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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

继承性

探索性

创新性

连续性

科学研究的创造是在前人成果基
础上的创新，是在继承中实现的。

科学研究是一项长期性的活动，
是连续不断进行的过程。

• 科学研究



• 掌握核心数

据库的使用

方法

• 获取并利用

好有价值核

心文献

• 完成文献阅

读和调研

• 文献阅读和文献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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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内容



一、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 1.1 Web of Science 平台简介



• 1.1 Web of Science 平台简介



Web of Science (简称WOS) 是科睿唯安公司开发的信息检索平台。

文献

期刊

图书

免费开放

资源

网络资源

专利

会议录

可以对平台上已订购的所有数据库进行单库或者跨库检索

• 1.1 Web of Science 平台简介



• 1.2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简介



• 期刊

• 会议

• 图书

• 化学

• 1.2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简介



◼ 引文索引：收录论文的参考文献并索引

1.3  WOS核心合集的“引文索引”



文摘信息

题录信息

这篇文献所有参考文献的
题录信息+文摘信息

全部收录，并加以索引！



参考文献/被引文献/Cited article

来源文献/施引文献/Citing article

1.3  WOS核心合集的“引文索引”



✓ 引文-Citation
通常指“参考文献”，也称作“被引文献”

✓ 来源文献-Source Documents
“来源文献”也称作“施引文献”

✓ 相关文献-Related Records
“相关文献”也称作“相关记录”，具有一篇或几篇相同参考文献的

所有文献称之为相关文献。

✓ 共同参考文献-Shared Reference
如果 2 篇文章的“共同参考文献”越多，说明这 2 篇文献的相关性越强。

1.3  WOS核心合集的“引文索引”



1.4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检索类型



◼ 检索类型:

✓ 基本检索

✓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 高级检索

✓ 作者检索

✓ 化学结构检索

1.4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检索类型



◼ 编写检索式 (检索字段 + 运算符 +检索词)

✓ 可以方便、快捷表达检索需求

✓ 检索结果全面而准确

1.4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检索类型



◼ 检索式：检索词 + 运算符 + 检索指令 (检索字段 或 字段标识)

符号 说明

* 零个或多个字符
gene*

gene, genetics, generation

$ 零或一个字符
Colo$r

Color, colour

？ 只代表一个字符
en?oblast

entoblast, endoblast

✓ 常用算符一 (限定一个单词或词根)

• 检索运算符



符号 说明

AND 检索包含所有关键词的数据。标题：proton and  accelerator

OR 检索数据中至少含有一个所给关键词，用于检索同义词或者
不同的表达方式。标题：booster or accelerator

NOT 排除含有某一特定关键词的数据。
标题：accelerator not proton

“” 精确短语检索。例：“proton accelerator”（半角）

NEAR/x 所连接的 2 个词之间词语数量小于等于x，默认15

例：proton NEAR/1 accelerator

SAME 只在地址字段中进行检索，要求两个词在同一地址字段
例：Tsinghua  univ* same Dept Phys

✓ 常用算符二：(限定2个或多个关键词)

• 检索运算符



◼ 检索规则

✓ 检索算符优先顺序

✓ NEAR/x

✓ SAME

✓ NOT

✓ AND

✓ OR

使用括号可以改写算符运算优先级！

• 检索运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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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标题、作者、地址、出
版物名称、出版年等都可以作
为检索入口。
用户根据需要勾选引文数据库
SCI、CPCI-S 等。

限定时间段

选择检索
字段

添加检索
字段

输入检索词

选择子数
据库

1.4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基本检索





◼ 高级检索 ：检索词 + 运算符 + 字段标识

1.4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高级检索



✓ 字段标识 （31 项）

✓ TS = 主题
✓ TI = 标题
✓ AU = 作者
✓ AI = 作者标识号
✓ ED = 编者
✓ GP = 团体作者
✓ SO = 出版物名称
✓ DO = DOI

✓ PY = 出版年
✓ AD = 地址
✓ SU = 研究方向
✓ IS = ISSN/ISBN

例：
TS = “proton accelerator”

SO = Nature*

AD = Tsinghua Univ*

PY = 1987

….

