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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文被收录引用检索的涵义

 主要是通过作者姓名、单位、文献篇名、期刊
名称及卷期、会议名称、会议时间、会议地点、
发表时间等途径,为各类课题及各级奖励申请、
职称评定、人才选拔等有关人员检索其论文被
SCI、SSCI、CPCI、EI、CSCD、CSSCI、中国
科学院JCR期刊分区等国内外著名数据库收录
以及被他人引用情况,并出具检索证明,为科研
人员的研究成果提供评价依据。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1.1国内常用的引文索引数据库

 1.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
 2.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3. CNKI中国知网引文检索

 4.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文献引
证追踪）

 5.读秀学术搜索



1.2国际权威索引工具

 1. SCI（科学引文索引）

 2.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3. 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

 4.CPCI（会议论文引文索引，原名ISTP）
 5. Engineering Village（工程索引）

 注：SCI、SSCI、 A&HCI、CPCI统一集成在Web of 
Science平台上，统称为“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1.1.1中国科学引文库(CSCD)

 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由中国科学院国家
科学图书馆创建于1989年。

 CSCD收录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
生物学、农林科学、医药卫生、工程技术、环境
科学和管理科学等领域1200种学术期刊，目前已
积累从 1989 年到现在的论文记录 4659947条，
引文记录57280347 条。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是我国第一个引文数据库



1.1.1中国科学引文库(CSCD)

 CSCD来源期刊分为核心库和扩展库两部分，
其中核心库以C为标记、扩展库以E为标记。

 CSCD来源期刊每两年遴选一次。每次遴选均
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定量数据来自
于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定性评价则通过聘请
国内专家定性评估对期刊进行评审。定量与定
性综合评估结果构成了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
源期刊。



1.1.2.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是由南京大学投资建设、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
开发研制的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用来检索中文人文社
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被引用情况。

 CSSCI遵循文献计量学规律，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从
全国2700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
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目前收录包括法学、管
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在内的25大类的500多种学
术期刊。

 数据最早回溯至1998年。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为了与国际引文数据库接轨，拓展CSSCI学科覆盖率，适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需要，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指导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精神，特制订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扩展版来源期刊遴选的标准仍坚持来源期刊的标准，同时兼顾地区和学科的平衡。扩展版期刊由四部分组成：此次落选的原来源期刊、他引影响因子与总被引次数的加权值接近来源期刊的期刊、集刊中最近已获得CN号的期刊以及考虑地区、学科合理布局的期刊。 



CSSCI检索主界面



CSSCI高级检索界面



来源文献检索结果





CSSCI被引作者检索



CSSCI被引作者检索结果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点击PDF图标直接链接到CNKI检索主界面



1.1.3.CNKI中国知网引文检索

收录了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出版的所有源数据
库产品的参考文献，涉及期刊类型、学位论文类型、会议论文类
型、图书类型、专利类型、标准类型、报纸类型等超千万次被引
文献。该库通过揭示各种类型文献之间的相互引证关系，不仅可
以为科学研究提供新的交流模式，同时也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科
学管理及评价工具。



CNKI引文检索



引文检索的高级检索界面



文献分析-指标分析



文献分析-分布情况分析



1.1.4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
台

 收录期刊总数12000余种，文献总量3000余
万篇；

 数据最早回溯至1989年；

 包括期刊文献检索与文献引证追踪两个检索
入口。

 引文数据回溯加工至2000年 。



文献引证追踪的四大功能模块

 基本检索：简便快捷的一步式引文检索方式

 作者索引：提供关于作者的期刊文献产出及被
引情况分析汇编，在作者层面做引文分析统计

 机构索引：提供关于机构的期刊文献产出及被
引情况分析汇编，在机构层面做引文分析统计

 期刊索引：提供关于期刊的发文及被引情况分
析汇编，在期刊层面做引文分析统计



文献引证追踪检索界面



基本检索：题名或关键词=“碳纳米管”



