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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SCI/CPCI收录检索 

二、SCI/CPCI引用检索 

三、Ei收录检索 

四、CSCD收录与引用检索 



 

 

 

认识一下Web of Science数据库 



Web of Science数据库 

 170多个学科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生物医学等所

有科技领域 

 每周收录25,000多篇文献，423,000篇参考文献 

 Cover-to-Cover 收录期刊每一期每一篇文献 

 包含若干子库，其中与电子通信领域相关度较大的子库有： 

–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科学引文索引，SCIE）: ~8473种核

心期刊，可回溯到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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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of science的检索特点：引文索引 

 引文索引：对文后的参考文献进行索引 



Web of science的检索特点：引文索引 

 1955年美国情报学家尤金.加菲尔德在《Science》发

表论文提出将引文索引作为一种新的文献检索与分类

工具。将一篇文献作为检索字段从而跟踪一个Idea的

发展过程。 

 引文索引，以引文作为文献的标引词，建立起能够展

示文献之间内在联系的索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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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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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引自汤姆森公司相关文档 

引文索引原理 



WOS文献详细信息页面 

该文献的施引文献 

和参考文献、相关 

文献、引证关系图 

创建引文跟踪 

被引次数的来源 

期刊的影响因子 

引用该文献的最新论文 

全文链接：跳转到全
文数据库获取全文 



该论文被749篇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文献引用 

被引次数的来源 



该论文被126篇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的文献引用 



该论文的35篇参考文献 

 



该论文的Related Records（相关/类似文献） 

论文①与目标论文的
参考文献有11篇是相
同的 

① 



该论文的引证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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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CPCI收录检索 

使用的数据库：Web of Science 

 检索SCI收录，选择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xpanded）子库 

 检索CPCI收录，选择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Science(CPCI-S)子库 



 检索某一篇论文是否被SCI/CPCI收录 

 实例1 

 文章题目： Diffraction tomographic algorithm for the detection of three-

dimensional objects buried in a lossy half-space  

 期刊名： IEEE TRANSACTIONS ON ANTENNAS AND 

PROPAGATION  

 检索某作者被SCI/CPCI收录的论文 

      实例2 

      吴一戎院士2010年被SCI收录的论文 

 检索某个机构的SCI/EI发文情况 

      实例3   检索某研究所产出的被SCI收录的期刊论文 

 



实例1——某篇论文是否被SCI/CPCI收录检索 

1.输入文章的标题，结合截词符等检索技巧 

3.完成检索 

2.检索SCI收录情况，只勾选SCIE子库 

   检索CPCI收录，只勾选CPCI-S子库 



论文的SCI收录号 



实例2——吴一戎院士2010年被SCI收录的论文 

 

检索区 

检索条件
限制区 

2. 查询是否被SCI收录时，只勾选
SCI-E子库 

1.选择作者字段，利用作者索引功能 



3.注意姓名的九种写法Wu yirong;wu yi-

rong;wu yr;wu y-r;wu y;yirong wu;yi-rong 

wu;yirong w;yi-rong w 
4. 点击添加  



54条检索结果 

考虑到姓名重名情况，可在左侧“精炼检索
结果” 中“机构扩展”中勾选“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进行精炼 



范围缩小至5篇 



实例3 

 检索上海科大产出的被SCI收录的期刊论文、被CPCI收录的

会议论文 

– 采用地址字段，前缀式字段限制检索方法 

– 检索式：AD=((ShanghaiTec* Univ*) or (Shanghai Tech* 

Univ*)) 



实例3 

 检索中科院电子所的SCI论文、CPCI论文 

– 在地址字段中出现中科院电子所的即被检中。采用前缀

式字段限制检索方法 

– 检索式：AD=(( ( "inst* elect*" same ("chinese* acad* sci*" 

or "cas" or "acad* sinica*" or "sinica* acad*")) or ("iecas" 

and ("100190" or "100080"))) not "inst* elec* Engn*") 

SAME是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检索规则 

在“地址”检索中，使用 SAME 将检索限制为出现在“全记录”同一地址中的检索词。 

请注意，当在其他字段（如“主题”和“标题”）中使用时，如果检索词出现在同一记录
中，SAME 与 AND 的作用就完全相同。例如：(cat SAME mouse) 与 (cat AND mouse) 将得
到相同的结果。 

 



