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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印本

预印本：指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还未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
但出于和同行交流目的自愿通过互联网发布的科研论文。

特点：

1. 新。

2. 学术质量没有保证，需要读者判断，这要求读者有一定的
专业知识积累。

3. 预印本论文可继续投稿到期刊或会议上（有特例）；预印
本也可以被引用。



什么是arXiv

• arXiv始建于1991年美国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2001

年起转由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进行维护和管理。

• https://arxiv.org/ ，免费使用

• 学科：数学、物理、计算机科学、定量金融学、定量生
物学、统计学、电子工程和系统科学、经济学。

• 在数学科研工作中，arXiv是最常用的检索工具（访谈，
我校数学系2010-2012年15.33%的论文引用了arXiv预印
本）。



arXiv的使用

1. 浏览论文

2. 检索论文

3. 引用论文

4. 上传论文

5. 订阅论文
检索示例：

Yau,Shing-Tung 

integrable systems

nonlinear, nonlinearization

• 基本检索，高级检索

• 截词符*，表示0-n个字符，例如：math* ，
检索出：math, maths, mathematics…...

• 词组检索，英文双引号，“cloud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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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Xiv的使用

1. 浏览论文

2. 检索论文

3. 引用论文

4. 上传论文

5. 订阅论文

• 注册

• 在某个方向第一次发文前，要通过认证
endorsement（不是同行评审）。

• 系统的自动认证：基于你所在的学术机构，之前的
发文和研究方向。

• arXiv作者的人工认证：可以找你的导师或是系里该

研究方向的其他教授。可以看研究方向的文章，哪
些作者有发文认证权限。注意，不要同时把申请发
给多个认证人，或是给同一位认证人多次发申请。



arXiv的使用

1. 浏览论文

2. 检索论文

3. 引用论文

4. 上传论文

5. 订阅论文
• 详见：HelpUser AccountsSubscribe to the E-

Mail Alerting Service，
https://arxiv.org/help/subscribe

收件人: math@arxiv.org

主题: subscribe Xiaomu Zeng

Add AG

或者
Add Algebraic Geometry

https://arxiv.org/help/subscribe


arXiv使用的微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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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期刊论文常用的数据库

1. MathSciNet 

2. SCI-Expanded

3. zbMATH

图书馆订购数据库的注意事项：

• 校内访问：不要使用代理服务器；不要使用搜狗类有内嵌式代理
的浏览器；无线网不要使用DIVI和DIVI-2。

• 校外访问：详见各数据库的说明页。

图书馆订购，本校读者免费使用



什么是MathSciNet

1. 前身是1940年创刊AMS出版的著名期刊Mathematical 

Reviews（数学评论）。

2. 全面查询数学文献的检索工具。MathSciNet是收录世界范

围内数学文献的文摘型数据库，有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和
图书等。

3. 同行评论。邀请世界各地的数学科研人员做评论员，对收
录的部分文献进行评论。

4. 学者的数学文献。准确全面地查询某一学者发表、编辑、
评论过的数学文献。



MathSciNet的使用

1. 检索某一课题的文献：出版物检索

2. 检索某一作者的文献：作者检索

3. 查找MSC

4. 各种榜单：Citation



MathSciNet的使用

出版物检索
作者检索



MathSciNet的使用

1. 出版物检索—检索某一主题的文献

• 检索技巧：

• 截词符*，表示0-n个字符: nonlinear*

• 词组检索，英文双引号，“integrable systems”

