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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提纲 

为什么要社会科学、人文艺术国际化 

 Web of Science及引文索引简介 

利用SSCI/A&HCI捕捉国际学术热点及研究社会科学

中的共性问题 

如何让科学研究更有效率，更有乐趣 ？ — Web of 

Science的个性化功能 



 

为什么要人文社科国际化 

• 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要求 

           ----经济全球化需要在攻克环境污染、贫富差距、
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等问题时需要打破国界、地域、
学科的界限。全球化时代需要社会科学研究有全球视
野、全球意识和全球的观点 

• 国际化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重
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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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有关发展社会科学政策的路线图 



  

报告提纲 

科学信息在科研过程中的作用 

 Web of Science及引文索引简介 

利用WOS助力科学研究 

如何让科学研究更有效率，更有乐趣 ？ — Web of 

Science的个性化功能 



 

Web of Science平台新界面 

Web of Science平台 



 

Web of Science平台新界面 



 

数据库介绍页面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即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科学引文索引, SCIE)              
176个学科，8621种期刊，数据最早回溯至1900年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SCI) 
 56个学科，3121种期刊，数据最早回溯至1900年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 A&HCI) 
 28个学科，1728种期刊，数据最早回溯至1975年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会议录引文索引– 自然科学版),    1990-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会议录引文索引– 社会科学与人文版),   1990- 

 Book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图书引文索引–自然科学版 + 社会科学与人文版)  2005-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权威的参考数据 

数据收集日：2013-02-28 



 

Dr. Eugene Garfield 

Founder & Chairman Emeritus  

ISI, Thomson Scientific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extend 

our retrospective coverage of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back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Century of Science initiative 

makes that dream come true.” 

 

 
 

 

 

 

 

 
 

引文索引 

• Dr. Garfield 1955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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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63年出版 Science Citation Index  

• 1973年出版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 1978年出版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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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学科综合性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全面收录3000多种社会

科学期刊，同时也收录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所收录的期刊当中涉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论文。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人类学 经济学 老年医学 法律 

区域研究 教育和教育研究 卫生政策和服务 语言学 

商业 环境研究 历史 管理学 

文化研究 人类工程学 休闲、运动和旅游 护理 

沟通 伦理学 工业关系与劳工问题 心理学 

犯罪学和刑罚学 家庭研究 图书馆学与情报学 政治学 

人口统计学 地理 国际关系 精神病学 

更多…… 



 

SSCI中的中国期刊 

刊  名 ISSN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经济学与金融年刊） 1529-7373 

Asia Pacific Law Review（亚太法律评论 ） 1019-2557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亚太会计
与经济学期刊） 1608-1625 

China & World Economy（中国与世界经济） 1671-2234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中国农业经济评论） 1756-137X 

China Review-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n Greater China

（中国评论-大中华跨学科期刊） 1680-2012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中国国际政治期刊） 1750-8916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太平洋经济评论) 1361-374X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管理和组织评论) 1740-8776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中国语言学期刊） 0091-3723 

Transportmetrica A-Transport Science（交通运输计量A- 运
输科学） 1812-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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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学 

• 商业  

• 沟通 

• 犯罪学和刑罚学 

• 经济学  

• 教育 

• 环境研究 

• 家庭研究 

• 地理学 

• 老年医学和老年病学 

• 卫生政策和服务 

• 计划与发展 

• 历史 

• 工业关系与劳工问题 

• 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 

• 语言与语言学 

• 法律  

• 政治科学 

• 心理学 

• 精神病学 

• 公共卫生 

• 社会问题 

• 社会工作 

• 社会学 

• 药物滥用 

• 城市研究 

• 妇女问题 

• 社会科学，交叉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收录期刊的文献类型 
• Article  

• Bibliography  

• Biographical Item  

• Book Review♠  

• Correction  

• Database Review  

• Editorial Material  

• Hardware Review  

• Letter  

• Meeting Abstract☼  

• News Item  

• Reprint  

• Review♦ 

•  Softwa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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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也是一种创作。它的创作意义，一方
面来源于被评书籍，另一方面，更多的，应
该来源于书评者自身的社会阅历和文学素养，
来源于书评者对被 评书籍的感悟、升华和
更深的洞见，从而形成书评独立的思想性和
价值感。它的直接表现是，可以独立存在、
独自成文、独有一番滋味。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 哲学  

