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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内容 

ISI系列数据库功能介绍 

– Part I、 Web of Science (WOS)系列数据库介绍 

– Part II、 Web of Science (WOS)平台功能 

– Part III、 Web of Science (WOS)平台使用示例 

 

 

 

 

 



Part I、ISI系列数据库介绍 

 



引文索引 

引文索引：以某一文献 (包括作者、题名、发表年份、出

处等基本数据)作为标目,标目下著录引用或参考过该文献

的全部文献及出处。 

引用已发表的文献，一般会给出题名、作者、出版地以及

出版时间，或者表示支持及提供背景，阐明或列丼作者观

点。引文是联系那些共同具有某些特定观点的论文之间的

正式明显的纽带，引文索引正是建立在这些纽带之上。 



 

引文索引示例 



引文索引不科学研究 

1955年Eugene Garfield博士在Science上发表了

一篇文章，首先提出了将引文索引应用于科研检索

。 

 



ISI发展历程 



如何登陆ISI系列数据库 

http://webofknowledge.com 



Part II、 Web of Science (WOS)平台功能不示例 

 



采用视图页脚填写
课件名称 

Web of Science平台包含多个索引数据库：Web of Science核心集合、
BIOSIS Preview、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urrent Contents Connect、
Ｄata Citation Index、Denwert Innovation Index、Inspect、朝鲜语
期刊数据库、MEDLINE、俄语 期刊数据库、SciELO Citation Index、
Zoologic Record。在此平台上同时检索所订阅的全部产品。 

二、 Web of Science平台介 院中心订购的WOS索引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优势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文摘数据库 全文数据库 

 ACM 

 Springer 

直接下载全文 

种类多、不易完全覆盖 

  

对全文数据进行精选、加工 

标引出文献的主题 

提供全文数据库的链接 

 web of science (SCI) 

 IEEE 

 Elsevier 

  ……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特点 

借助被引参考文献检索和作者甄别工具进行浏览 

借助引证关系图直观展示引用关系 

借助引文报告功能以图形方式揭示引用活动和趋

势 

使用分析工具确定研究趋向和模式 

文献回溯至 1900 年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索引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引文索引 

–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1900-至今) 

–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1900-至今) 

–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1990-至今) 

– Book Citation Index– Science (BKCI-S) --2005年至今 

– Book Citation Index–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BKCI-SSH) 

--2005年至今 

 

 

SCI 

SSCI 

CPCI 



采用视图页脚填写
课件名称 

Index Chemicus（针对新化合物）和Current Chemical 
Reactions（针对新的化学反应），他们能够将化学结构检
索与普通检索结合起来。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化学索引 

– Current Chemical Reactions (1986-至今)(包括 Institut National de la 

Propriete Industrielle 化学结构数据, 可回溯至 1840 年) 

– Index Chemicus (1993-至今） 

 

三、Web of Science核心集合介

绍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索引 



SCI 不 SCIE 

SCI核心 

SCI  Expanded 

出现更早；纸本-光盘 出现晚；网络版 

二者在选刊上幵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收录的期
刊数丌同。 

去哪里找？ 

SCI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

bin/jrnlst/jloptions.cgi?PC=K 

SCIE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

bin/jrnlst/jlresults.cgi?PC=D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K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K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K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K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K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results.cgi?PC=D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results.cgi?PC=D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results.cgi?PC=D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results.cgi?PC=D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results.cgi?PC=D


检索SCI收录方法 



检索SCI收录方法 

基本检索 

输入题名/DOI/Accession Number等 

例：Title: Modeling study of surface ozone source-

receptor relationships in East Asia 

  

 



SCI引用检索 

Title: Redefining the importance of nitrate during haze pollution to help 

optimize an emission control strategy 

Author(s): Pan, YP (Pan, Yuepeng); Wang, YS (Wang, Yuesi); Zhang, 

JK (Zhang, Junke); Liu, ZR (Liu, Zirui); Wang, L (Wang, Lili); Tian, SL 

(Tian, Shili); Tang, GQ (Tang, Guiqian); Gao, WK (Gao, Wenkang); Ji, 

DS (Ji, Dongsheng); Song, T (Song, Tao); Wang, YH (Wang, 

Yonghong) 

Sourc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Volume: 141  Pages: 197-

202  DOI: 10.1016/j.atmosenv.2016.06.035  Published: SEP 2016   

 



