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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引文，百年科学 
 •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更远，是因为

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伊萨克•牛顿  

• 据Web of Science收录数据显示：目前被引用次数

最高的前50篇文献，其中60%发表于20年前， 25%

发表于40年前。可以看到，虽然这些文献的发表时

间比较久远，但依旧是每个领域中非常具有影响力的

基础文献，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科学研究的延续性

和生长性。这也是引文索引的重要之处，可以跟踪某

一课题产生的基础文献，同时掌握最新进展。回溯的

年代越深，引文索引对研究思路形成的帮助就越大。 



百年引文，百年科学 
 

 1951年 

被引用次数最高的前50篇文献，其中
60%发表于20年前， 25%发表于40年前 



百年引文，百年科学 

 
1958年 

1959年 
被引用次数最高的前50篇文献，其中60%发表

于20年前， 25%发表于4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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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webofscience.com/ 

 

百年引文，百年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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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的发表过程 

 

 

 

 

“科学研究的过程同时也是科学信息积累与交流的过程”  

 

知识是积累性的，人类历史上每
一次突破性的重大发现在很大程
度上都是前人研究成果的继续延
伸。 ——引自Yale Bulletin and Calendar 

2000年29 (34)卷  



“一流的科研需要一流的学术信息” “科学研究的过程同时
也是科学信息积累与交流的过程”  

 

 

 

信息检索、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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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sis of Amino Acids 

1JACS 1995  

2JOC 1987 

Synthesis of Amino Acids 

问题？创意？ 实验、计算。。。 

发表：口头报告、论文、
专利。。。 

1JACS 1995 

2JOC 1987 

Synthesis of Amino Ac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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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sis of Amino Acids 

新的问题？发展、延伸
。。。 

同行评价、引用
、应用。。。 



希尔伯：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问题，它就充满着生命； 

而问题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衰亡或终止。 

 

贝尔纳：课题的形成和选择，无论作为外部的经济要求，抑或 

作为科学本身的要求，都是研究工作中最复杂的一个阶段。一般 

来说，提出课题比解决课题更困难。 

 

爱因斯坦：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深刻把握一个研究领域的总体画面。透过整体的把握非常清楚该

领域研究中有哪些缺失环节、研究中的相互矛盾之处；目前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假说或理论或方法推动该领域研究的进
一步前进，对提出的方案是否有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来论证
或实现。 



       “科学的繁荣发展需要很多条件，但是在众多的条件中，

科学家本人对本学科发展历史的了解、与同行的有效学

术沟通显得尤其重要，阅读科学文献正是帮助科学家达

到这些目的的最好途径。” 

                                         ——乔舒亚•莱德伯格 

                (Joshua Lederberg,PhD,) 

               195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NSF的抽样统计科学家化在文献阅读思考上的时间约占60%的比例。

（一半时间做实验，一般时间看文献） 

 



 研究工作中这样承前启后的例子不胜枚举  

 1609年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总结出支配行

星运动开普勒三定律： 

• 承前-对第谷20多年观测积累的有关行星运行的大量数据的分析、整理的结

果 

• 启后-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打下了基础 

• 1997年明星多利克隆羊诞生： 

• 承前-通过动物核移植克隆个体设想的源头，来自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得主汉斯•施佩曼（Hans Spemann，1869－1961）。两者间隔60多年，

历经两栖类、鱼类等低等动物的克隆研究，再过渡到鼠、兔等高等哺乳动物

的克隆研究，几十年的经验与理论积累，为多利羊的诞生扫平了道路。 

• 启后-克隆研究还在继续，或许会有新的奇迹诞生。  



研究工作中这样承前启后的例子不胜枚举 

• 2004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弗兰克•威尔切克(Frank Wilczek, 

1951-)获奖后坦言“很明显地，渐进自由理论正等着让人发现，

即使我们没有发现它，物理的进展也不会延缓太久。” 