• 语言 

• 语言学 

• 文学评论 

• 文学 

• 音乐 

• 哲学 

• 诗歌 

• 宗教 

• 戏剧… 

 

• 考古学 

• 建筑 

• 艺术 

• 亚洲研究 

• 古典 

• 舞蹈 

• 电影/广播/电视 

• 民俗 

• 历史 

• … 



 

A&HCI中的中国期刊 

17 

刊名 ISSN 

ARTS OF ASIA 0004-4083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0009-4633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1097-1467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003-7519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0091-3723 

Logos & Pneuma-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1023-2583 



  

报告提纲 

科学信息在科研过程中的作用 

 Web of Science及引文索引简介 

利用Web of Science助力科学研究 

如何让科学研究更有效率，更有乐趣 ？ — Web of 

Science的个性化功能 



 

论文的选题 – 成功的关键 

课题的创新来源------现存知识、现实需要、个人灵感 

• 广泛地阅读与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期刊，明了近几年来同行在做的研

究，了解自己的领域里有哪些题目尚未有人研究。 

• 跨领域的思维，用原本的学科背景，去诠释新的领域研究，就是一种

创意。例如：当探讨性别差异时，多数研究者会从社会学、文化等角

度着手，若用生物的观点进行诠释，便呈现了异于他人的创意 

• 从样本去寻找 

• 改善研究方法，例如：以往大多采用问卷的方式，若改用访谈或测验

的方式，则是一种创意 

 

 



 

怎样利用数据库
快速搜集并甄别
有用的资料？ 



 

案例一:关于资产定价的相关研究 



 

检索词: “asset price” or “asset pricing” 
检索字段：主题 
检索数据库：SCI/SSCI 



 



 

快速锁定高影响力的论文 



 

诺贝尔奖得主

FAMA 

三因子模型 

奠基之作 



 

全记录的引文链接（施引文献） 

2644被引频次 



 

30 



 

31 

Carhart在Fama的 

三因子模型的基础

之上进行了改进，

构建了四因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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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记录的引文链接（参考文献） 

32引用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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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记录的引文链接（相关记录） 



 

Web of Science中的相关记录 

Synthesis of Amino Acids 

Synthesis and/or collection of 
Synthesis and/or collection of 
amino acids is critical for cell 
survival. They not only serve as 
the building blocks for proteins 
but also as starting points for 
the synthesis of many important 
cellular molecules including 
vitamins and nucleot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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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sis of Amino Acids 

Synthesis and/or collection of 
Synthesis and/or collection of 
amino acids is critical for cell 
survival. They not only serve as 
the building blocks for proteins 
but also as starting points for 
the synthesis of many important 
cellular molecules including 
vitamins and nucleotides. 

论文甲 论文乙 

     A              B                           C                 D         E    F  



 

全记录的引文链接（相关记录） 

FAMA代表理论 

有效市场假说2 

共同引用的参考文献：20 

共同引用的参考文献：17 

共同引用的参考文献：16 

共同引用的参考文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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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A的另一篇基石之作，有效

市场假说1 



 

2004 

Cited 
References 

1993 
1991 

1995 

1980 

2003 Times 
Cited 

Related 

Records 

2003 

2004 

1999 

2002 

1994 

2004 

 Citing  

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 

沿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道路… 

… Cited References 越查越深 

   Times Cited 越查越新 

Related Records 越查越广 

1998 

分析： 

学科分布、发展趋
势、机构/作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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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整体上把握课题
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快速锁定特定学科领域论文 

Business Finance(1634) 



 

快速锁定特定学科领域的综述、书评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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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某研究课题的总体发展趋势。 
 找到该研究课题中潜在的合作者和合作机构。 
 对该课题领域的国家信息分析，例：国家内领先机构和高校等。 

文献的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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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分析功能： 

 