被引期刊论文



被引专利



作者索引



按字顺浏览作者



作者详细信息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H指数（H index）是一个混合量化指标，可用于评估研究人员的学术产出数量与学术产出水平。H指数是2005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物理学家乔治·希尔施提出的



1.1.5 读秀学术搜索

 读秀学术搜索是超星数字图书馆研发的知识搜
索及文献服务平台，以232万种中文图书资源
为基础组成的知识库系统，为用户提供全文级
的检索服务，检索到的馆藏图书可直接定位到
图书馆订购的电子图书或纸质图书，或借助自
动文献传递功能通过个人邮箱获取图书的全文
链接。

可以查证图书之间的引证关系。











1.2国外权威检索工具
 1. SCI（科学引文索引）

 2.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3. 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

 4.CPCI（会议论文引文索引）

 5. Engineering Village（工程索引）

 6.SCOPUS文摘数据库

 注：SCI、SSCI、 A&HCI、CPCI统一集成在Web of 
Science平台上，统称为“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1.2.1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
全球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临床医学等领域内8400多种最具
影响力的学术刊物。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
录社会科学领域内2800多种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刊物。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A&HCI）艺术与人文引
文索引收录艺术与人文学科领域内1, 100多种学术期刊。

 CPCI （原称ISI Proceedings）每年收录12,000多个会议的
内容，年增加22.5万条记录。CPCI分为CPCI-S（原称ISTP）
和CPCI-SSH（原称ISSHP）。

 注：我校购买的SCI回溯数据到1998年，SSCI回溯到2007年，
CPCI回溯到1998年。



Web of Science平台的检索规则

（1）检索不区分大小写；

（2）检索词组和短语需加双引号，如”stem     
cell”，如果没有” “，相当于stem AND cell ；

（3）用括号将检索语句分组，如(moon    
OR lunar)AND(wheel OR tire);

（4）撇号被当作空格而不是有检索意义的字

符；



通配符的使用

利用通配符来检索复数和拼写变化形式：

＊ 零到许多字符，如retina*可以查

到retina, retinas和retinal。
？ 1个字符，如neuros?s可以查到

neurosis和neuroses的相关信息。

$     1个字符或无字符，如输入colo$r可以查

到color和colour的相关信息。



布尔逻辑运算符及位置算符

 AND，检索结果必须同时包括所有检索词；

 NOT ，检索结果中排除有关第二个检索词的内容，如
computer NOT network;  

 OR ,检索结果中至少含有其中一个检索词，这对于同
义词非常有用；

 SAME：检索词必须同时出现在同一句子中，如检索南
开大学物理学院，输入nankai univ same phys*

 先后顺序为：SAME、 NOT、 AND、 OR



Web of Science平台检索主界面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SCIE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全记录页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ORCID(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科研人员与投稿身份识别开放项目）是汤森路透和自然出版集团等单位于2009年共同发起的项目；ORCID为科研人员的学术身份证，一人一证。ORCID（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识别码会保留特定的ISNI识别码给学术研究者，并由独立机构管理。个别的研究者可以创建与要求拥有自己的ORCID识别码。 ORCID与ISO两机构会针对此状况进行协调。   据“中国科学家在线”平台正式上线（http://www.cas.cn/xw/yxdt/201410/t20141030_4233324.shtml），2014年10月28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与ORCID（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签署的合作协议，将保障中国科学家永久持有“国际学术身份证”——ORCID号，与多家战略伙伴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将有效助推ORCID号在科研工作各环节的应用。目前，在学术论文投稿、基金申请提交、科研产出管理和传播等科研活动中对科研人员的识别，主流方式是通过“科研人员身份证”，来避免姓名的混淆。在“科研人员身份证”中，使用最广泛的是“ORCID”，一套免费的、全球唯一的16位身份识别码，目前其会员包括120余家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社、基金组织以及科研机构。文献情报中心发布的中国科学家在线（iAuthor）平台作为ORCID中国服务平台，将更加方便中国科学家获取使用ORCID号，同时管理个人科研产出。在当前大数据环境下，如何解决科学家姓名的歧义问题已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中国科学家可登录iAuthor平台http://iauthor.cn注册。该平台的启动，将推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取得ORCID号，获取其独特的全球学术身份，促进中国的科学家与全球学术界接轨。



