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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聚焦研究前沿  深化自主创新 

• 好的选题是科研至关重要的一步。那么，如何获得创新性的、具有

国际前沿性的选题呢？今天将带领大家在ESI数据库中淘宝，捕捉自

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前沿。大家会发现ESI数据库能轻松揭

示那些发生在学科交叉领域中的创新选题！ 

  

• 1、如何寻找跨学科研究领域关键人才? 

• 2、如何追踪跨学科前沿——热点论文、高引论文 

• 3、如何追踪跨学科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 4、 ESI、Web of Science结合追踪跨学科研究前沿 

 



重视新兴的交叉领域  
• 2013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科院考察时发表跨学科的讲话：要

加强新兴前沿交叉领域部署，这一要求，体现了对科技发展的深刻洞

察，对未来科技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 

• 科学前沿的很多重大突破得益于学科交叉融合，近百年来获得诺贝尔

自然科学奖的334项成果中，近半数是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例如

DNA分子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依靠物理学、生物学、化学交叉融

合取得的。 

• 随着科学的发展，仅凭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已很难解决复杂的现实问

题。比如研究公共安全问题，就要把计算机、信息、法学、公共管理、

化工、材料、物流、信息网络技术结合起来，甚至还要与传媒结合。 

• 多学科的相互交叉、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向各领域的渗透、先进技术

和手段的运用等，是发展前沿的重要特征。学科交叉点往往就是科学

新的生长点、新的前沿，最有可能产生重大突破，使科学发生革命性

的变化。 

•  

 

 



如何追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前沿？ 

“交叉学科重要，但做起来很难”，甚至成为身处交

叉领域研究人员的共识。经费无处申请、成果无处发
表，因此，加强新兴前沿交叉领域部署，从顶层推动
交叉领域发展，破解交叉领域存在的难题，显得尤为
重要和迫切 。 

2012年教育部建立了人文社会科学协同创新中心，
鼓励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开展高水平的跨学科研究 。  



汤森路透Web of Science跨学科平台
http://www.webofscience.com/ 

 

点击选择数据库 

选择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点击进
入 

SCI、SSCI、A&HCI 
 



汤森路透Web of Science跨学科平台 
 

 

点击更多设置现选择SCI、SSCI、A&HCI 



汤森路透Web of Science跨学科平台 
 

 



利用著名的科学分析管理工具ESI 确定课题选题 

•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ESI ）是

汤森路透在汇集和分析 Web of Science® (SCIE/SSCI)所收录的学

术文献及其所引用的参考文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分析型数据库。

ESI提供十年滚动数据，每两个月更新一次，最近一次更新为2015

年3月5日（本期ESI数据时间跨度：200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

日）。 

• ESI从引文分析的角度，将全部科学分为22个专业领域，分别对

国家、研究机构、期刊、论文以及科学家进行统计分析和排序。 

 

网址：http://isiknowledge.com/esi 

追踪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前沿 



什么是ESI 

•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ESI）是基于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和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权威数据建立的分析型数据库，能够为科技政策

制定者、科研管理人员、信息分析专家和研究人员提供多角度的

学术成果分析。 

• 利用ESI帮助科研人员跟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发展趋

势，评估潜在的合作者或同行，辅助科技政策、经济政策及科技

发展规划的制定。学术成果分析。 

• 针对机构、个人或学科的分析报告，可以支持学校发展规划处、

科技处、研究生处、人事处等决策层工作。如科技处、发展规划

处关注的本机构的科研产出、学术影响力、重点学科发展状况及

与同领域机构的发展比较等；辅助人事处做好人才评估和引进工

作等。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定量分析研究绩效的工具 

•来自于 Web of Science 的SCI、SSCI10年滚动数据，

基于22个学科； 

•总影响力（总引用次数）进入全球前1%的科学家、研

究机构（或大学）排名；进入全球前50%的国家（或地

区）及学术期刊排名 

•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和研究前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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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定量分析研究绩效的工具 

• 热点论文（Hot Papers）：由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

每两个月根据引文数量统计的22个学科的热点论文。这些论文

是最近两年内发表且被引频次在最近两个月内排名达到各学科

领域的前0.1%。 

• 研究前沿（Research Fronts）：由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根据共被引分析和聚类算法选出的学科最新研究前

沿，反映现代科学中的研究密集型和突破性领域，每个研究前

沿包含一组高被引论文。 

高被引论文 （Highly Cited Papers） 

最近10年发表的论文，总被引次数与同年度，

同学科发表论文相比排名前1%的论文。 



全球高被引论文的国家分布（2004-2014） 

高被引论文超过1万篇的国家： 
           美国： 67,0683  绝对优势 

英国： 16,932 
德国： 15,252 
中国： 14,191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的ESI数据库 

高被引论文
128,498篇  



全球热点论文的国家分布（2004-2014）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的ESI数据库 

热点论文： 
 美国： 1458 
英国： 482 
 中国： 415 
 德国： 408 
加拿大：299 

 

热点论文2,659篇  



 

利用ESI、SCI、SSCI编辑了30多本社会科学研究前沿，

学科涉及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传播学、心理学、
艺术学、法律等，许多研究前沿均是跨学科的。   



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基本科学指标数
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ESI） 

 

网址：http://isiknowledge.com/esi 

点击进入ESI 



 

利用著名的科学分析管理工具ESI 确定选题 
网址：http://isiknowledge.com/esi 

2004年1月1日 - 2014年12月31日  

科学家, 机构 – 各学科影响力的前1% 

国家/地区, 期刊 – 各学科影响力的前50% 

3月5日更新 

专家分析 引文排名 

高被引论文 

引文分析 



 