▪作者   ▪出版年   ▪来源期刊   ▪文献类型   ▪会议名称   ▪国家/地区    
 

▪基金资助机构   ▪授权号   ▪团体作者   ▪机构   ▪机构 扩展    ▪语种    
 

▪ WOS学科类别   ▪编者  ▪丛书名称   ▪研究方向  

 

 



 

出版年分析：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以及判断课题的发展阶段。 

将分析数据保存到文件 



 

著者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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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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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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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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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报告呈现该领域的总体趋势 



 

迅速锁定领域内的高影响力论文 

被引频次总计：70251 
H-index：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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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检索Cited 

Reference Search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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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延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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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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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Behavioral Finance—非理性繁荣 

证券的市场价格并不只由

证券内在价值所决定， 

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投资

者主体行为的影响， 

即投资者心理与行为对证

券市场的价格决定及其变

动具有重大影响。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被引文献作者 

被引著作 

被引文献出版年 

录入信息时需注意缩写情况，比如 

人名：姓是全拼+名是首字母缩写； 

刊物在WOS中对应缩写：比如EVALUATION & THE HEALTH 

PROFESSIONS对应为EVAL HEALTH PROF 



 

54 2015年4月22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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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曼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

奖的心理学家 

社会学家的

社会学研究 



 

中国的社会科学走向国际舞台的思考 
 
论文的选题－－一点之见皆成文 

• 愈本土的题材，或许愈有国际参考价值，而且愈具
自己的独特性。别人或许没有这样的机会、脉络，
站在这样的角度去做这样的研究。可以通过本土的
特殊事件做为脉络，去看一个重要的概念及研究议
题。 

• 但应避免本土到这个议题完全无法让别人产生共鸣 

• 有关于中国的特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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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国乡村选举 
("RURAL elect*" or "VILLAGE* elect*") same China 



 

例: C2C market, Tao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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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外语教学的相关研究 

60 

 



 

例: 道教研究 

61 

国家和地区分析 

 
• 美国 

• 加拿大 

• 中国 

• 台湾 

• 法国 

• …… 



 

以经济学科为例，中国作者青睐的期刊 



 

以经济学科为例，中国作者青睐的期刊 

刊名 Value in Health 

中文刊名 《健康价值》 

ISSN 1098-3015  

出版频率 6期/年 

出版商 Elsevier 

内容偏重 健康经济学、药物经济学、医疗政策等 

2012 IF 2.191 

JCR区间 
Category Name  

Total 

Journals 

in Category  

Journal Rank 

in Category  

Quartile  

in Category  

ECONOMICS 332 36 Q1 

HEALTH 

POLICY & 

SERVICES 

67 16 Q1 

URL 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value-in-health 



 

以经济学科为例，中国作者青睐的期刊 

刊名 CHINA ECONOMIC REVIEW 

中文刊名 《中国经济评论》 

ISSN 1043-951X 

出版频率 4期/年 

出版商 Elsevier 

内容偏重 中国经济 

2012 IF 1.390 

JCR区间 
Category Name  

Total 

Journals 

in Category  

Journal Rank 

in Category  

Quartile  

in Category  

ECONOMICS 332 89 Q2 

URL 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china-economic-review/ 



 

以经济学科为例，中国作者青睐的期刊 

刊名 INSURANCE: MATHEMATICS ECONOMICS 

中文刊名 保险：数学和经济学 

ISSN 0167-6687  

出版频率 6期/年 

出版商 Elsevier 

内容偏重 保险、精算学、数学经济学等 

2012 IF 1.095 

JCR区间 Category Name  
Total Journals 

in Category  

Journal Rank 

in Category  

Quartile  

in Category  

ECONOMICS 332 119 Q2 

SOCIAL SCIENCES, 

MATHEMATICAL 

METHODS 

44 18 Q2 

URL 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insurance-mathematics-and-

economics/ 



 

以管理学科为例，中国作者青睐的期刊 



 

以管理学科为例，中国作者青睐的期刊 

刊名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中文刊名 《欧洲运筹学研究》 

ISSN 0377-2217 

出版频率 24期/年 

出版商 Elsevier 

内容偏重 运筹学、管理综合、优化模型等 

2012 IF 2.038 

JCR区间 
Category Name  

Total 

Journals 

in Category  

Journal Rank 

in Category  

Quartile  

in Category  

OPERATIONS 

RESEARCH & 

MANAGEMENT 

SCIENCE 

78 9 Q1 

URL 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european-journal-of-

operational-research/ 



 

