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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1日 

利用Web of Science进行 

专题文献的发现与获取 

http://i.eqxiu.com/s/lM7Yiufy 



主要内容 

如何准确检索课题的相关信息？ 

如何快速了解课题的研究情况？ 

如何及时跟踪课题的最新进展？ 

。。。 



ISI Web of Science: http://www.webofscience.com/ 

        （WOS）  

利用Web of Science进行专题文献的发现与获取 

•22,000种学术期刊 
•100年科技文献与引文 
•3,100万发明专利 
•6万个学术会议 
•机构知识库 

•分析研究趋势 
•发现技术热点 
•揭示论文间的潜
在联系 
•提供引文报告 

•在Microsoft 
Word中边写作
边引用 
•自动生成文中
和文后参考文
献 
•提供2,300多
种期刊的参考
文献格式 

•管理参考文献 
•管理检索策略 
•定题/引文跟踪(Email/RSS) 
•管理全文 

•22,000种学术期刊 
•100年科技文献与引文 
•3,100万发明专利 
•6万个学术会议 
•机构知识库 

•分析研究趋势 

•发现技术热点 

•揭示论文间的
潜在联系 

•提供引文报告 

•在Microsoft 

Word中边写作

边引用 
•自动生成文
中和文后参考
文献 
•提供2,300多
种期刊的参考
文献格式 

•管理参考文献 
•管理检索策略 
•定题/引文跟踪(Email/RSS) 
•管理全文 

http://www.isiknowledge.com/


检索理念 

 主题查询。找到用几个关键词来表达的有关课题的相关
文献 

 发现引文。利用WOK查询谁在引用您的研究（或者您
感兴趣的研究）以及您的研究是如何用来支持当前的研
究的跟踪同行和竞争对手的研究活动 

 来源追溯。利用WOK查询一个想法、概念或一个方法
及从其最初提出到当前的历史、发展与应用 

 文献分析 

 相关文献 

 引用跟踪 



 

 

 

 

 

 

 

                                                                               

个性化服务 个性化服务 

 

 

 

 

 

 

 

                                                                               

 

 

 

 

 

 

 

                                                                               

 

 

                                                                  

 

 

 

 

 

设置与检索相关的条件 

 

 

                                                                  

 

检索界面 



查看web of science主期刊列表 



JCR/ESI/Endnote 



检索字段 主题 在标题、摘要、关键词中
进行检索. 

“white oak” or “quercus alba” 

Vitamin A 

作者 检索论文中的任一作者 Bergstrom CT 

Wallen K* 

Researcher ID 检索作者的Researcher 

ID号码 

www.researcherid.com 

A-1009-2008 

团体作者 检索该论文相关的机构或
组织的名称 

Aberdeen Lung Cancer 

Group 

Beta Cell Biology 

Consortium   

出版物名称 期刊名称 Czech Journal of Food 

Sciences  

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  

出版年 论文出版的年代 1999 

2003-2005 

地址 检索作者的地址 Emory Univ, Dept Biol, 

Atlanta, GA 30329 USA  

基金资助机构 检索基金资助机构 

名称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授权号 检索授权号 P01* 

DP0342590  

15个检索字段： 

DOI号也可以检索 

http://www.researcherid.com/
http://www.researcherid.com/
http://www.researcherid.com/


Wildcards 通配符 

符号 意义 

* 
零个或多个字符 

physic* 

Physic, physics, physical 

$ 

 

零或一个字符 

Physic$ 

physic, physics 

? 
只代表一个字符 

Physic? 

physics 



临近算符 

词组检索 当检索一个精确的词组的时候，可以使用双引号。 

Example:  “particle accelerator*”；“laser source*”；
“micro heat pipe” 

NEAR/x NEAR代表所链接的两个词之间的词语数量小于等于N，默
认的使用Near的缺省值是15。 

Example:  superconductor NEAR/10 “high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or NEAR “high temperature” 

SAME 同时要求两个词是在同一个字段中。 

Example:  Inst ele* eng* SAME Beijing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Boolean Operator 布尔逻辑算符 

检索包含所有关键字的数据。 

标题： “particle accelerator*” AND nuclear 

检索含有“particle accelerator”或者” particle accelerators”同时含有及词语 

“nuclear”。  等效于检索 “particle accelerator*”  nuclear 

检索的数据中至少含有一个所给关键字。用语检索同义词或者词的不同表达
方式 

关键词: "micro heat pipe" or "miniaturized heat pipe" or "flat miniature 

heat pipe“ 

关键词中至少含有一个上述检索词的数据。 

排除含有某一特定关键字的数据 

主题: superconductor NOT “high temperature” 