利用著名的科学分析管理工具ESI 确定选题 
网址：http://isiknowledge.com/esi 

2004年1月1日 - 2014年12月31日  

3月5日更新 

专家分析 引文排名 

高被引论文 

引文分析 

高影响论文-各学科影响力的前1% 

热点论文-各学科影响力的前0.1% 

全球各学科论文影响力基准值 

研究前沿-各学科影响力的前1% 



利用著名的科学分析管理工具ESI 确定选题 

• 研究人员可以系统地、有针对性地分析国际科技文献, 从而了解一些著名的

科学家、研究机构（或大学）、国家（或区域）和学术期刊在某一学科领域

的发展和影响；同时科研管理人员也可以利用该资源找到影响决策分析的基

础数据。 

• 1、分析特定研究机构、国家、公司和学术期刊的研究绩效和影响力；  

2、在22个专业领域内分别对国家、研究机构、期刊、论文、科学家进行统 

• 计分析和排序；  

3、跟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研究发展趋势，给出衡量研究绩效的 

• 标尺；  

4、评估潜在的合作者、评论家、同行和雇员；  

5、测定特定研究领域的研究产出与影响；  

• 6、及时获知各领域内高被引论文和近期最关注的话题； 

• 7、通过共引分析方法，揭示各个学科当前的研究前沿，锁定隐含的突破性

研究； 

• 8、通过引文数据库揭示不同学科发展的趋势。 



ESI 22 学科 

• Agricultural Sciences  

• Biology & Biochemistry 

• Chemistry  

• Clinical Medicine  

• Computer Science  

• Economics & Business  

• Engineering  

• Environment/Ecology  

• Geosciences  

• Immunology  

• Materials Science 

 

Mathematics  
Micro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 Genetics  

Multidisciplinary  

Neuroscience & Behavior  

Pharmacology & Toxicology  

Physics  

Plant & Animal Science  

Psychiatry/Psychology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Space Science  



如何寻找跨学科领域关键人才? 

 

人才评估与引进—特别是跨学科领军人物 



利用ESI寻找材料科学领域关键人才 

 

点击科学家（Scientists）–  

了解各学科影响力进入全球前1%的科学家 

 
 

引文排名 



利用ESI寻找材料科学领域关键人才 

 

了解材料科学学科科学家（Scientists）排名 



材料科学领域共有4933名科学家进入全球前1% 

 

缺点：同名同姓无法分辨 平均论文被引15,975次 

材料科学论文总被引频
次全球排名第17 

点击了解进入
全球前1%论文 

康斯坦丁·诺沃肖罗夫
（Konstantin Novoselov）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安德烈·盖姆 （GEIM AK） 



材料科学领域共有4933名科学家进入全球前1% 

 安德烈·盖姆  

12篇论文进入材料科学
全球前1% 

康斯坦丁·诺沃肖罗夫 

点击进入SCI了解该文
章详细情况 

康斯坦丁·诺沃肖罗夫（Konstantin Novoselov）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2位科学家安

德烈·盖姆（Andre Geim）和康

斯坦丁·诺沃肖罗夫

（Konstantin Novoselov）因

在二维空间材料石墨烯

（graphene）方面的开创性实

验而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 

 



安德烈·盖姆、康斯坦丁·诺沃肖罗夫发表的石墨烯（graphene）论文 

 

材料科学领域共有4933名科学家进入全球前1% 



材料科学领域共有4933名科学家进入全球前1% 

 

康斯坦丁·诺沃肖罗夫（Konstantin Novoselov） 

石墨烯
（graphene） 

《自然纳米技术》 

热点论文 

高被引论文 （Highly Cited Papers） 

最近10年发表的论文，总被引次数与同年度，

同学科发表论文相比排名前1%的论文。 



材料科学领域共有4933名科学家进入全球前1% 

 

缺点：同名同姓无法分辨 

平均论文被引15,975次 

材料科学论文总被引频
次全球排名第17 

点击了解进入
全球前1%论文 

康斯坦丁·诺沃肖罗夫
（Konstantin Novoselov）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安德烈·盖姆  

点击姓名了解该学者进
入ESI的学科 



材料科学领域共有4933名科学家进入全球前1% 

 

康斯坦丁·诺沃肖罗夫（Konstantin Novoselov）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点击了解该学者全球
排名情况 

160篇论文进入ESI的物理、
材料科学等领域 

学科涉及物理学、材料科学领域 



共有82801名科学家论文总被引次数进入全球前1% 

 

康斯坦丁·诺沃肖罗夫（Konstantin Novoselov） 

论文总被引次数全球排名132 

 



康斯坦丁·诺沃肖罗夫（Konstantin Novoselov）
70篇高被引论文 

 

学科涉及物理学、材料科学、
化学三个研究领域 



材料科学领域共有4933名科学家进入全球前1% 

 

夏幼南(Xia Younan)2013年获美国化学会材料化学奖、美
国材料学会弗雷德·卡弗里纳米科学杰出讲座 

输入：Xia YN 

《Nano Letters》副主编 

《Advanced Materials》
的特邀主编 

主要研究方向是纳米结构材料及其
在生物医学研究方面的应用 



材料科学领域共有4933名科学家进入全球前1% 

 

夏幼南(Xia Younan) 材料科学论文篇均被引96.98次 

点击了解该学者进
入全球1% 的材料
科学高被引论文 477篇论文进入ESI的化学、

材料科学、物理学领域 

点击了解该学者全球
排名情况 

学科涉及化学、材料
科学、物理学领域 



材料科学领域共有4705名科学家进入全球前1% 

 

夏幼南(Xia Younan) 
31篇论文进入材料科学

全球前1% 

点击进入SCI
了解该文章详
细情况 

链接到Web of Science  



材料科学领域共有4933名科学家进入全球前1% 

 

夏幼南(Xia Younan) 材料科学论文篇均被引96.98次 

点击了解该学者进
入全球1% 的材料
科学高被引论文 477篇论文进入ESI的化学、

材料科学、物理学领域 

点击了解该学者全球
排名情况 

点击了解该学者材料
科学全球排名情况 



材料科学领域共有4933名科学家进入全球前1% 

 

夏幼南(Xia Younan) 

材料科学论文总被引频
次全球排名第42 



共有82801名科学家论文总被引次数进入全球前1% 

 

 

论文总被引次数全球排名432 

 

夏幼南(Xia Younan) 



夏幼南（Xia Younan）108篇高被引论文 

 