检索结果分析



创建引文报告（1万篇以下可创建）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选择生物物理学领域的包含“STEM CELL”的论文创建引文报告H指数最初是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物理学家乔治·赫希（Jorge Hirsch）在2005年的时候提出来的，其目的是量化科研人员作为独立个体的研究成果 。赫希认为：一个人在其所有学术文章中有N篇论文分别被引用了至少N次，他的H指数就是N。 



作者检索：第一步输入作者姓名



作者检索：第二步选择研究领域



作者检索：第三步选择组织机构



作者检索结果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被引用文献检索结果显示



1.2.2Engineering Village简介

 Engineering Village对应的印刷版检索刊为《工程索
引》，是目前最常用的文摘数据库之一，侧重于工程
技术领域的文献的报道，涉及核技术、生物工程、交
通运输、化学和工艺工程、照明和光学技术、农业工
程和食品技术、计算机和数据处理、应用物理、电子
和通信、控制工程、土木工程、机械工程、材料工程、
石油、宇航、汽车工程以及这些领域的子学科。其数
据来源于5100种工程类期刊、会议论文集和技术报告。
每周更新。

 数据回溯至1969年



EI快速检索界面



EI检索结果



全记录页



EI叙词检索界面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叙词与关键词的区别关键词取自原文中具有关键概念的词或词组，它来自于标题、文摘、全文或标引人员给出的标引词。叙词表的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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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利用叙词表可从主题角度检索文献，进而提高文献的查准率。利用叙词表还可以从主题概念的角度扩展或缩小检索范围。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s    多层碳纳米管



EI叙词检索结果



EI的作者检索

EI数据库提供了Author检索字段，但是由于各种不同的文献上对于
作者的规范不同，使用某一种名字的格式会造成文献检索的不全
面。如EI中可能出现的作者拼写形式。

张建国
 ZHANG JIANGUO
 ZHANG JIAN-GUO
 JIANGUO ZHANG
 JIAN-GUO ZHANG
 JIANGUO Z.
 ZHANG J.G.
 ZHANG J

http://www.engineeringvillage2.com.cn/controller/servlet/Controller?CID=quickSearchCitationFormat&RERUN=9abce9115d8304596ca1c3915203&database=1&STEP=1
http://www.engineeringvillage2.com.cn/controller/servlet/Controller?CID=quickSearchCitationFormat&RERUN=9abce9115d8304596ca1c3915203&database=1&STEP=1
http://www.engineeringvillage2.com.cn/controller/servlet/Controller?CID=quickSearchCitationFormat&RERUN=9abce9115d8304596ca1c3915203&database=1&STEP=1
http://www.engineeringvillage2.com.cn/controller/servlet/Controller?CID=quickSearchCitationFormat&RERUN=9abce9115d8304596ca1c3915203&database=1&STEP=1
http://www.engineeringvillage2.com.cn/controller/servlet/Controller?CID=quickSearchCitationFormat&RERUN=9abce9115d8304596ca1c3915203&database=1&STEP=1
http://www.engineeringvillage2.com.cn/controller/servlet/Controller?CID=quickSearchCitationFormat&RERUN=9abce9115d8304596ca1c3915203&database=1&STEP=1
http://www.engineeringvillage2.com.cn/controller/servlet/Controller?CID=quickSearchCitationFormat&RERUN=9abce9115d8304596ca1c3915203&database=1&STEP=1


