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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何为收录 

• 收录是指论文被某期刊或者会议录采用并公开发
表，并且这个论文又被某一评价数据库选中。 
 

• 有的评价数据库是全期刊或者会议录全收录，如
SCI收录论文；有的评价数据库是挑选收录，如EI
收录论文等。 
 

• 期刊或者会议录被某一评价数据库选中，该期刊
或会议录就是该评价数据库的刊源。每个数据库
都有刊源列表。 
 
 
 



1.2何为引用 

• 引用是指发表的公开论文中某些观点、结论、数
据被其他作者发表的公开论文采用。引用的体现
就是参考文献。 

 

• 引用分自引和他引。 

• 自引就是自己引用自己以前的论文。 

• 他引就是别人引用自己的论文。因论文发表作者
一般都会有好几个，因此严格意义的他引是指除
作者及合著者之外的引用。 



1.3常见论文评价体系 

• 国际 

SCI   科学引文索引 

SSCI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EI      工程索引 

CPCI-S  科技会议录索引 

CPCI-SSH 人文社科会议录索引 

 

说明：红色字的三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大科技文献
检索系统。 



1.3常见论文评价体系 

• 国内 

•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大）全学科 

• 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南京大学）   社科类 

• CSCD   中国科学引文索引（中科院）  科技类 



1.3常见论文评价体系 



1.3常见论文评价体系 



1.3常见论文评价体系 

刊源列表都在
这里哦！ 



1.3常见论文评价体系-SCI、SSCI、CPCI-S、CPCI-SSH 

注意子库
的勾
选 



1.3常见论文评价体系-EI 



1.3常见论文评价体系-CSCD 



1.3常见论文评价体系-CSSCI 



1.3常见论文评价体系-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没有专门的官方检索网址，可用以下网址进行检索： 
http://coreej.cceu.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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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常见论文评价体系-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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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论文收录检索方法-以SCI为例 

• 已知论文标题，用标题检索，用文献的完整或者部分的准确题名，
避免符号和上下角标和化学元素符号等。50 Gb/s/lambda，
wavelength-division-multiplexed，去掉the of or on 

 

• 已知作者，用作者全称，如zhang,zhiguo或者zhang,ZG，或者
zhang zhiguo每个数据库都有独有的姓名规范，有的数据库作者形
式非常多，如EI，zhang,zhi-guo……. 

 

• 作者+地址/刊/年份/主题词/合著者   组合检索 

 

• 利用数据库的精炼检索功能 

 

 

 



1.4论文收录检索方法-以SCI为例 

• 标题检索：Multi-Hop Cooperative Caching in Social IoT Using 
Matching Theory 

• 作者检索 

• Zhang ping 

• Zhang ping(作者) and (post or 100876 or bupt)（地址） 

 

•   注意 下拉菜单可选“地址”输入100876可限定北邮的论文 

 

•    注意：入藏号: WOS:000342088800013 

 

•    滞后3-6个月，需正式见刊后才会入库。 

 

•    同在WOS平台上，不要误把CPCI-S误以为也是SCI，注意子库选择。 

 

 



1.4论文收录检索方法-如何跟踪期刊最新收录时限？ 

 

 

 

期刊：CLUSTER COMPUTING-THE JOURNAL OF NETWORKS 
SOFTWARE TOOLS AND APPLICATIONS现在收录到第几期了？ 
 



1.4论文收录检索方法-以EI为例 

点击detailed详细格式显示，即可见检索号，如： 
Accession number: 20162902622100 



1.4论文收录检索方法-以CSCD为例 



1.4论文收录检索方法-以CSSCI为例 



1.5补充：论文引用的检索方法 

• 仅以SCI举例，EI无引用 

 

• 知道某篇文献的题名，查SCI引用情况 

 

• Physarum Optimization: A Biology-Inspired Algorithm for the 
Steiner Tree Problem in Networks 



1.5补充：论文引用的检索方法 

 



1.5补充：论文引用的检索方法 

判断是否为被引文献，因著录时有些不规
范和小错误。 

勾选 



1.5补充：论文引用的检索方法 



1.5补充：论文引用的检索方法 

 

勾选你想要输出的字段，
入藏号就是检索号，
最好选上。 

点击打印按钮 



1.5补充：论文引用的检索方法 

可复制到word文档留存并编辑查看。逐一判断是自引还是他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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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何为期刊分区？ 