学科涉及化学、材料科学、
物理学三个研究领域 



追踪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 热点论文（Hot Papers）：由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每两个月根据引文数量统计的22个学科的

热点论文。这些论文是最近两年内发表且被引频次在

最近两个月内排名达到各学科领域的前0.1%。 

 



追踪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点击- Hot Papers (last 2 years) ——了解学科前沿 

有些论文在发表后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大量的引用，而
它们往往都是所在研究领域的核心论文 



追踪经济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Hot Papers: 在最近两年里发表的论文中,按照

最近两个月里某个学科领域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
论文排序而来 

选择经济学领域，了解热点课题 



追踪经济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利用ESI检索到经济学学科有54篇进入热点论文（Hot Papers） 

3月5日更新 



追踪化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利用ESI检索到化学学科有324篇进入热点论文（Hot Papers） 

3月5日更新 

按出版年排 

按被引次数排 



追踪工程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利用ESI检索到工程学科有232篇进入热点论文（Hot Papers） 

3月5日更新 



追踪材料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利用ESI检索到材料学科有133篇进入热点论文（Hot Papers） 

3月5日更新 



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 利用ESI检索到社会科学有134篇进入热点论文（Hot Papers）。 

3月5日更新 
热点论文 研究前沿 

链接到Web of Science  



追踪生物与生物化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利用ESI检索到生物与生物化学学科有142篇进入热点论文（Hot Papers） 

3月5日更新 



追踪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利用ESI检索到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学科有77篇进入热点论文（Hot Papers） 

3月5日更新 



追踪微生物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利用ESI检索到微生物学科有39篇进入热点论文（Hot Papers） 

3月5日更新 



追踪免疫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利用ESI检索到免疫学学科有47篇进入热点论文（Hot Papers） 

3月5日更新 



基金案例：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利用ESI检索到社会科学有134篇进入热点论文（Hot Papers） 

热点论文 研究前沿 

链接到Web of Science  
识别社交网络影响力和易感成员 

《科学》 



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点击热点论文图标了解最近2个月引用情况 

 

被引频次在最近两个
月内排名达到社会科
学学科领域的前0.1% 



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点击研究前沿图标了解该组研究前沿：5篇社交网络高被引论文全球前1%  

点击获得5篇社交网络高被引论文 

社交网络 

社会网络 

跨SOCIAL SCIENCES, GENERAL、ECONOMICS & BUSINESS等两个研究领域  



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点击链接到Web of Science图标了解该篇热点论文的详细情
况 

基金资助情况 

那些学者引用了该论文？ 



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分析那些
基金资助
论文引用
了该论文 

中国自然科学基金 

973、863项目 



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中国自然科学基金、973、863项目
资助论文引用了该论文 

在信息传播的时空尺度 



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那些学者引用了该论文？ 

麻省理工学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http://isisn.nsfc.gov.cn/egrantindex/funcindex/prjsearc
h-list 

项目主题词：社交网络 



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2013年社交网络32项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2014年社交网络32项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交网络课题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最近2年工程学领域有185篇论文进入ESI热点论文（Hot Papers） 

更新为2014年5月15日 

薄膜太阳电池  
热点论文 

研究前沿 

链接到Web of Science  

学科研究前沿 

运用多种文献计量工具分析学科发展态势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薄膜太阳电池  

更新为2014年9月11日 

学科研究前沿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薄膜太阳能电池  



基金案例：薄膜太阳能电池（Film Solar Cell）热点论文 

 

更新为2015年3月5日 

跨学科 



薄膜太阳能电池（Film Solar Cell）热点论文 

 
跨学科 更新为2014年9月11日 

学科研究前沿 



薄膜太阳能电池（Film Solar Cell）热点论文 

 
更新为2014年11月6日 

跨学科 

2013-2014 

热点论文 

学科研究前沿 

研究前沿 

链接到Web of Science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点击热点论文图标了解最近2个月引用情况 

 更新为2014年11月6日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点击研究前沿图标了解该组研究前沿：5篇太阳能电池高被引论文全球前1%  

点击获得5篇太阳能电池高被引论文 

薄膜太阳能电池 、
高效的太阳能电池 

更新为2014年5月15日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点击研究前沿图标了解该组研究前沿：23篇薄膜太阳能电池高被引论文全球前1%  

更新为2014年11月6日 

薄膜太阳能电池 、
高效的太阳能电池 

点击获得23篇薄膜太阳能电池高被引论文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点击链接到Web of Science图标了解该篇热点论文的详细情
况 

基金资助情况 

点击JCR了解该期刊的影响因子 

那些学者引用了该论文？ 

IBM公司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分析那些
基金资助
论文引用
了该论文 

中国自然科学基金、973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中国那些学者的基金论文引用了该论文？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38篇论文
引用了IBM发表的薄膜太阳电池论文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中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
计划（973计划）基金资助
论文引用了IBM发表的薄膜

太阳电池论文的文献 

学科研究前沿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论文引用了IBM发表的薄膜

太阳电池论文的文献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分析那些
研究机构
引用了该

论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新南威尔士大学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2013年太阳能电池 122项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2013年薄膜太阳能电池 4项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学科研究前沿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2014年薄膜太阳能电池 11项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学科研究
前沿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学科前沿——热点论
文 

 

2014年薄膜太阳能电池 3项获
得 

美国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国际基金动态信息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薄
膜
太
阳
能
电
池 

重点项目：生物细胞纳米材料 

全
球
基
金
数
据
库 

国际基金动态信息 

Pivot Funding 



热点论文 

什么是热点论文？ 

热点论文是指与同领域和同时期出版的论文相比，在出

版后很快就得到较高引用的论文。热点论文入选的条件

是出版时间不超过2年，而且是在当前两个月内被引。根

据以上条件，最后每个领域前0.1%的论文得以入选。 

 

用什么标准确定热点论文？  

    如果一篇论文在达到其领域和近两个月内的被引频次界

值就被选作热点论文。在编制出各个领域和时间组的被

引频次分布后，选择在各领域和时间段论文被引计数最

稠密的顶端小部分选定界值，而这一小部分定为抽取论

文的前0.1%。   



基金案例：追踪脑机融合研究前沿——高被引论文 

 