• 检索结果的排序方式

• 检索结果左侧：检索结果分析+精炼检索



MathSciNet的使用

• 文献记录的状态

• Reviewed，文献信息完整，有同行评论。

• Pending，文献信息完整，同行评论还未完成。

• Prelim，文献信息刚从出版社传过来，新但不完整。补充完整后，
会取消Prelim状态。

• Indexed，文献信息完整，此文章不做同行评论。

• Thesis，博士论文



MathSciNet的使用

• 全文获取：电子版纸版馆际互借

• 点击Article或是SFX

• 获取电子版全文的前提是：清华图书馆订购了这篇论文
或是这篇论文是免费。

• 如果没有电子版，就点击SFX链接中的馆藏目录，看是
否有纸版



MathSciNet的使用

2. 作者检索—全面了解某一学者在数学学科的相关文献

• 姓的全称，名的首字母*，例如：zou, w*

• 可以看到：该学者发表的文献、评论的文献、文献的被引用
情况



3. 查找MSC

• MSC：Mathematics Subject Classification，数学主题分类
法。

• 由MathSciNet 和 zbMATH编委会维护更新，每10年更新
一次，最新一版是2020年版。

MathSciNet的使用



• MSC的体系结构：三
级类目。

• MSC有64个一级类目。

MathSciNet的使用



• 以一级类目 53 Differential geometry 为例

二级类目

三
级
类
目

二级类目

MathSciNet的使用



• 查看MSC：Free ToolsSearch MSC

• 例如：35Q51

MathSciNet的使用



4. 各种榜单：Citation

MathSciNet的使用



数学界的高被引图书Top 5



什么是zbMATH

Zentralblatt MATH（zbMATH）

1. 德国《数学文摘》的网络版

2. 由EMS（European Mathematical Society）等三家机构
编辑。

3. 比较全面收录数学学科期刊论文和图书的文摘型数据库，
部分论文有同行评论。

4. 与MathSciNet相类似。



什么是SCI-Expanded

1.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科学引文索引。

2. 这是收录理工科期刊论文的文摘型数据库；对收录的期刊，
有质量筛选标准。

3. 在Web of Science平台上。



SCI-Expanded的使用

1. 检索功能

2. 分析功能
检索示例：

integrable systems

nonlinear, nonlinearization

• 截词符*，表示0-n个字符，例如：math* ，检索出
：math, maths, mathematics…...

• 词组检索，英文双引号，“cloud computing”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讲座

11月2日

SCI-基本检索

微视频

SCI-高级检索

微视频



SCI来源期刊

SCI来源期刊

• 查看：Web of Science平台Master Journal List，
https://mjl.clarivate.com/home

https://mjl.clarivate.com/home


影响因子

• 影响因子：IF (impact factor)，该年引用该刊前2年论文的总次
数与前2年该刊所发表的论文总数之比。

期刊A

• 2017年和2018年共刊登论文1000篇；

• 2019年，上述1000篇论文被引用次数是900次，

• 那么期刊A，2019年的IF是：900/1000 = 0.90

• 两年影响因子、三年影响因子、十年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

• 不是评价期刊的绝对指标

• 查询SCI来源期刊影响因子的检索工具：

• Web of Science平台JCR

•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

JCR

使用

的

微

视

频



高影响力论文

• 高影响力论文：

• 高被引论文（Highly Cited Paper）：近10年发
表论文中被引用次数进入该学科的世界前1%的
论文。

• 热点论文（Hot Paper）：近两年发表的，在最

近两个月里被引用次数进入该学科的世界前
0.1%的论文。

• ESI：Esst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学指标
，对22个学科的SCI和SSCI期刊论文进行分析。

ESI使用

微视频



查找某种期刊

检索示例：

• SIAM Review

• Compositio Mathematica

• 电子期刊导航：查找电子期刊

• 水木搜索：查找电子期刊和纸版期刊
电子

期刊

导航

微视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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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图书

• 水木搜索：查找电子图书和纸版图书

检索示例：

• Robin Hartshorne的Algebraic Geometry

• 孤立子



查找图书

• 收录数学电子图书的数据库

• Cambridge电子图书

• CRCnetBASE电子图书

• Elsevier ScienceDirect 全文库

• EMS电子图书

• SIAM电子图书

• Springer电子图书



查找图书

• 需要，但图书馆没有的图书

• 馆际互借

• 向学科馆员荐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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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科资源导航

https://tsinghua.cn.libguides.com/math

https://tsinghua.cn.libguides.com/math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