• 科睿唯安公司的JCR数据库(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期刊引证报告)
中按照学科将所有收录期刊四等分，平均分为四个区，叫Q4法，即：
在影响因子排名在前25%的为Q1，前25-50%的期刊为Q2，前50-
75%的期刊为Q3，75-100%的为Q4。 

 

 

• 中科院期刊分区平台是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基于JCR制定的分
区（简称中科院分区）。将SCI期刊在学科内依据3年平均影响因子划
分分区。它包括大类分区和小类分区：大类分区是将期刊按照自定义
的13个学科所做的分区，大类分区包括Top期刊；而小类分区是将期
刊按照JCR已有学科分类体系所做的分区。 

 



2.2如何检索期刊分区？-以JCR为例  



2.2如何检索期刊分区？-以JCR为例  



2.2如何检索期刊分区？-以JCR为例  

点击RANK即可查看期刊分区 



2.2如何检索期刊分区？-以JCR为例  

 



2.2如何检索期刊分区？-以中科院期刊分区为例  

   用户 

   bupt 

   密码 

  bupt 



2.2如何检索期刊分区？-以中科院期刊分区为例  



2.2如何检索期刊分区？-以中科院期刊分区为例  

   该分区和JCR不同，因中科
院期刊分区算法不同，更
科学。在国内更被认可。 



2.2如何检索期刊分区？-以中科院期刊分区为例  



2.2如何检索期刊分区？-以中科院期刊分区为例  



2.2如何检索期刊分区？-以中科院期刊分区为例  



2.2如何检索期刊分区？-JCR和中科院期刊分区比较  

IEEE  ACCESS 期刊   2016年 

JCR分区 中科院期刊分区平台 

计算机信息系统 Q1 小类：计算机信息系统   Q2 

工程、电子与电气  Q1 小类：工程、电子与电气  Q3 

电信学  Q2 小类：电信学 Q3 

大类：工程  Q3 

中科院期刊分区平台更多地考虑了学科的差异，计算方法更科学，
在中国认可度更高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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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何为影响因子？ 

•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是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中的一项数据。 
 

•  即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报告年份（JCR year）中被引用总
次数除以该期刊在这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这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
期刊评价指标。 
 

• 影响因子不仅是一种测度期刊有用性和显示度的指标，而且也是测度
期刊的学术水平，乃至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 
 

• 影响因子是一个相对统计量。 
 

• 影响因子是个后指标，一年出一次，如现在2018年6月，2017年的还
未出，最新的是2016年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BA%E6%96%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A6%E6%9C%AF%E6%B0%B4%E5%B9%B3


3.2如何检索影响因子？以JCR为例 

输入完整正确的期刊名或者ISSN号，输入后系统会自动联想，鼠标选取即可。 

用select journals来选择多种期刊，一次输出。 



3.2如何检索影响因子？以JCR为例 

 



3.2如何检索影响因子？-以中科院期刊分区为例  

   用户 

   bupt 

   密码 

  bupt 



3.2如何检索影响因子？-以中科院期刊分区为例  



3.2如何检索影响因子？-以中科院期刊分区为例  

   影响因子和JCR相同，
因为数据就是从JCR

得来 



3.2如何检索影响因子？-以中科院期刊分区为例  



3.2如何检索影响因子？-以中科院期刊分区为例  



3.2如何检索影响因子？-以中科院期刊分区为例  

检索词为期刊全称、简称或ISSN，检索词之间使用英文分号";" 

或者回车键分隔，检索词批量输入后，系统自动识别出能匹配上的有效期刊
数量。 

利用导出数据按钮，可将数据导出为excel格式 



3.3如何检索影响因子？以CNKI为例 



3.3如何检索影响因子？以CNKI为例 



3.3如何检索影响因子？以CNKI为例 

有北京邮电大学学报和学报社科版，选择学报。 

只能查最新的复合和综合影响因子。 



3.3如何检索影响因子？以CNKI引文库为例-可查历年影响因子 



3.3如何检索影响因子？以CNKI引文库为例-可查历年影响因子 

 

点击 



3.3如何检索影响因子？以CNKI引文库为例-可查历年影响因子 



3.3如何检索影响因子？以CNKI引文库为例-可查历年影响因子 

可到处excel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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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贺轩 
图书馆信息咨询部 

hexuan@bupt.edu.cn 
6228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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