输入：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高被引论文 （Highly Cited Papers） 

最近10年发表的论文，总被引次数与同年度，

同学科发表论文相比排名前1%的论文。 



基金案例：追踪脑机融合研究前沿——高被引论文 

 



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前沿——基金论文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or 
"brain machine interfac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r NSF 



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前沿——基金论文 

 

脑机融合美国科学基金论文 

涉及学科 



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前沿——基金论文 

 

脑机融合美国科学基金论文 



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前沿——基金论文 

 

脑机融合美国科学基金论文 



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前沿——基金论文 

 

基金号（授权号 ）
DGE-0549352  

脑机融合美国科学基金论文 



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前沿——基金论文 

 

脑机融合美国科学基金论文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基金号（授权号 ）DGE-
0549352  



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前沿——基金论文 

 

脑机融合美国科学基金论文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DGE-0549352资助论文   



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前沿——基金论文 

 
《自然》 

脑机融合美国科学基金论文 

神经限制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DGE-0549352资助论文   



追踪跨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研究前沿（Research Fronts）：由汤森路透

（Thomson Reuters）根据共被引分析和聚类算法选出

的学科最新研究前沿，反映现代科学中的研究密集型和

突破性领域，每个研究前沿包含一组高被引论文。 

 



追踪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如何追踪跨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追踪跨学科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点击研究前沿（Research Fronts） 

——了解各学科交叉学科前沿  



追踪跨学科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通过共引分析方法，揭示各个学科当前的研究
前沿，锁定隐含的突破性研究 

追踪跨学科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按照学科浏览列表或者查找聚类中所涉及的词或词组 



如何追踪跨学科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生物燃料间接土地利用变化;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土
地利用状况;温室气体;土地清理 

平均年份 篇均引用 



如何追踪跨学科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生物燃料间接土地利用变化;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土
地利用状况;温室气体;土地清理 

4篇论文期刊跨MULTIDISCIPLINARY、ENVIRONMENT/ECOLOGY、BIOLOGY 
& BIOCHEMISTRY等三个研究领域  



如何追踪跨学科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个别人的流动模式;人才流
动;缩放属性;极限;建模 

70组综合性学科研究前沿 



如何追踪跨学科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个别人的流动模式;人才流动;缩放属性;极限;建模 

3篇论文跨MULTIDISCIPLINARY、PHYSICS 
等两个研究领域  

了解不同人的流动模式 

预测人才流动 

人才流动的建模 

美国东北大学复杂网络研究中心  



如何追踪跨学科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70组综合性学科研究前沿 

钙钛矿型甲胺铅碘薄膜太阳能电池，高效率的无空穴传
输材料的钙钛矿型太阳能电池   

出版年：2014 



如何追踪跨学科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4篇论文跨MULTIDISCIPLINARY、PHYSICS、CHEMISTRY 
等三个研究领域，3篇来自中国学者，其中华中科技大学2篇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实验室清洁能源重点实验室孟庆波研究组  

 钙钛矿型甲胺铅碘薄膜太阳能电池研究获进展 

热点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韩宏伟课题组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青年基金资助下完成的有关全印刷介

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研究的新进展 



如何追踪跨学科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城市生态系统，城市绿地共享组织，保留城市园林，城市环境，城市 

 
 

监测食品，监测食品，全球消费者食品零售环境;监测;食品公司卡路里—减少保证 



如何追踪跨学科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淡水生物多样性保护;淡水保护规划;系统保护规划;人力水源安全;淡水生态区 

 
 

红树林，红树林生态系统，红树林的建立；富碳森林;全球气候变化 

使用FACEBOOK ，社交网站; FACEBOOK的用途， FACEBOOK活动; FACEBOOK用法 



如何追踪跨学科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心理压力，压力，向心性肥胖，饮食习惯，吃 

细颗粒空气污染;颗粒组成;入院;化学成分;紧急情况入住 



如何追踪跨学科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适应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的政策响应;气候变化脆
弱性研究，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气候变化  

海水酸化影响海胆幼体发育，二氧化碳驱使海洋酸化根本上影响幼体成活率;
不久的将来海洋酸化，二氧化碳驱使海洋酸化，二氧化碳致使海洋酸化 

农作物用水生产率最大化; 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模型;农业水分生产率;生物质水
的生产力，减少农业用水 



追踪生物学与生物化学跨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点击研究前沿（Research Fronts） 

——了解各学科交叉学科前沿  



追踪生物学与生物化学跨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通过共引分析方法，揭示各个学科当前的研究
前沿，锁定隐含的突破性研究 

按照学科浏览列表或者查找聚类中所涉及的词或词组 



追踪生物学与生物化学跨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点击了解高被引
论文的相关度 

可以按照篇均论
文被引数排序 

982组生物学与生
物化学研究前沿 

潜在藻类生产生物柴油;可持续藻类
生物燃料生产;生物柴油的生产过程;
生物柴油生产;生产油脂 

3月5日 



追踪生物学与生物化学跨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47篇高被引论文的相关度，篇均被引192.77次 

平均出版年
2010.1 

学科涉及PLANT & ANIMAL SCIENCE、
ENVIRONMENT/ECOLOGY、BIOLOGY & 

BIOCHEMISTRY、ENGINEERING、
MICROBIOLOGY、CHEMISTRY 六个学科 

潜在藻类生产生物柴油;可持续藻类生物燃料生产;生物柴
油的生产过程;生物柴油生产;生产油脂 



追踪生物学与生物化学跨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追踪高密度脂蛋白跨学科前沿 

输入：HIGH-DENSITY LIPOPROTEIN  



追踪生物学与生物化学跨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高密度脂蛋白血管保护作用;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相似的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的功能 



追踪生物学与生物化学跨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高密度脂蛋白血管保护作用;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相似的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的功能 