1.4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高级检索



➢ 可以直接对组号进行操作：例如：#1 not #2

➢ 自己组配组号来构建检索式

1.4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高级检索

AND   OR   NOT



• 检索实例 (1)



2019年度诺贝尔化学奖 (北京时间10月9日下午5点45分)

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
分校机械工程系教授
John B Goodenough

纽约州立大学
Binghamton分校化学和
材料科学与工程教授
M. Stanley Whittingham

旭化成公司研究员，京
都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
专业特命教授
吉野彰 (Akira Yoshino)

表彰他们在锂电池研究开发方面的卓越贡献。



检索举例：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John B Goodenough

作者识别号：0000-0001-9350-3034

快速检索、高级检索 都可以使用！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John B Goodenough-18篇综述文献

查找“综述型”文献！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John B Goodenough-23篇高被引文
献

查找“高被引”文献！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John B Goodenough-高引用率文献

查找“高引用率”文献！



作者识别号



查询期刊的最新影响因子



作者识别号









注:全部施引文献-与图书馆的订购年限相关





2017

2015

2014

2013
1990

1987

1976

1971

Cited 
References

Times 
Cited

Related 

Records

 Citing 

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

沿着科学研究的发展…

… Cited References 越查越旧

Times Cited 越查越新

Related Records 越查越广

◼三个链接的时间顺序

1998
1994

2016

2014

2012

2009



• 检索实例 (2)



➢ 检索质子加速器研究进展

核心概念

“Proton accelerator”

主题： “Proton accelerator”

◼检索实例 (2)



◼检索实例 (2)



高引用率文献-TOP10-被引频次排序



最新发表文献-2020年发表文献-日期排序



Web of Science 分析功能



综述文献-21篇-精炼检索结果



权威学者、权威机构发表文献-精炼检索结果



挖掘研究方向重要期刊、学术会议-精炼检索结果



可以了解：

权威学者

权威机构

重要学术期刊

国际会议

等等

分析功能之分析检索结果



可以了解：

权威学者

权威机构

重要学术期刊

国际会议

等等

分析功能之分析检索结果



给出每一分
析项目的具

体数据



权威学者、权威机构发表文献-分析检索结果

全球主要研究机构



权威学者、权威机构发表文献-分析检索结果

全球主要研究学者



挖掘研究方向重要期刊、会议-分析检索结果

权威出版物



挖掘研究方向重要期刊、会议-分析检索结果

重要国际学术会议



➢ 检索质子加速器最近研究进展

核心概念

“Proton accelerator”

Proton  line accelerator

Proton beam accelerator

Proton circular accelerator

Proton electrostatic accelerator……

Proton near/1 accelerator

检索式： (proton near/1 accelerator) or (proton near/1 sychrotron) or (proton near/1 

cyclotron) or (proton near/1 linac)

◼检索实例 (2)



对出版物的时间分布、h-index、被引频次总计、施引文献以及按
年份的被引频次统计等作分析

检索式：“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创建引文报告 - 检索结果引用情况进行分析



检索结果分析，看“按年份的被引频次”-反映学科领域研究热度

标题: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创建引文报告 - 检索结果引用情况进行分析



h - Index：
——评价研究人员科研绩效的单项指标

定义： h 篇文献已被引用至少 h 次

段文晖 H-4992-2011

Goodenough 0000-0001-9350-3034

• 创建引文报告 - 检索结果引用情况进行分析





➢ 检索铂纳米材料研究进展

核心概念

Pt nanocomposites

Pt nanoparticles

Pt nanotubes

Pt nanospheres

Pt nanofiber

Pt nanocatalyst

……

检索词
隐含概念挖掘

考虑全称、简称

运算符 截词符的使用

◼检索实例 (3)