截词检索 
常见的截词符号有 $，?，*，用于扩检 

 同一截词符在不同数据库中的功能不同（数据库的Help可以查看） 

如：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适用于Web of  Knowledge平台的其它数据

库，如INSPC、DII数据库等）中 

– 星号 (*) 表示任何字符组，包括空字符。  

• 在"主题"和"标题"检索中，如果使用左截词符，那么必须

在通配符后至少输入 3 个字符。 

– 如：*Chemistry  可检出: chemistry、biochemistry、

electrochemistry等 

• 在"主题"和"标题"检索中，如果使用右截词符，那么必须

在通配符前至少输入 3 个字符。例如：bio*可检出biology，

biochemistry，biophysics等 



截词检索 

– 问号 (?) 表示任意一个字符。 

• Wom?n可以检出woman和women 

• 问号 (?) 对于检索最后一个字符不确定的作者姓氏非常有用。例

如，Barthold? 可查找 Bartholdi 和 Bartholdy，但不会查找 

Barthod。 

– 美元符号 ($) 表示零或一个字符。 

• 美元符号 ($) 对于查找同一单词的英国拼写和美国拼写非常有用。 

• flavo$r 可查找 flavor 和 flavour 

 在Ei数据库中，截词符的使用规则（不支持$截词符） 

– comput* returns computer, computers, computerize, computerization 

– sul*ate returns sulphate or sulfate 

– wom?n retrieves woman or women 



 

JCR数据库 



SCI/SCIE收录期刊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E（Science Citation Index-Expanded） 

SCI收录期刊 

 

 

 

SCIE收录期刊 

http://www.thomsonscientific.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K
http://www.thomsonscientific.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K
http://www.thomsonscientific.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D
http://www.thomsonscientific.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D


SCI与SCIE的关系 

 一般来讲，SCIE收录期刊包含了SCI收录期刊，通常所

说的SCI收录是指SCIE； 

 收录期刊实时变化，增加或剔除。 

 JCR期刊来自于SCIE，但由于统计数据需要时间的原因，

通常JCR期刊数量比SCIE少； 

 个别期刊在JCR中可以查询到，但在SCIE中剔除，这是

由于即使该刊被SCIE剔除，但其历史数据仍保留在JCR

中。 



SCI期刊影响因子 

 利用Journal Citation Report（JCR）查询SCI

期刊的影响因子 



检索期刊名称中包含signal 

processing的SCI期刊 

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查找期刊的影响因子 

完整的期刊名称 

期刊名称缩写 

期刊名中包含的单词 

ISSN号 



期刊名中包含“signal processing”的SCI期刊列表 

影响因子 



点击刊名进入每个期刊的详细信息介绍页面 

期刊官网 

期刊近几年的影响因子变化情况 

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 



主要内容 

一、SCI/CPCI收录检索 

二、SCI/CPCI引用检索 

三、Ei收录检索 

四、CSCD收录与引用检索 



SCI/CPCI被引检索 

 检索某篇论文的SCI/CPCI被引用情况,即检索

该论文被哪些SCI论文或CPCI论文所引用。该

论文可能不必被SCI或CPCI收录。 



 通过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被引参考文献

检索”，可以检索论文被SCI/CPCI论文引用的

情况。 

 可以了解某个已知理念或创新获得确认、应用、

改进、扩展或纠正的过程。了解哪些后续发表

的论文在引用这篇研究论文，以及这篇论文对

世界上其他研究人员的影响。 

 



选择“Web of Science核心

合集”和“被引参考文献检
索”选项卡 

设定时间跨度、索
引数据库的选择，
论文的SCI/CPCI被
引检索应选择SCI和
CPCI两个子数据库 



SCI/CPCI被引检索 

被引检索方法：被引作者+被引著作 



实例演示 

Title: A Novel Autofocusing Approach for Real-Time Through-Wall Imaging Under Unknown Wall 

Characteristics 

Author(s): Li, LL; Zhang, WJ; Li, F 

Source: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Volume: 48  Issue: 1  Pages: 

423-431  DOI: 10.1109/TGRS.2009.2024686  Published: JAN 2010   

Abstract: A novel real-time through-wall imaging (TWI) algorithm with autofocusing ability in the presence of 

wall ambiguities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spectrum Green's function is employed to formulate the TWI 

algorithm, where the fast Fourier transform can be used to reconstruct the image in a very short computation 

time. The complex scattering process due to the presence of the wall is automatically included in the imaging 

formulation through the multilayer Green's function. The autofocusing is achieved by introducing a time factor 

in the TWI formulation to get a dynamic image at different focusing time. The image at the time instant when 

the defined entropy is minimized is stored as the output of the TWI result.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provide high-quality focused image in a short computation time regardless of the 

estimated value of the wall parameters. 