48篇高被引论文的相关度，篇均被引161.04次 

平均出版年
2011.2 

学科涉及CLINICAL MEDICINE、PHARMACOLOGY 
& TOXICOLOGY、IMMUNOLOGY、MOLECULAR 
BIOLOGY & GENETICS四个学科 



如何追踪经济学与商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追踪经济学与商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点击研究前沿（Research Fronts） 

——了解各学科交叉学科前沿  



追踪经济学与商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通过共引分析方法，揭示各个学科当前的研究
前沿，锁定隐含的突破性研究 

按照学科浏览列表或者查找聚类中所涉及的词或词组 



追踪经济学与商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点击了解高被引
论文的相关度 

能源消费关系；可再生能源消费；能耗高;能
耗;经济增长的关系 

259组经济学与商学
研究前沿 

可以按照篇均论
文被引数排序 

3月5日 



追踪经济学与商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16篇高被引论文的相关度，篇均被引62次 



追踪经济学与商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可再生能源消费；能源消费；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
增长的连结；经济增长 

比较经济的发展；多样性削弱社会凝聚力；广义的信任；
经济发展；遗传多样性 

跨SOCIAL SCIENCES, GENERAL、ECONOMICS & BUSINESS等两个领域  

跨SOCIAL SCIENCES, GENERAL、ECONOMICS & BUSINESS等两个领域  

研究前沿的数据连续记录了分散的研究领域
的发生、汇聚、发展、萎缩、消散和形 成
分支而后组织成为更新的研究活动节点 



追踪经济学与商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空气污染管制;预期寿命;空气污染;我国淮河政策; 545个美国的县市 

按出版年排 

气候变化 



追踪经济学与商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空气污染对寿命的影响 
热点论文 

跨SOCIAL SCIENCES, GENERAL、ECONOMICS & BUSINESS等两个领域  

《美国国家科学院汇刊》 



追踪气候变化前沿——研究前沿 

 

输入：CLIMATE CHANGE 



追踪气候变化前沿——研究前沿 

 

68组气候变化研究前沿 



追踪经济学与商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可持续性转变;技术创新系统;社会技术转换(可持续);城市形
态社会技术转换;创新系统 

全球生产网络;区域技术活力;区域开发;研发网络;技术活力 

跨SOCIAL SCIENCES, GENERAL、ECONOMICS & BUSINESS等两个领域  

跨SOCIAL SCIENCES, GENERAL、ECONOMICS & BUSINESS等两个领域  



追踪经济学与商学学科——研究前沿 

 绿色供应链管理文化，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的实现，可持

续供应链管理，绿色供应链优化，绿色供应链管理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全球供应链风险管理 ， 



如何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如何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点击Research Fronts-了解各学科交叉学科前沿  



如何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按照学科浏览列表或者查找聚类中所涉及的词或词组 



如何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1033组社会科学研究前沿 



 

营养学和家庭科学的跨学科研究生教育
和培训或儿童发展以及相关领域，以防
止儿童肥胖项目 
是由农业部美国农业部（USDA）、
National Institu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NIFA) 粮食和农业研究所
（NIFA）、Agriculture and Food 
Research Initiative (AFRI) 农业和食品
研究计划（AFRI）、Childhood 
Obesity Prevention Challenge Area儿
童肥胖防治领域的挑战等四个基金会资
助，资助总额为$5,000,000USD。该

项目认为食品是肥胖的发展的一个组成
部分，所有申请项目应针对食品消费的
某些方面。申请将优先考虑可持续的干
预措施，并涉及低收入人群资格的
USDA计划项目（如，膨化食品和营养
教育项目，WIC项目）。 

5百万美金 

基金案例：儿童肥胖 



如何追踪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前沿 

 

了解儿童肥胖跨学科研究情况 

 

输入Childhood Obesity 

148篇儿童肥胖高被引论文，2篇热点论文 



追踪儿童肥胖跨学科——研究前沿 

 

儿童肥胖，肥胖，电视内容类型，电视，快餐店广告  

3组有关儿童肥胖研究前沿 

平均出版年 

3月5日 



追踪儿童肥胖跨学科——研究前沿 

 

跨SOCIAL SCIENCES, GENERAL、ECONOMICS & BUSINESS等两个领域  

儿童肥胖，肥胖，电视内容
类型，电视，快餐店广告 



追踪儿童肥胖跨学科——研究前沿 

 

6组有关儿童肥胖研究前沿 

儿童肥胖，肥胖污名，电视食品广告 



追踪儿童肥胖跨学科——研究前沿 

 

儿童肥胖，肥胖污名，电视食品广告 



追踪儿童肥胖跨学科——研究前沿 
• CHILDHOOD OBESITY; OBESITY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GLOBAL OBESITY PANDEMIC; TELEVISION FOOD ADVERTISING; 

FOOD PRICES（20篇）  

• 儿童肥胖，肥胖干预策略，全球肥胖流行病，电视食品广告，食品价格 



如何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临终关怀咨询团队降低医院的成本,临终关怀咨
询项目;早期临终关怀;临终关怀干预;临终关怀 

跨SOCIAL SCIENCES, GENERAL、CLINICAL MEDICINE等两个研究领域  

共识;虚弱的老年人;老年日本人; 脆弱筛选工具(GFST);老年疗养院
里 

跨SOCIAL SCIENCES, GENERAL、CLINICAL MEDICINE、AGRICULTURAL 
SCIENCES等三个研究领域  

减少老年人久坐的时间；成年人久坐的时间；客观地衡量久坐的
时间；成年人久坐行为决定因素；坐不动的时间  

跨SOCIAL SCIENCES, GENERAL、CLINICAL MEDICINE等两个研究领域  



如何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美国心脏协会建议减少钠;膳食钠的摄入,减少全球人口盐摄入
量;膳食盐摄入量,估计24小时尿钠排泄 

乳腺癌幸存者;乳腺癌的诊断;成人癌症幸存者;大肠癌症幸存
者;癌症幸存者 

跨SOCIAL SCIENCES, GENERAL、CLINICAL MEDICINE等两个研究领域  

乳腺癌存活20年;化疗治疗乳腺癌幸存者;乳腺癌;癌症专责小组的建议;癌症 

跨SOCIAL SCIENCES, GENERAL、CLINICAL MEDICINE、
PSYCHIATRY/PSYCHOLOGY等三个研究领域  

跨CLINICAL MEDICINE、NEUROSCIENCE & BEHAVIOR等两个研究领域  



追踪传播学跨学科——研究前沿 

 