了解研究学者著作（一篇文献、一本图书等）在国内外
的学术影响力情况？

1.4 WOS核心合集–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被引文章的作者，一般是第一作者

被引文章的期刊、会议或图书名称

被引文章的发表时间

注：只能检索单独作者，不能用AND算符

1.4 WOS核心合集–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检索：SCI收录文章的 SCI 引用，未被SCI收录文章的 SCI 引用

➢ 文章在哪些时间被引用？

➢ 文章在哪些范围被引用？

1.4 WOS核心合集–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1.5 WOS核心合集—跟踪功能



Web of Science 中的跟踪 功能：

——如何对课题进行新进展跟踪？

——如何及时跟踪自己论文被引用情况？

——如何对自己关心的期刊新出版的内容作跟踪？

引文跟踪

期刊跟踪

保存的检索

注册、建立个人账号

1.5 WOS核心合集—跟踪功能



(1) 引文跟踪



(2) 保存检索历史跟踪



➢ 点击“选择页面”选取页面文献
➢ 点击“选择”直接选取文献
➢ 点击“添加到标记结果列表”

1.6 检索结果输出保存





删除标记结果记录重
新检索

输出

输出方式
- 打印
- Email

- 输出到文献管理软件中
- 输出其它文件格式……

根据需求勾选

1.6 检索结果输出保存



WOS数据库-如何获取文献全文？SFX 获取全文

单文献原文获取：通过 SFX 按钮

获取原文





Kopernio 获取全文WOS数据库-如何获取文献全文？



请观看 “Kopernio全文获取”

微视频文件：

“如何安装和下载Kopernio插件-Firefox浏览器”

“如何安装和下载Kopernio插件-Chrome浏览器”

“如何使用Kopernio插件”



清华大学图书馆-信息素养微课堂

访问入口：http://mclass.lib.tsinghua.edu.cn



• Web of Science所有数据库的帮助功能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的内容

不断增加、功能不断完善，请通

过其主页及时了解最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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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 Compendex数据库介绍



文摘信息
对文章内容作
简略、准确的描述

题录信息
题名、作者、作者单
位、来源出版物等



全称 简称 中文名

Computerized Engineering Index Ei Compendex 美国《工程索引》

✓ Ei 创刊于1884年10月。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工程技术领域的综合性文摘
型数据库；

✓ 文献侧重于工程技术领域的文献报道 ,基本不收录基础理论研究论文，是
工科常用检索工具之一。

✓ 数据来源于高质量期刊和会议文集。3千种工程类期刊以及 9 万多种会
议录. 数据每周更新。

什么是 Ei Compendex?



数据库选取



✓Quick – 快速检索
✓ Expert – 专业检索
✓ Thesaurus – 叙词检索



添加多个检索框



限定条件



EI Compendex &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EI Compendex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快速检索 检索词+运算符+检索字段 检索词+运算符+检索字段

高级检索 检索词+运算符+检索字段代码 检索词+运算符+检索字段代码

 不同检索类型支持：编写检索式 + 所有运算符使用



EI-检索运算符：

➢ 布尔逻辑算符：

符号 说明

AND 检索包含所有关键词的数据。
例：“rapid transit”AND“speed control”

OR 检索数据中至少含有一个所给关键词，用于检索同义词
或者不同的表达方式。

例：“rapid transit” OR “light rail”

NOT 排除含有某一特定关键词的数据。
例：windows NOT Microsoft



符号 说明

“”{} 词间不能插词，词序不能颠倒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Onear/n 两个词之间可以插入0-n个词，词
序不能颠倒

Distance Onear/3 learning 

Near/n 两个词之间可以插入0-n个词，词
序可以颠倒

Distance near/3 learning 

➢ 位置算符：

EI-检索运算符：



符号 说明

* 可以放在词前、词后或词中
Comput* computer, computation…

*sorption adsorption, desorption…

h*emoglobin hemoglobin, 

haemoglobin…

？ 有限截词,问号个数代表字符数
Wom?n Women, Woman

t??th tooth, teeth, tenth…

$ 词根运算符
$manage —— manage, managing, 

managed, manager, managers，
management, managements

➢ 通配符：

EI-检索运算符：



例：检索 2020年清华大学发表的被 EI 数据库收录的文章数 (不能包括
台湾清华大学)

Author affiliation ：tsinghua univ*

Author affiliation ：beijing or 100084 or china

Date：2020 年

问题：“Tsinghua university” 或{Tsinghua university}?