Accession Number: WOS:000272998300013 

ISSN: 0196-2892 



 



 检索目标文献被SCI论文的引用情况，勾选

SCIE子库，选择相应的子库即可。 



勾选被引参考文献的不同
形式，然后点击”完成检
索”，查看施引文献 



引用了目标文献的19篇SCI论文 



 

 

 

 

 

 

 

引用了目标文献的32篇SCI/CPCI论文 



被引检索其它辅助方法：论文标题（可用截词符）
或DOI号 



 实例演示 

Title: Multichannel ballistic transport in multiwall carbon nanotubes  

Author(s): Li, HJ (Li, HJ); Lu, WG (Lu, WG); Li, jj (Li, jj); Bai, XD (Bai, XD); Gu, CZ (Gu, CZ) 

Source: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Volume: 95  Issue: 8  Article Number: 086601  DOI: 

10.1103/PhysRevLett.95.086601  Published: AUG 19 2005   

Accession Number: WOS:000231310900045  

Addresses: Chinese Acad Sci, Inst Phys, Beijing Natl Lab Condensed Matter Phys, Beijing 100080, 

Peoples R China 

Reprint Address: Li, HJ (reprint author), Chinese Acad Sci, Inst Phys, Beijing Natl Lab Condensed 

Matter Phys, POB 603, Beijing 100080, Peoples R China 

E-mail Address: czgu@aphy.iphy.ac.cn 

IDS Number: 956OY  

ISSN: 0031-9007 



利用作者+被引著作的检索方法 



论文的SCI/CPCI被引检索 

勾选被引参考文献的不同
形式，然后点击”完成检
索”，查看施引文献 



论文的SCI/CPCI被引检索 

引用了目标文献的SCI/CPCI

论文 



利用论文标题检索该论文的施引文献，会漏掉那些在参

考文献中未写出该论文标题的施引文献。 

漏掉7篇被引文献 

利用作者+被引著作检
索到207篇施引文献 

利用论文标题检索到
200篇施引文献 



在被引检索时，如果检索到太多的结果，可以添

加被引年份、被引卷、被引期或被引页码等条件

进行限制，但同时若限制太多条件，会漏掉一些

施引文献。  



为什么论文在Google Scholar中的被引用次数与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的被引次数不同？ 

在GoogleScholar的搜索范
围内，该论文被引用62次 

GoogleScholar被引次数 



 Google Scholar与Web of Science引文分析的比较 

– 通常，一篇论文在Google Scholar上的被引频次高于在

Web of Science上的被引频次； 

– 由于Google Scholar的检索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形式的

期刊文献，还包括了多种类型的文献，因此Google 

Scholar不仅可以免费搜索跟踪同行评议过的文献的引证文

献，还能搜索会议录、学位论文、预印本和在版文献, 以

及其他非传统媒体形式文献（Web网页）的引证文献，这

就大大拓展了Google Scholar的引文检索范围。 



 Google Scholar与Web of Science引文分析的比较（续） 

– Web of Science的检索是根据其所收录的、经过筛选的期刊, 

选择各学科领域权威的、影响力高的期刊，在这样的准则下

无疑会对其检索范围产生一定限制。 

– Web of Science数据库规范、系统、权威，但遗漏了很多文

献之间相互引用的情况。Google Scholar能够广泛地反映文

献之间相互引用的情况，但是不够稳定、权威。 

– 如果是科研的需要，为了保证引文分析的客观性和准确度，可
以同时采用多个引文分析工具进行综合分析 

– 如果是评奖、职称等，要根据评价部门的要求检索被引次数，
由于权威性的要求，通常不会将GoogleScholar的被引次数作为
评价依据。 

参考文献：http://www.cnindex.fudan.edu.cn/zgsy/2008n4/taohuiqing.htm 



主要内容 

一、SCI/CPCI收录检索 

二、SCI/CPCI引用检索 

三、Ei收录检索 

四、CSCD收录与引用检索 



 

 

 

先来认识一下Ei数据库 



Ei数据库 

 Ei数据库是由ELSEVIER公司出版，是 Engineering 

Index的简称. 