政府的社会媒体使用，社交媒体，反腐败工具，政策，挑战  

社交媒体 

社会媒体技术；社会媒体；新闻媒体功能估计；推特情绪；推特权力 

跨：COMPUTER SCIENCE；CLINICAL MEDICINE；PSYCHIATRY/PSYCHOLOGY；SOCIAL 
SCIENCES, GENERAL等四个领域 



追踪传播学跨学科——研究前沿 

 

16篇论文篇均被引27.62 

平均出版年：
2011.2 

社会媒体技术；社会媒体；新闻媒体功能估计；推特情绪；推特权力 

跨：COMPUTER SCIENCE；CLINICAL MEDICINE；PSYCHIATRY/PSYCHOLOGY；SOCIAL 
SCIENCES, GENERAL等四个领域 



反腐败 
(China or Chinese) same  (corruption or corrupt) 

 题目有反腐败的论文 



反腐败(China or Chinese) same  
(corruption or corrupt) 

 
经济学期刊 



反腐败(China or Chinese) same  (corruption or corrupt) 

 

《兰德经济学杂志》  

中国的土地市场拍卖会：腐败证据 



追踪社交网络跨学科——研究前沿 

 
大型社交网络，社交网络，肥胖会传染，肥胖流行，20岁 

人们使用社交网站，在线社交网络站点;大学生的社交体验，
社交媒体使用在线社交网络 



追踪传播学跨学科——研究前沿 

 

互联网社交网络；在线社交网络实验；在线社会网络；社会网络；观察社会网络 

在线消费者评论；在线产品评论；在线评论；在线消费者评论；在线消费者 

2组研究前沿学科涉及社会科学、经济学期刊 



追踪传播学跨学科——研究前沿 

 

科技接受模式；消费者网上购物接受；用户接受；消费者的
网上购买意图；网站质量 



追踪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前沿 

 

知识共享动机；员工知识共享意图；知识分享行为；知识共享；技术接受 

跨：SOCIAL SCIENCES, GENERAL；PSYCHIATRY/PSYCHOLOGY；ECONOMICS 
& BUSINESS；COMPUTER SCIENCE等四个领域 

低技能的移民；移民威胁；移民；移民引发当
地反对；触发公众的反对 



追踪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前沿 

 

产学关系；大学与产业界的联系；正式的知识产权阻碍；反共用假说；大学创业 

跨学科的协作；团队科学；语境；生态学；知识 

2组研究前沿学科涉及社会科学、经济学期刊 



追踪旅游跨学科——研究前沿 

 

在线旅游信息搜索；旅游管理；在线酒店评论；20年；信息技术 

气候变化，旅游业  



追踪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前沿 

 

主观幸福感；寿命评估；情绪健康；人类的幸福；幸福的U形 

风险识别体系；风险识别方法；风险识别；实证性能；分析系统 



追踪法律跨学科——研究前沿 

 

反权利指数；国家问题；公司治理；经济学；法律 

道德统计；自杀；社会学的一个法律  



追踪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前沿 

 
科学计量评价，科学计量方法， 

跨学科研究，科研绩效评估， 



追踪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前沿 

 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选修亲和力，结构，功能 

国际制度的复杂性，全球治理架构，气候变化，政治，破碎 

社会认同，群体认同，社会偏好，政治经济模型 



追踪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前沿 

 
校园欺凌，网络欺凌受害; 欺负的经验，传统的欺凌 

岩画断代，铀系测年，旧石器时代艺术，澳大利亚西部，洞穴 



ESI、Web of Science结合追踪跨学科学科前沿 



如何追踪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前沿 

 

了解城市绿色空间是否是研究热点 

输入GREEN SPACE 



如何追踪社会科学跨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城市绿地;客观测量的绿地空间可达性;绿色空间;绿
色生活环境;城市公共绿地 

3月5日 



如何追踪社会科学跨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10篇论文跨CLINICAL MEDICINE、SOCIAL SCIENCES, GENERAL 
两个研究领域  



如何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绿化影响健康，健康益处，绿地空间，绿地，绿化的生活环境  

  
 



绿色空间前沿——研究前沿 

 

学科涉及医学、社
会科学期刊 



屋顶绿化 （GREEN ROOFS） ——研究前沿 

 

屋顶绿化;建筑能源节约;建筑能耗模拟方案;建筑能效;绿色屋顶模型 

3月5日 



屋顶绿化 （GREEN ROOFS） ——研究前沿 

 

屋顶绿化，建筑节能  



屋顶绿化 （GREEN ROOFS） ——研究前沿 

 



屋顶绿化 （GREEN ROOFS） ——研究前沿 

 

屋顶绿化，绿色屋顶植被，绿色屋顶模型，墙面绿化，
建筑节能模拟程序 

2013年11月 



课题选题实例：屋顶绿化（Roof 
Greening）、墙面绿化（green walls）     

 
"Roof* Green*" or "Green Roof*"   or 

"green* wall*" or "wall* green*" 



课题选题实例：屋顶绿化（Roof 
Greening）、墙面绿化（green walls）     

 • 为使检索得到的文献最大限度的反映屋顶绿化的真实研究状态，提高文

献查全率是必须的工作，因此关键词的选取至关重要。为了克服中英文

翻译上的误差，需要通过直接阅读英文文摘或原文收集相关关键词。该

课题关键词选择“屋顶绿化”、“绿色屋顶”、“生态屋顶”、“屋顶

花园”、“屋顶种植”、“墙面绿化”、“生态墙面”、“墙面种植”