EI的题名检索

 不要输入一些特殊字符，如： and，of ，
or 或者_，-等

 不要输入太长的标题，可以选择标题中
不含特殊字符的一部分输入即可，如果
需要更加精确的检索，选择其他字段组
配检索



EI检索的其他技巧

*  右截词符 系统检索截词符为止的几个字母相

同的所有词

输入 comput*
得到 computer, computerized, computational, 

computability等

精确短语检索

“solar energy”

{Plant Genomes }



EI检索的其他技巧

连接词AND、OR、NOT、NEAR 需要放入括号或引号中

{black and tackle}
“water craft and equipment”

特殊字符

即a-z，A-Z，0-9，？，*，#，()，{ }之外的所有字符

EI检索中将忽略特殊字符。如检索中含有特殊字符，
需将此短语放入括号或引号内，特殊字符将被系统用
一个空格代替



SCOPUS数据库-被引用情况



1.2.3在SCOPUS数据库里的被
引用情况

被引文献

引证文献



结果分析



在SCOPUS中检索图书的被引情况



总结1

 检索期刊、会议论文被权威数据库收录情况可选取我
校购买的以下资源：

CSSCI（社会科学）-期刊论文

SCI（自然科学）-期刊、会议论文

SSCI（社会科学） -期刊、会议论文

EI（自然科学） -期刊、会议论文

CPCI-S（自然科学） -会议论文

CPCI-SSH（社会科学） -会议论文



总结2
 检索期刊、会议论文被引用情况可选取我校购
买的以下数据库：
CNKI引文检索（综合） -期刊、会议论文
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综合） -期刊、
会议论文
CSSCI（社会科学） -期刊论文
SCI（自然科学） -期刊、会议论文
SSCI（社会科学） -期刊、会议论文
CPCI-S（自然科学） -会议论文
CPCI-SSH（社会科学） -会议论文



总结3：
1.检索中文图书被引用情况可选取我校购买的以下数据库：

CNKI引文检索（综合）

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综合）

CSSCI（社会科学）

读秀学术搜索（综合）

2.检索外文图书被引用情况可选取我校购买的以下数据库：

SCOPUS文摘数据库（综合）



二、核心期刊的理论依据

 1931年英国著名文献学家布拉德福首先发现
某时期某学科1/3的论文刊登在3.2%的期刊
上，继而提出“布氏定律”。

 1953 年美国文献计量学家加菲尔德的发现: 
期刊论文被引用的情况也符合“布氏定律”，
期刊的分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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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形成了著名
的“加氏定律”，依凭这一定律，加氏相继
研制了SCI、SSCI、A&HCI 等期刊引文数据
库。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在文献爆炸的时代，人们获取有效文献的困难越来越大，社会需要快速有效查找文献的方法，于是文献情报工作者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他们的研究在两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是编制文献检索工具，使读者可以较方便地查找所需文献； 二是对期刊进行评价，使读者可以选用最有价值的期刊。



2.1国内6大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
遴选体系：

 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综合学
科）

 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
心期刊要览” （社会科学）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
期刊要览” （社会科学）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 ）（自然科学）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CJCR）”（自然科学）



2.1.1核心期刊常用的测评方法

 载文量统计法

 摘转率统计法

 流通率统计法

 引文量分析法

 综合统计法

 同行评议法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1 载文量统计法:指根据给定时间内期刊登载的论文总数来筛选核心期刊。2 摘转率统计法:指根据期刊论文被文摘类期刊转载、转摘论文的次数或者转载率的高低来筛选核心期刊。3 流通率统计法:指根据期刊借阅次数、复印次数、网上论文浏览与下载次数等指标来测定核心期刊。4 引文量分析法:指根据期刊论文被引频次、影响因子、他引率等指标来确定核心期刊。目前已成为一种国际通行的核心期刊测定方法。5 综合统计法:指综合上述多种评价指标, 采用加权分析、模糊数学分析等来测定核心期刊。6 同行评议法:指依据该领域的专家对期刊进行打分或者排序来确定核心期刊。在实际工作中, 很少单独采用一种或两种方法测评核心期刊, 通常采用多指标、多角度综合筛选方式, 并利用计算机按照不同数学方法(如模糊数学法、层次分析法等)进行统计分析, 在专家测评的基础上综合判断核心期刊, 注重文献计量评价与专家定性评价的结合。



