赌钱，爸爸在网恋……" 
 

• 爸爸更不满了，愤怒地说:" 看看中央电视台、官方报纸是怎样写的。一定要提倡
正能量，以正面宣传为主！” 
 

• 孩子再修改为:"夜深了，妈妈在研究经济，爸爸在研究互联网+生活……" 
 

• 爸爸看后说，这还差不多，但深度不够，有待进一步提高！以后你长大了成了硕
士研究生，你就知道应该这么写了：“妈妈在研究信息不对称状态下的动态博弈，
爸爸在研究人工智能与情感侧供给的新兴组合。‘’ 
 

• 爸爸接着说，要是你打算成为博士，得这样写：‘’妈妈在研究复杂群体中多因
素干扰及信息不对称状态下的新型“囚徒困境”博弈；爸爸研究的是：大数据视
角下的六度空间理论在情感侧供给匹配中的创新与实践。 



写作注意事项——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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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的科研选题 

         充分的文献调研，多读相关文献 

 

内容有真材实料 

          新方法、新结果、新结论 

          文献综述及发展趋势评价 

          推动学科进展的基础创新 
 



写作注意事项——论文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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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摘要 

引言（也可归为正文的一部分） 

正文 

参考文献 
 



写作注意事项——标题（论文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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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论文的标题是给读者的第一印象！ 
   标题撰写的ABC三原则: 

    准确(Accuracy)、简洁(Brevity)、清楚(Clarity) 

 
• 中文最好不超过20个汉字，英文最好不超过10–12个单词 (100个字符)。 

• 如若能用一行文字表达, 就尽量不要用两行。 

• 在内容层次较多、难以简化的情况下, 最好采用主、副题名相结合的方法。 

• 避免使用Thoughts on ..., Regarding …, Study…, 等。 



写作注意事项——标题写作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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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前：声发射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sound- 

            transmitted technology 

 

修改后：声发射技术在机床切削加工在线监测中的应用 

     On-line monitoring for cutting on machine     
tools by using sound-transmitted technology 

 



写作注意事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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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是推销您论文的闪亮名片！ 

摘要质量的好坏会对编辑的决定产生强烈影响！ 

• 一篇好的摘要：200字左右，简短而又具体，可独立成篇。 

 

• 一般按照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四个层次写。 

 目的要简洁，通常在一句话内解决； 

 新方法、新结果要具体详实，是摘要的重头戏； 

 结论要明确，但要客观，不作任何主观评价。 

 



写作注意事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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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写作举例 

  修改前： 

         柔性铰链的制造误差会影响铰链的性能，为了减小柔性铰链性能对
制造误差的敏感性，该文应用多变量函数Taylor级数展开的方法，

建立了柔性铰链制造误差与其性能的对应关系。通过建立的柔性铰
链参数与其性能关系图，分析了柔性铰链各参数变化对其性能的影
响。通过分析给出了对柔性铰链影响最大的关键加工参数和设计准
则，对设计精密柔性铰链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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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写作举例 

  修改后： 

         为了减小柔性铰链性能对制造误差的敏感性，该文应用多变量函数
Taylor级数展开的方法，建立了单轴圆弧型柔性铰链制造误差与其
性能的线性误差传递函数，通过MATLAB编程计算和绘图得到其关
系的直观图。分析结果显示，柔性铰链性能对最小铰链厚度t的制造
误差最敏感，其次是铰链圆弧半径R和铰链厚度b，铰链宽度h的影
响最小。在制造中，t应采取较高精度的加工方法，R和b在合理范

围内分别应取较小值和较大值。该文方法对设计精密柔性铰链有指
导意义。 

 

 



写作注意事项 

2018/05/10 资源·获取·利用系列讲座 56 

• 论文的标题摘要写作技巧——在阅读中学习

写作，突破英语的限制: 

利用数据库中高被引论文的题名类型进行分析，帮助
自己写好英文题名 

利用数据库中同行相关研究的摘要进行分析,帮助写
出地道的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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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SCI数据库中高被引论文写好自己论文的英文题名、摘要 

 

• 举例： 

• Content Centric Networking  （CCN，内容中心网络） 



写作注意事项——利用SCI数据库平台查看该主题高被引文献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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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注意事——利用SCI数据库平台查看该主题高被引文献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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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注意事项——利用SCI数据库平台查看该主题高被引文献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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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的引言 

引言会影响编辑对论文创新性的判断！ 

引言对读者是否继续阅读至关重要！ 

• 一篇好的引言要能简洁而清楚地解释：为什么要选这个论题？这个论
题为什么重要?  