等。 

• 英文关键词检索式(“roof* green*” or “Green* Roof*” or “roof* 

garden*” or “rooftop garden*” or “vegetative roof*” or “livin* 

roof*” or “ecoroof*” or “ecological roof*” or “sod roof*” or “roof* 

plant*” or “green* wall*” or “wall* green*” or “wall* plant*”)输入检

索框，通过主题字段进行检索 



课题选题实例：屋顶绿化（Roof 
Greening）、墙面绿化（green walls） 

“roof* green*” or “Green* Roof*” or 
“roof* garden*” or “rooftop garden*” 
or “vegetative roof*” or “livin* roof*” 
or “ecoroof*” or “ecological roof*” or 

“sod roof*” or “roof* plant*” or 
“green* wall*” or “wall* green*” or 

“wall* plant*”  
 



利用SCI、SSCI、A&HCI进行选题分析 

• 某一方面的研究以前都有什么人用什么方法做过？ 

• 现在人们对这方面的研究有什么最新进展和认识？ 

• 目前同一研究领域，不同的实验室是否用了不同的方法展开研

究，哪种方法更合理？ 

• 该课题的重要文献的全文 

• 该研究领域中的高影响力学者的信息 

• 文献中实验相关的事实性数据 

• 该研究领域中的核心期刊、热点课题 

• 研究成果如何向某种学术期刊投稿发表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分析工具 

点击分析检索结果
图标可以对检索结
果进行分析。您可
以按照多种途径对
记录进行分析，包
括作者、国家、作
者机构、刊名、主
题分类、出版年度、
语种、文献类型等。 

分析工具 



强大的分析功能 - 能够处理100万条记录 

    多层次的限定与精确的检索: 

 发现某研究领域的隐含的发展趋势 

 把握学科领域的最新动态 

 了解某特定课题在不同学科的分布情况 

 获取某学科领域的核心研究人员的信息 

 
15个字段的深入分析： 

 著者 

 出版年 

 研究机构 

 来源期刊 

 学科领域 

 国家与地区  

 文献类型 

 文献语种 

 



Web of Science 的检索结果分析功能 

• 分析功能可以帮助您清晰准确的了解检索到的记录的相关信息。

在本例中您可以通过分析功能了解： 

 

• --发表有关屋顶绿化研究论文最多的作者是谁 

• --发表有关屋顶绿化研究论文最多的国家 

• --发表有关屋顶绿化研究论文最多的机构是哪些 

• --屋顶绿化论文在哪一年发表的最多 

• --屋顶绿化研究论文主要发表在那些杂志上 

• --屋顶绿化研究论文主要涉及了哪些研究领域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利用分析工具了
解高影响力作者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屋顶绿化17篇高被引论文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检索结果分析：作者 

圣犹达儿童医院 

检索结果分析：作者 

高
影
响
力
作
者 香港大学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圣犹达儿童医院  

香港大学 

了
解
竞
争
对
手 

香港大学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检索结果分析：国家与地区分布 

研究
论文
最多
的国
家分
布 

检索结果分析：国家与地区分布 

利用此功能发现中国在该领域: 

– 引领机构, 高产出, 高影响力的作者 
– 经常发表中国作者论文的期刊 
– 与中国学者合作的国家和机构 
– 该课题在中国的发展趋势 
– 等等……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中国学者发表65篇屋顶绿化论文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发表屋顶绿化论文的中国研究机构 

香港大学 

中国科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 

清华大学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中国学者研究屋顶绿化
的国际合作情况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检索结果分析：文献类型 

热点课题：科学新闻、社论、
会议论文、评论、通讯、 

阅读综述 

热点课题：科学新闻、社论、
会议论文、评论、通讯、 

如何准确找到研究领域中
的综述性文献？ 

科学新闻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文献类型：综述 如何准确找到研究领域中的综述性文献？ 

点击学科类别分析发表在城市研
究期刊上的综述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点击全文标
识阅读全文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检索结果分析：基金资助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了解课题基金资助情况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检索分析发现有13篇论文得到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点击论文题目在全记录界面了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点击显示基金资助详细信息   



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2项屋顶绿化课题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病毒学杂志》  

《PLOS 综合版》 

《疫苗》  

《兽医微生物学》  
《英国医学杂志》  

《流行性感冒与其
它呼吸道病毒》    

《普通病毒学杂志》  

《病毒学文献》  

335种期刊发表该课题论文 

《景观建筑》 

《建筑与环境》  

《园艺科学》 

《生态工程》  

《能源与建筑物》 

《园林与城市规划》 

《绿色建筑杂志》  

《园艺技术》   

   



如何向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建筑与环境》期刊投稿?  

 

 

点击引文报告图标
可以对检索结果进
行整体分析。 

点击论文题目在全记录界面了解该期刊的影响因子 

点击引文报告
了解该刊刊登
有关屋顶绿化
年发文情况 



如何向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建筑与环境》期刊投稿? 

 

了解该刊刊登有关屋顶绿化文
章年发文情况，以及平均引用
次数,了解发展趋势 

 

H指数
14 

篇均被引
18.58 



如何向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建筑与环境》期刊投稿? 

 

了解中国学者在该刊发表
屋顶绿化论文年发文情况 



如何向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建筑与环境》期刊投稿? 

 

点击论文题目在全记录界面了解该期刊的影响因子 

了解该期刊的影响因子 



如何向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建筑与环境》期刊投稿? 

 

点击论文题目在全记录界面了解该期刊的影响因子 



如何向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建筑与环境》期刊投稿? 