2.1.2利用中国知网查找核心期刊



点击“学科导航”



期刊的详细信息



期刊的详细信息



2.13 核心期刊分区

 Clarivate Analytics的JCR数据库期刊分区

 中科院的JCR期刊分区表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的划分仅仅是对期刊学术水平最为初级、粗略的区分，对于期刊的科学评价还必须要了解期刊的分区。



Clarivate Analytics的JCR数据库期刊分区

 科睿唯安JCR 数据库提供的四分位数 (Q1-Q4)，
是揭示该期刊在所属JCR学科所处影响力地位
的指标之一。四分位数的算法将每个学科4个
“分区”的期刊数进行平均划分。



Clarivate Analytics的JCR数据库期刊分区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JCR分区是把某一个学科的所有期刊都按照上一年的影响因子降序排列，然后平均4等分(各25%)，分别是Q1，Q2，Q3，Q4 



中科院的JCR期刊分区表

 JCR期刊分区表（依据布拉德福集中分散
定律）是按照影响力总值对期刊做的4个
等级均分，其结果是各分区的期刊数量
从1区到4区呈现快速增加的金字塔结构.



中科院的JCR期刊分区表



中科院的JCR期刊分区表



中科院的JCR期刊分区表的功能和特点



中科院的JCR期刊分区表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大类学科体系为地学、地学天文、工程技术、管理科学、化学、环境科学、农林科学、社会科学、生物、数学、物理、医学、综合性期刊这13个学科所构成的分类体系。大类中有TOP分区，小类没有。1区所有期刊标记为TOP ，2区期刊按近两年总被引频次总数（CI）降序排列后，取前10%的期刊为TOP期刊



中科院的JCR期刊分区表中的某一期刊



Clarivate Analytics的JCR数据库期刊分区与
中科院的JCR期刊分区表的区别

(1) 分区方法与分区结果不同

 科睿唯安JCR 数据库提供的四分位数 (Q1-Q4)
，是揭示该期刊在所属JCR学科所处影响力地
位的指标之一。四分位数的算法将每个学科4
个“分区”的期刊数进行平均划分。

 而JCR期刊分区表（依据布拉德福集中分散定
律）是按照影响力总值对期刊做的4个等级均
分，其结果是各分区的期刊数量从1区到4区呈
现快速增加的金字塔结构。



Clarivate Analytics的JCR数据库期刊分区与
中科院的JCR期刊分区表的区别

（2）分区算法的时间窗与关注重点不同

 科睿唯安的期刊JCR 四分位数，对期刊分区的
依据是当年（JCR 版本年）的期刊影响因子，
突出揭示期刊在当年的影响力。

 而中科院JCR期刊分区表则重在为用户提供相
对稳定的期刊影响力指标，因此考虑到期刊影
响因子的年度波动性，使用最近3年JCR影响
因子的平均值作为分区依据。



Clarivate Analytics的JCR数据库期刊分区与
中科院的JCR期刊分区表的区别

 （3）分区依据的分类体系不同

 科睿唯安JCR数据库提供的四分位数学科体系与中科院
JCR提供的170+学科体系一致。

 根据中国国内教育和科研体系的特点，中科院JCR期刊
分区表在设计的伊始，就充分考虑到中国国情，设计
了国内科研人员熟悉的13个领域分类体系（并在参考
汤森路透170+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将期刊与13个领域对
应），同时保留了汤森路透JCR 数据库的170+个学科
体系，两种分类体系的分区表并存，以适应国内科研
环境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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