 学科方向：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方面，涉及计算

机和数据处理、电子和通信等。 

 文献类型：期刊、会议论文、技术报告等的文摘。 

 时间范围：1969年至今 

 1992年开始收录中国期刊，1998年在清华大学建立Ei

中国镜像点  

 数据更新周期：每周更新。  



Ei数据库 

 Compendex数据库 

– Ei收录指的是在Compendex数据库中收录 

– 全球最全面的工程领域文摘数据库 

– 学科范围：190种工程领域学科 

– 时间范围：1969年至今 

– 数据更新周期：每周更新 

– 文献类型：期刊论文、会议论文集、技术报告 



Ei数据库 

 GeoBase数据库 

– 跨学科主题的文摘数据库 

– 学科方向：地质、人类和自然地理学、环境科学、海洋学、

地质力学、替代能源等 

– 时间范围：1980年至今。 

– 文献类型：同行评审期刊、会议论文集、行业杂志等2000多

种。 



Ei检索 

 Quick Search快速检索 

 Expert Search专家检索 



快速检索 

 

多种字段检索 两个子数据库 



快速检索 

 1. 作者索引 

        对于同一作者，不同的期刊会有不同的写法，Ei在著录时没有

给出统一格式，所以检索Ei文献时，要尽可能考虑到姓名的各种不

同格式。Ei数据库的中文姓名有9种写法。 

       以张婧煊为例：Zhang jingxuan or zhang jing-xuan or zhang jx or 

zhang j-x or zhang j or jingxuan zhang or jing-xuan zhang or jingxuan z or 

jing-xuan z          

       建议1：采用截词符星号“*”，以三种形式来代替，并同时用

其它检索字段（作者所在单位Author Affiliation）来限制 

zhang j* or jingxuan z* or jing-xuan z* 



快速检索 

 1.作者索引 

       建议2：使用浏览索引（Browse Indexes）中的作者索引 



快速检索 

 1.作者索引 

在作者的索引列表中，勾选需要查找的人名，勾选内容

将自动出现在检索框中 



快速检索 

 2.作者机构索引 

与作者检索类似，不同的来源文献对作者机构的写法可能不同        

建议：使用浏览索引（Browse Indexes）中的作者机构索引 



快速检索 

 3.刊名/会议名索引 

      注意中国期刊的多种英文写法 

如《电子与信息学报》有两种写法： 

DIANZI YU XINXI XUEBAO 

JOURNAL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建议：使用浏览索引（Browse Indexes）中的作者机构索引 

  



快速检索 

 4.词根扩展 

     将输入的检索词按照词根扩展更多的检索词 

例如：输入management ，检索到的结果中含有manage, managed, 

manager, managers, managing, management 

 

默认：Autostemming on词根扩展功能打开 



专家检索 

编写检索式 

字段代码列表 



专家检索 

1.逻辑算符 

 AND OR NOT NEAR  

 以太阳能： solar energy 为例  

 



专家检索 

1.逻辑算符 

NEAR  

Use NEAR or ONEAR to search for terms in proximity. 

ONEAR specifies the exact order of terms.  

NEAR and ONEAR cannot be used with truncation, 

wildcards, parenthesis, braces or quotation marks.  

NEAR and ONEAR can be used with stemming. 

Avalanche ONEAR/0 diodes 

Solar NEAR energy  

 

 



专家检索 

2.截词符  

 截词符：星号* 和 问号?  

       例子： 

 wom?n 代表： woman or women  

 transplant* 代表： transplanting, transplantation, 

transplanted  



专家检索 

3.字段代码 

 常用字段代码 

主题：KY 

题名：TI 

作者：AU 

作者机构：AF 

受控词:CV 

出版年：YR 

期刊名/会议名：SO 



专家检索 

4. 命令WN 

“WN  字段代码”——指定在特定的字段内检索 

例如 ："internet of things" wn KY 

检索出题名或摘要或主题词中出现物联网的文献。 

采用AND，OR，NOT连接检索项目 

例如：(zhang j* or jingxuan z* or jing-xuan z*) wn AU AND (PKU 

or Peking Univ*) wn AF 

检索出由北京大学(AF-作者单位)的zhang jingxuan发表的论文 

 