• 快速检索-例题





排序方式

精炼检索结果

分析功能之排序 与 精炼检索结果



Document type     文献类型

Author 作者

Author affiliation 作者单位

Controlled vocabulary 受控词表

Classification code EI分类代码

Country/Region 国家/地区

Language 语言

Year 年份

Source title 来源出版物名称

Publisher 出版商

Funding sponsor 基金资助

Access type     文献获取类型

✓ 精炼检索结果-Refine





2. Ei Compendex–专业检索



✓ Expert –专业检索

检索式：检索词 + 检索运算符 +检索字段代码 (37个检索字段)

WN引出检索字段代码：例：2020 wn YR     tsinghua univ* wn AF

2. Ei Compendex–专业检索





• 叙词表是由专业的规范词组成，它可以将同一主题不同表述的词，按主
题内容规范在标准的专业词下，避免了由于词汇书写不同造成漏检，或
词义概念混淆导致错检的问题。

• EI的“快速检索”和“专业检索”中的检索字段表示“受控词”或者
“叙词”：

快速检索： Controlled Terms

专业检索：CV= Controlled term/Subject Area (c)

3. Ei Compendex–叙词检索



例如：

•概念“计算机层析”在文中有多种表示：
CT、computet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computerized  tomography、
computerised tomography、 computer-aided tomography

•受控词 (叙词) 将其统一为“Computerized Tomography”

如果采用受控词检索或者叙词检索，可以提高文献的查全率、查准率。

3. Ei Compendex–叙词检索



例：检索 有关高层建筑抗震方面的文献

✓检索举例-EI叙词检索

关键词 英文表述

高层建筑 tall building

抗震 earthquake resistance

点击 “Thesaurus”叙词检索: 输入关键词，点击“search index”，系
统显示与之相应的叙词，勾选后，系统将所选的叙词调入检索框, 选
完词后，点击”search ”检索。



✓检索举例-EI叙词检索



排序方式
选择标记、打印、输出方式

精炼检索结果
获取原文链接链接到SCOPUS数据库，

查SCOPUS引用

创建跟踪



SCOPUS 数据库介绍



在一个平台

上找到所有

相关文献
确定最适合

的投稿期刊

关注期刊

评价机构的

科研实力

密切跟踪最

新的信息

了解作者的

学术背景

Scopus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文摘索引型数据库

✓SCOPUS数据库简介



◆ 文献
◆ 作者
◆ 归属机构
◆ 高级

✓SCOPUS数据库检索



✓SCOPUS数据库—文献检索



✓SCOPUS数据库—高级文献检索



◼ 作者检索

➢作者搜索可以帮助您找出由特定的作者所著的文献，即使这些文献在引用该作者
时使用了不同的形式，也可通过该功能搜索出来。

◼ 归属机构检索

➢将机构的多个名称、地址和职能（尽可能）汇总，并根据汇总和所分配的标识符
在 Scopus 中创建和显示归属机构资料。

✓SCOPUS数据库—其它检索



✓SCOPUS数据库—检索举例

检索式：
ALL("heart attack") AND AUTHOR-NAME (smith) 

输入 ALL(“heart attack”) 将返回
在论文标题、来源出版物名称、
摘要、关键字、参考文献、或会
议等字段中包含 "heart attack" 的
所有文献。

作者的姓名。该字段用于
查找单个作者姓名的各种
变化形式



编辑、保存、建立检索提醒

输出、打印等

精炼检索结果

强大的分析功能

查看引文概览、查看施引文献、查看参考文献等

✓SCOPUS数据库—其它功能



✓SCOPUS数据库—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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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获取全文

被引用次数

参考文献链接 施引文献链接

✓SCOPUS数据库—获取全文



涵盖了世界上绝大多数 经过专家评审的期刊，可以获得全面 有针对性的研

究结果

以最少的链接，快速访问 和链接到全文资源

使用简单易用，如Google，能获取最相关的记录

✓SCOPUS数据库特点



◆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 Ei Compendex 数据库

◆ Scopus 数据库

• 检索功能

• 分析、跟踪功能

• 引文索引功能引文索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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