以管理学科为例，中国作者青睐的期刊 

刊名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中文刊名 《国际产业经济学期刊》 

ISSN 0925-5273 

出版频率 12期/年 

出版商 Elsevier 

内容偏重 工业工程、制造工程、运筹学研究和管理科学等 

2012 IF 2.081 

JCR区间 Category Name  
Total Journals 

in Category  

Journal Rank 

in Category  

Quartile  

in Category  

ENGINEERING, 

INDUSTRIAL 

44 4 Q1 

ENGINEERING, 

MANUFACTURIN

G 

39 5 Q1 

OPERATIONS 

RESEARCH & 

MANAGEMENT 

SCIENCE 

78 8 Q1 

URL 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international-journal-of-

production-economics/ 



 

以管理学科为例，中国作者青睐的期刊 

刊名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中文刊名 专家系统与应用 

ISSN 0957-4174 

出版频率 8期/年 

出版商 Elsevier 

内容偏重 管理综合、运筹、计算机科学等 

2012 IF 1.854 

JCR区间 Category Name  
Total Journals 

in Category  

Journal Rank 

in Category  

Quartile  

in Category  

COMPUTER 

SCI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14 31 Q2 

ENGINEERING, 

ELECTRICAL & 

ELECTRONIC 

242 56 Q1 

OPERATIONS 

RESEARCH & 

MANAGEMENT 

SCIENCE 

78 13 Q1 

URL 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expert-systems-with-applications/ 



  

Web of Science帮助发现最重要和最相关
的信息 

 

• 快速锁定本课题相关的高影响力的论文 

• 追踪溯源 – 检索某个课题的综述文献 

• 分析研究发展趋势 

• 了解某特定课题在不同学科的分布情况,探索跨学科的研究 

• 了解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关的机构 

• 密切关注在该研究领域的顶尖的研究小组所发表的论文 

• Cited reference search 帮助获取思路，激发研究思想 

 

 



 

学习资源，网址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  

汤森路透所有数

据库的使用课件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


 

模
块1

 
W
O
K

大
讲
堂
（
科
研
及
研
发
人
员
） 

模块1： WOS大讲堂（科研及研发人员） 

4月-6月，每周二 晚上19:00-20:00 

网址： http://ip-

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

ne/spring2015/courses.htm 



 

 

模
块2

 
W
O
S

大
讲
堂
（
图
书
馆
员
与
情
报
分
析
人
员
） 

模块2： WOS大讲堂（图书馆员与情报分

析人员） 

5-6月，每周四下午15:00-16:00 

网址： http://ip-

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

ne/spring2015/library.htm 



 

 
汤森路透WOS在线大讲堂 
        ——“科研达人·闪耀之星”专题活动 

自拍视频分享你在科研探索中积累的 

心得体会、成功经验、应用技巧，赢取—— 

iPad mini、Kindle、三星智能佩戴设备等大奖、
以及汤森路透实习机会或者免费培训课程， 

获奖视频还将被收录到大讲堂纪念光盘中！ 

 

 汤森路透WOS在线大讲堂“科研达人•闪耀之星”秀场为你提供广阔的展示平台，

让你自我闪耀且光耀同人！ 

科研使你脑洞大开 思维泛滥 那还不赶紧秀出来！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ne/spring2015/stars_rules.htm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ne/spring2015/stars_rules.htm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ne/spring2015/stars_rules.htm


 

汤森路透WOS在线大讲堂 
        ——“科研达人·闪耀之星”专题活动 

敬请扫描以下二维码，登录和收藏 WOS在线大讲堂官方网站

点击“科研达人·闪耀之星”专题活动页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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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2号    融科资讯中心C座北楼610室 

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集团 

 

马亚鹏 

技术支持: ts.support.china@thomsonreuters.com 

Tel: 010-57601252 

Fax: 010-82862088 

mailto:ts.support.china@thomsonreuter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