论文的Ei收录检索方法 

在Ei数据库中检索论文的Ei收录情况，在检索设

置中选择Compendex数据库 

 一篇论文是否被Ei收录的检索方法 

 某一作者被Ei收录的论文检索 



一篇论文是否被Ei收录的检索方法 

 实例 

题目：Onset of cavitation by the strong tension spike from a 

tube-arrest apparatus  

作者: Ying ChongFu，Li Chao  

来源出版物: SCIENCE CHINA-PHYSICS MECHANICS & 

ASTR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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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论文是否被Ei收录的检索方法 

 

1.选择“title”字段，输入文章题名 

只勾选Compendex数据库 



一篇论文是否被Ei收录的检索方法 

 

 1.检查检索结果，确认无误 

2.点击“Detailed”查看详细信息 



一篇论文是否被Ei收录的检索方法 

 

这篇论文的EI收录号 



某一作者被Ei收录的论文检索 

 实例： 

– 查找吴一戎院士被EI收录的论文 

Wu yirong or wu yi-rong or wu yr or wu y-r or wu y or yirong 

wu or yi-rong wu or yirong w or yi-rong w 

重名的情况，可以通过作者机构来筛选 



主要内容 

一、SCI/CPCI收录检索 

二、SCI/CPCI引用检索 

三、EiI收录检索 

四、CSCD收录与引用检索 



 

认识一下CSCD数据库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简称

CSCD）创建于1989年 

 收录我国数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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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中英文

科技核心期刊和优秀期刊千余种，目前已积累从 1989 年到现在

的论文记录300 万条，引文记录近 1700万条。 

 文献类型 

 核心资源为期刊文献，每两年遴选一次。 

 CSCD来源刊列表下载 

http://sciencechina.cn/style/sourcelist13_14.pdf
http://sciencechina.cn/style/sourcelist13_14.pdf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数据库除具备一般的检索功能外，还提

供引文索引，可查询某篇文献被引用的详细情

况；还可以从一篇早期的重要文献或著者姓名

入手，检索到一批近期发表的相关文献。被誉

为“中国的SCI ”。 

 CSCD数据库作为中文文摘数据库，提供了全

文数据链接。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在我国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的课题查新、基金资助、

项目评估、成果申报、人才选拔以及文献计量与评价研究等多方面作为

权威文献检索工具获得广泛应用。主要包括： 

–     自然基金委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指定查询库； 

–     第四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申报人指定查询库； 

–     自然基金委资助项目后期绩效评估指定查询库； 

–     众多高校及科研机构职称评审、成果申报、晋级考评指定查询库； 

–     自然基金委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查询库。 

–     中国科学院院士推选人查询库； 

–     教育部学科评估查询库 

–     教育部长江学者 

–     中科院百人计划  



CSCD收录检索 

 通过检索论文的题名、作者、期刊、第一机构

等，确认论文是否被CSCD收录。 



CSCD引用检索 

 



 实例： 

– “云计算：系统实例与研究现状” 

– 作者：陈康；郑纬民 

– 期刊名：软件学报 

– 2009,20(5),pp.1337-1348 





论文的CSCD引用检索 

勾选参考文献的不同写法（包括错误写法） 

① 

② 



论文的CSCD引用检索 

“云计算：系统实例与研究现状” 

作者：陈康；郑纬民 

期刊名：软件学报 

2009,20(5),pp.1337-1348 

该论文共被146篇CSCD论文引用 



结语 

 张晓林《请核心期刊走下神坛！》 

         在我国，“核心期刊”是一个重要的现象、指标和名誉。许多机构都

明确和公开地选用某个核心期刊目录（或者自己选定一组期刊组成“核心

期刊”），规定在应聘、晋升、考核、申请项目、奖励时只接受发表在

“核心期刊”中的论文。 

  这似乎在说，一篇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就是好论文，一种核心期刊

上的所有论文都达到了一定的学术水平；反之，一篇论文无论其真实学术

水平如何、实际效果有多大，只要没有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就不能算数。笔

者多年在管理岗位和各种评聘中的经验也证明，没有发表在核心期刊的论

文往往没有资格进入评审，而对于那些“核心期刊”论文，实际评聘过程

中也没有多少人仔细阅读和评价。 

   



中国计算机学会CCF推荐国际刊物会议列表 

 



 



 



 

 

                欢迎同学们提问讨论！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