Environmental Science 

SCI引用检索 

关键信息：作者、出处 



截词符检索是指用截词符号“？”、“*”或“$”加在检
索词的前后或中间，以检索一组概念相关或同一词根的词
。 

四、 WOS检索技巧 



固定位置/词组检索可以精确到词组的拼写、顺序。 

WOS检索技巧 



位置算符检索式是对布尔逻辑检索式的一种改进，式
中不仅有布尔算符，而且有位置算符，用以指明检索
词之间的位置关系 

WOS检索技巧 



如果在检索式中使用丌同的运算符，则会根据下面的优先
顺序处理检索式： 

NEAR/x 
SAME 
NOT 
AND 
OR 

使用括号可以改写运算符优先级，优先运算括号内容。 

检索运算符优先顺序 

influenza OR flu AND avian  

(influenza OR flu) AND avian 



Web of Science平台检索应用 

例如：用于污水处理的微生物燃料电池研究 

 污水:  

— Waste water, polluted water 

 微生物燃料电池： 

        — Microbial Fuel Cell 

 



  污水：Wastewater or slop or "waste water" or effluent or 

sewage or "gully drainage*" or sewer or gully or ((dye or paint or 

"lubricating oil" or sludge or befould or foul or polluted) NEAR/5 

water) or "outlet water" or "poison* water" or "harmful water" or 

"toxit water" or "agricultu* waste" or fecal or "municipal sewage" 

or "urban sewage" or "Sewage sludge" Or "liquid waste*" or 

"treatment plant*" or "septic tank*" or "drain field*" or "human 

excreta" or toilet* or "Cesspit leakage" or rainfall or groundwater 

or drinks or "cooking oil" or pesticide* or "cleaning liquid*" or 

feces or Blackwater or biocide* or abattoir*  

 微生物燃料电池："Microbial Fuel Cell*" or "MICROBIAL 

ELECTROLYSIS CELL*" or "microbial desalination cell*" or 

"photomicrobial fuel cell*" or "microbial electrosynthesis" 

Web of Science平台检索应用 



1.选择 Web of Science 核心集合 

2.打开下拉菜单选择检索项
topic（Title ,Abstract, Author, 

Keywords, Keywords Plus®） 

3. 输入topic 

注意逻辑运算符和
通配符的使用 

 

4.选择子库，年代 

5.点击检索按检索 



太多了，看丌完！ 

 Web of Science平台检索应用 



1. 如何初步精炼文献？ 

得到初步检索结果后，精炼检索结果 

Web of Science平台检索应用 



2. 如何从中筛选出经典文献、重要文献？ 

找到高被引的综述 

Web of Science平台检索应用 



3. 如何筛选最新研究成果？ 

找到最新发表的研究论文 

Web of Science平台检索应用 



采用视图页脚填写
课件名称 

4. 如何获取该篇文献？ 

Web of Science平台检索应用 



5. WOS分析功能 

Web of Science平台检索应用 



6. 高产出作者分析 

Web of Science平台检索应用 



7.高产出实验室分析 

Web of Science平台检索应用 



7.该研究投稿热点期刊 

Web of Science平台检索应用 



注意： 

 作者姓名重名问题： Li Yang, Li Yangyang——Li Y 

 分支机构问题：加州大学 

 分析结果仅作参考，不可作为论文研究依据。 

采用视图页脚填写
课件名称 

Web of Science平台检索应用 



   论文的相互引证揭示科学研究背后的联系不发展 

 

 

 

• 学科上的相关性：理论与方法；借鉴与利用 

         技术与手段：应用与发展 

• 横向上的对应性：实验或方法；互相参照与借鉴 

     结果与讨论：比较与应用 

• 纵向上的继承性：课题的基础与起源 

                               发展与进步 

                             

四、 Web of Science平台检索应用  引文索引应用 



2004 

Cited 
References 

1993 
1991 

1995 

1980 

2003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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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查越旧 

   Times Cited 越查越新 

Related Records 越查越深 

1998 

分析： 

学科分布、发展趋
势、机构/作者等 



8. 从一篇相关的重要综述出发，查到更多相关文献 

谁也关注这篇论文
/这篇论文被应用
在哪些工作中 

基于哪些研究完成
了此项研究 

哪些论文和这篇论
文类似 

四、 Web of Science平台检索应用 Web of Science平台检索应用 



9. 如何跟踪了解本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单篇论文 

Web of Science平台检索应用 



9. 如何跟踪了解本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研究领域 

四、 Web of Science平台检索应用 Web of Science平台检索应用 



10. 订阅可续订或取消 

Web of Science平台检索应用 



Part III、 Web of Science (WOS)平台使用示例 



课题演示 
检索目标：青藏高原10年研究 

检索内容：- 经典论文、 

                     - 最新进展、 

                     - 重要机构及研究团队发文分析、 

                     - 投稿期刊遴选 

检索主题： Tibet Plateau 

tibet* or himalaya* or qomolangma or “mt everest” or 

qinghai or karakorum or karakoram or kunlun* or qilian* 

or hengduan* or muztagata or tanggula or hengduan* or 

tianshan or qiangtang* or yarlung zangbo or qaidam or 

pamir* or gangdise or gangdese 



欢迎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