检索含有“superconductor”的数据，排除含有“high temperature”的文献
。 



问题1：如何准确检索课题 

        的相关信息？ 



检索举例 1 –石墨烯的相关研究 

石墨烯（Graphene），又称单层石墨，是一种由碳原子以sp2混

成轨域組成六角型呈蜂巢晶格的平面薄膜，只有一個碳原子厚度

的二維材料。 

石墨烯不仅是已知材料中最薄的一种，还非常牢固坚硬；作为单

质，它在室温下传递电子的速度比已知导体都快。 

石墨烯可以应用于晶体管、触摸 

屏、基因测序等领域，同时有望 

帮助物理学家在量子物理学研究 

领域取得新突破。  

       



例 1 ：有关石墨烯的相关研究 

检索词: Graphen* 



科研选题中如何快速准确检索到与我们课题相关的信息？  

迅速找到领域内的热点论文、高影响力论文、综述论文？ 



选择感兴趣的论文查看全记录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学家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
2010年10月5日以石墨烯研究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精炼 - 快速检索综述 
 



排序功能: 被引频次 

排序功能-锁定高影响力的综述论文 



精炼 – 查看课题涉及的学科类别 



石墨烯在应用物理领域的文献 



问题2：如何快速了解课题 

        的研究情况？ 



多角度分析把握课题研究趋势 

强大的分析功能  

- 能够处理10万条记录, 多层次的分析 



利用Web of Science强大的分析功能 

最多能够处理10万条记录 

可以从11个角度深入分析 

11个角度的深入分析： 

 著者 

 出版年 

 机构名称 

 来源出版物 

 学科领域 

 

 基金资助机构 

 授权号 

 国家与地区  

 文献类型 

 文献语种 

 会议标题 



出版年：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保存至本地，用Excel打
开.txt文档并作图 



著者：  

- 发现该领域的高产出研究人员 

- 有利于机构的人才招聘 

- 选择小同行审稿专家 

- 选择潜在的合作者 

机构  

- 发现该领域高产出的大学及研究机构 

- 有利于机构间的合作 

- 发现深造的研究机构  



中国在石墨烯领域发表的论文 



中国在石墨烯领域发表的论文 



 

中国在石墨烯领域的引领机构，基金资助情况 



选择感兴趣的论文查看全记录 



2010年物理学奖得主-广为人知的消息浮出水面 

 全文链接: 查看全文 

与作者Email联系 



一篇论文的全记录页面——施引文献 

参考文献信息和施引
文献信息 

来自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的引
文次数 

点击该链接次数可以打开Web 

of Science 平台中的来自三个
引文数据库的引文 



一篇论文的全记录页面——施引文献 



一篇论文的全记录页面——参考文献 



一篇论文的全记录页面——相关记录 



一篇论文的全记录页面——引证关系图 



一篇论文的全记录页面——引证关系图 

查看跟踪本研究的机构 



2004 1981 

Cited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2015 

Times Cited 

施引文献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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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co

rd
s 

相
关
文
献

 

 

     该课题如何起源、 

     修正、变迁、发展 

该课题的演变、 

最新进展 

该课题的渗透、
交叉学科和扩展 

     越查越旧      越查越新 

     越查越深 



利用Web of Science获取思路， 

激发研究思想 

 以一篇高质量的文章为检索起点进行被引文献检索Cited 

Reference Search 

被引文献检索的特点： 

 以一篇文章、一个作者、一个期刊、一篇会议文献或者一本书作为检索

词,进行被引文献的检索. 在不了解关键词或者难于限定关键词的时候，

您可以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了解课题的全貌。 

– 某一理论有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是否已经应用到了新的领域? 

– 某项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延伸？ 

– 某个实验方法是否得到改进？  

– 如何了解某篇论文/某部论著被引用情况？以揭示其影响力. 

 引证和被引证的关系揭示了信息的交流与反馈  



小结 

 将过去、现在以至将来的相关文献信息连接起
来； 

 -- “越查越新”和“越查越旧” 

 

 将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相关研究连接起来， 

-- “相关文献”和“启发思维” 

 

研究人员由此可以发现许多过去不知道然而却非
常重要的信息，从而产生许多新的创意与发现。 



问题3：如何及时跟踪课题 

        的最新进展？ 



 怎样利用ISI Web of Science 将有关课题的

最新文献信息自动发送到您的Email邮箱? 

–  定题跟踪  

–  引文跟踪 

 



如何随时掌握一个研究课题的最新进展？ 

选择合适的检索策略,保
存历史、创建提醒 

登录，需要提前
注册账号 

也可以对某个期刊、某篇文献的引文进行跟踪 

题名、描述、邮箱、
提醒格式、提醒频率 
保存后就可以了！ 



如何随时掌握一个研究课题的最新进展？ 

选择重点关注的论文跟
踪其被引用情况 



有问题请联系学科馆员 

陈启梅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学科咨询部 
电话：(010)82626379  
邮件：chenqm@mail.las.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