 

点击论文题目在全记录界面了解该期刊的影响因子 

主副题名 

点击获得影响因子 



进入JCR数据库了解期刊的影响因子？ 

 

文章所在期刊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建筑与环境》在最近5年的影响因子变化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用该期

刊前两年发表论文在当年被引用的次数
除以该期刊前两年发表论文的总数所得
到的值。可以用来评估同一研究领域不
同期刊的相对重要性 



进入JCR数据库了解期刊的影响因子？ 

 

了解出版周期、语种、所

属国家、出版社信息等。 

了解期刊所属学科及其在学
科内的排名 

了解某一学科中的
其它SCI期刊 



进入JCR数据库了解期刊的影响因子？ 

 
结构与建筑技术学科2012年JCR收录57种期刊 

可以按照不同的字段排序 

 

该期刊的影响因子在
所属学科排名第1 位 



 

如何了解期刊的影响因子？ 
了解该期刊在学科中所处的影响因子四分位区间  

影响因子的四分位区间是指将一个
学科领域内所有期刊影响因子大小
顺序排列后，将所有期刊分成四等
份，从而形成四个区间并分别标记

为Q1，Q2，Q3，Q4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检索结果的分析：学科 

•屋顶绿化研究论文主

要涉及了哪些研究领域 

•共涉及119个研究领域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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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选题实例：屋顶绿化 

 

屋顶绿化1966-2015年发文趋势 



如何从整体上把握课题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对现有文献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以发现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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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了解某一研究理论是如何发展和被应用的，
以发现新的研究思路。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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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被
引
论
文 

快速锁定高影
响力的论文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点击引文报告图标
可以对检索结果进
行整体分析评估。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评估该课题的影响力 

屋顶绿化课题引文情
况，了解发展趋势 

H指数:40 

篇均被引10.14次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屋顶绿化课题美国学者发文影响力 

H指数:31 

篇均被引11.18次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屋顶绿化课题中国学者发文影响力 

H指数:11 

篇均被引8.26次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屋顶绿化课题英国学者发文影响力 

H指数:15 

篇均被引14.29次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屋顶绿化课题加拿大学者发文影响力 

H指数:10 

篇均被引9.09次 



屋顶绿化的论文被哪些期刊引用？ 

 

点击查看施引文献，在施引文献结果中点击分析检索结果 
 

《病毒学杂志》 

点
击
查
看
施
引
文
献 



屋顶绿化的论文被哪些期刊引用？ 

 

点击查看施引文献，在施引文献结果中点击分析检索结果 
 

《病毒学杂志》 

您的论文可以向这些引用屋顶绿
化论文的核心期刊投稿 

也可在精炼检索结果点击来源出版物 

《建筑与环境》 



屋顶绿化的论文被哪些高影响力作者引用？ 

 

点击查看施引文献，在施引的论文被哪些高影响力作者引用？文
献结果中点击分析检索结果，也可在精炼检索结果点击作者 

 



屋顶绿化的论文被哪些研究机构引用？ 

 

点击查看施引文献，在施引文献结果中点击分析检索结果，
也可在精炼检索结果点击机构 

 

了解潜在竞争对手 

引用屋顶绿化论文最
多的研究机构 



屋顶绿化的论文被哪些研究国家引用？ 

 

点击查看施引文献，在施引文献结果中点击分析检索结果，
也可在精炼检索结果点击机构 

 

引用屋顶绿化论文最
多的研究机构 

了解潜在竞争对手 

了解潜在竞争对手 



屋顶绿化课题Web of Science平台检索的结
果 

 跨数据库检索 

了解全球研究该课题情况 



屋顶绿化课题Web of Science平台检索的结
果 

 



屋顶绿化课题中国科学引文索引检索结果 

 

"屋顶绿化" or “绿色屋顶" or “生态屋顶
" or “屋顶花园" or "屋顶种植" or “墙面

绿化"or “生态墙面"or “墙面种植" 



屋顶绿化课题中国科学引文索引检索结果 

 

了解中国学者发表中文
高水平论文情况 



屋顶绿化课题中国科学引文索引检索结果 

 

屋顶绿化课题选择
中文核心期刊投稿 



了解中国学者发表屋顶绿化高水平论文的参考文献 

 



了解中国学者发表屋顶绿化高水平论文的参考文献 

 

点击引用的参考文献  



了解中国学者发表屋顶绿化高水平论文的参考文献 

 

该论文的主要文献来
自国外学者的论文 



了解中国学者发表屋顶绿化高水平论文的参考文献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城市
规划与设计学院  



了解中国学者发表屋顶绿化高水平论文的参考文献 

 



中国城市化（ China Urbanize） ——研究前沿 

中国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中国废除;中国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 China Urbanize） ——研究前沿 

 



中国城市化（ China Urbanize） ——研究前沿 

 

中国户籍制度，中国废除，中国城市化，中国快速城市化  

2013年1月 



中国城市化（ China Urbanize） ——研究前沿 

 

中国快速城市化  



追踪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 研究前沿采用独特的视角来审视学科领域：用以了解新的突破可能出现

的领域以及科学家之间的非正式交流的关系 

 

• 学科分类精确到学科或者期刊，而不是具体到单篇文章 

 

• 研究前沿是一组高被引论文，是通过聚类分析而定义的核心论文。 

 

• 通过测量高被引论文之间的相关度而形成聚类。测度的方式是一对被统

计论文的共被引次数。聚类的形成是通过按照特定的共引基线将论文分

组而定义的 

 

• 聚类的命名基于半自动化的词频处理过程而形成。 



材料科学研究前沿 

 

ESI中基于研究前沿数据的全局科学关系图 

材料科
学以纳
米科学
前沿为
中心，
纳米科
学是沟
通物理
与化学
之间的
桥梁，
月生物
学的联
系较弱 



材料科学研究前沿 

 

ESI中基于研究前沿数据的纳米科学关系图 



2014年研究前沿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前100个探索领域 

 



2013年研究前沿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前100个探索领域 

 



2014年研究前沿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前100个探索领域 

 



2013年研究前沿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前100个探索领域 

 



2014年研究前沿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前100个探索领域 

 



2013年研究前沿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前100个探索领域 

 



       ESI研究前沿的数据揭示从事相关的科研

探索的研究人员间的联系，即使从这些研究
人员的背景，可能看不出他们属于同一个
“无形学院”。 
      研究前沿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
揭示科学研究的脉络。 
      研究前沿的分析不依赖于对文献的人工标

引和分类，而是基于研究人员在相互引用中
形成的知识之间和人之间的联络。 
       研究前沿的数据连续记录了分散的研究
领域的发生、汇聚、发展、萎缩、消散和形 
成分支而后组织成为更新的研究活动节点。 



感谢      大家的辛勤工作 

            希望     各位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表论文 

                          

     祝愿    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问题？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