• 引言写作逻辑及内容： 

 研究背景 

 前人研究结果 

 目前存在问题 

 本文拟如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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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SCI数据库中该研究领域最新Review论文写好自己论文的引言 

 

• Content Centric Networking (CCN) 

• 内容中心网络 



写作注意事项——借助SCI数据库查看高被引文献的引言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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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注意事项——借助SCI数据库查看高被引文献的引言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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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现综
述文献 

文献较多时可
用出版时间降
序排序查看最

新综述 



写作注意事项——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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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内容的论文有不同的写法，找3-5篇技术路线和统计方法与你的课题接近
的文章，精读，学习写作。 

 

• 特别提醒：论文是研究工作完成后的总结，不是研究过程介绍。

论文写作思路：支持结论的结果保留，与结论无关的研究过程、结果
删掉。学会忍痛割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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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是论文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统计表明，有250种以上的参考文献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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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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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个人参考文献管理软件 

 

http://www.zotero.org/ 

免费软件： 

Mendeley 

http://www.mendeley.com/ 



写作注意事项——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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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管理软件可以做什么 

 

• 一、建立个人文献数据库 
 

• 二、组织管理已获取的文献信息 

 

• 三、对个人的文献数据库进行快速检索 

 

• 四、按特定格式要求快速插入参考文献 

 

• 五、导出/导入、备份/恢复个人文献数据库中的内容 

 

•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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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审稿流程 

2018/05/10 资源·获取·利用系列讲座 70 

投稿信——您与编辑的首次交流机会 

投稿信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文章题名和所有作者的姓名；  

  稿件适宜的栏目；  

  为什么此论文适合于在该刊而不是其它刊物上发表?关于重复或部分发表或已
投它刊的说明；  

  转让版权的说明；  

  建议审稿人及因存在竞争关系而不宜做审稿人的名单；  

 通信作者的姓名、详细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 e-mail 地址；  

 其他。 

           尽管编辑不会因为一封投稿信而拒稿，但是一
封好的投稿信可能会加快您的稿件编辑流程。 

 



投稿审稿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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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稿
及
编
辑
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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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larOne Manus：Thomson Reuters、BMJ 

• Editorial Manager：Springer Nature、PLOS 

• Elseriver  Editorial System ：ScienceDirect 

• Open Journal System 

• E-journal ： scientific reports 

• Hindawi 

• Karger 

• Dovepress 

• Medical science ： INT SCIENTIFIC LITERATURE 

• SpandidosPublications 

 

 

 



外文投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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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文投稿主要需要的材料： 

• 1.文章稿件以及作者相关信息（合作作者信息也应清楚标明） 

• 2.包括摘要、关键字、以及文章主题的匿名文稿（同行评议所需） 

• 3.数据文件 

• 4.图表文件 

• 5.其他补充材料 

• 除上述所列的资料之外，还有例如导师推荐信、投稿信、小修/大修
期间答复审稿人的邮件等等，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外文投稿系统一般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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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Submission                                 投稿 

• 2.Awaiting Assignment                 待分配编辑 

• 3.Awaiting Under Review              待编辑审阅 

• 4 .Awai t ing  Rev iewer  Ass ignment   待分配审稿人 

• 5.Await ing Reviewer Scores          审稿人评分           

• 6 .M in or  rev i s i on / Ma j o r  re v i s i on     小修 / 大 修 

• 7.Revis ion Submitted to Journal    改后重新提交 

• 8.Awaitng ECI Decision              待主编决定是否收稿 

• 9.Receive/Reject                            收稿/拒稿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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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本学科的核心期刊 

2. 检索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找到最合适的投稿目标期刊 

3. 找到最新的投稿指南 

4. 按照投稿指南要求的格式撰写稿件 

5. 阅读相关专业高被引频次论文及最新综述文献，学习文题、摘要和    

引言的写作。精读技术路线和统计方法与您课题接近的文章学习正文 

的写作方法，但切记不要抄袭。 

 

 

     特别提醒：按照投稿指南修改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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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讲: "激励发现，推动创新"—利用Web of Science助力科学研究 

                时间：2018年5月15日(周二) 15:30—16:30 

     第7讲：通过订阅来高效获取信息、追踪前沿 

                时间：2018年5月17日(周四) 15:30—16:30 

     第8讲：个人文献管理好帮手 

                时间：2018年5月22日(周二) 15:30—16:30 

     第9讲:专利数据库的检索与分析 

                时间：2018年5月24日(周四) 15:30—16:30 

     第10讲:足不出户获文献——学术文献的多渠道获取 

                时间：2018年5月29日(周二) 15:30—16:30 

     第11讲: 中外文学术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 

                时间：2018年5月31日(周四) 15:30—16:30 

     第12讲: 科研小技能——论文收录、期刊分区、影响因子的那些事儿 

                时间：2018年6月5日(周二) 15: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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