•   

• 他的言外之意：前人工作积累已经到了一个新理论呼之欲出的

阶段，谁更善于把握、理解已有的知识积累，谁就会在前人基

础上向前跨出一大步。 

• 横亘古今，如此薪火相传的科学故事在各学科中俯拾皆是。每

一个进入学术研究殿堂的人，都会成为传递人类智慧火种的发

现者，人类发现的脚步从没有停歇过。  



渐进自由（ASYMPTOTICALLY FREE GAUGE THEORIES )2004年诺贝尔物理奖 

 

DAVID J GROSS 

格罗斯 

H.DAVID 

POLITZER 

波利策 

FRANK WILCZEK 

威尔切克 

威尔切克感言：「很明显地，渐进自由正等着让人发现，
即使我们没有发现它，物理的进展也不会延缓太久。」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  

 

杨振宁规范场论、费曼图、贝塔函数演算 

知识是积累性的，每一个突破性的重大发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
前人的发现。 
 

弗雷德里克·劳伦斯·赫梅丝教授  



选题实例：禽流感 
 “Avian influenza" or "bird* flu" 

 

“Avian influenza" or "bird* flu" or "bird* 
influenza" or H5N1 or H5N2 or H7N2 or 

H7N3 or H7N7 or H9N2 or H10N7 or 
H7N9 

可感染人的主要禽流感病毒： H5N1、
H5N2 、H7N2、H7N3 、H7N7、

H9N2、H10N7 、H7N9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禽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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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学
新
闻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禽流感 

 

热点课题：科学新闻、社论、
会议论文、评论、通讯、 

检索结果分析：文献类型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禽流感 

 
禽流感课题引文情况，

了解发展趋势 
H指数:151 

篇均被引16.47次 

2004-2014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禽流感 

 禽流感检索结果的分析：出版年 

禽流感检索结果的分析：出版年 1908年
就有文
献报道
禽流感 

1908年 

“Avian 
influenza" or 

"bird* flu"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禽流感 

 

禽流感检索结果的分析：出版年 

了解该课题研究动向 

Marchoux E 
Culture in vitro of the virus 
of the avian influenza. 
COMPTES RENDUS HEBDOMADAIRES DES 
SEANCES DE L ACADEMIE DES SCIENCES 
147: 357-359 1908  
Times Cited: 5  

 

一个世纪科学的进化尽在连接之中 

百年引文，百年科学 
 

http://wos.isiknowledge.com/?SID=Z4INgLGJ9551DPJiiHJ&Func=Abstract&doc=17/1
http://wos.isiknowledge.com/?SID=Z4INgLGJ9551DPJiiHJ&Func=Abstract&doc=17/1
http://wos.isiknowledge.com/CIW.cgi?SID=Z4INgLGJ9551DPJiiHJ&Func=DispCitingRec&doc=17/1&isickref=1476189&&pre_set_doc=17/1


一个世纪科学的进化尽在连接之中 
 

 



课题选题实例：禽流感 

 

禽流感1908-2013年发文趋势 

“Avian influenza" or 
"bird* flu" 



课题选题实例：禽流感 

 

了
解
竞
争
对
手 

在禽流感领域中比较突出的研究
机构有：香港大学、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中国科学院、美国农业
部农业研究服务署 、美国圣犹大
儿童研究医院 等等… 

香港大学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服务署  
中国科学院 

美国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禽流感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了解课题基金资助情况 



课题选题实例：猪流感(Swine 
influenza)  

 Swine flu or Swine same influenza or Pigs 
same influenza or Pigs flu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实验室用电子显微镜摄出的基因重组了的
H1N1流感病毒图像。该病毒直径为80-120纳米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H1N1_influenza_virus.jpg


课题选题实例：猪流感 
Swine flu or Swine same influenza or 

Pigs same influenza or Pigs flu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猪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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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方向、基金资助
机构、出版年度、
语种、文献类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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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工具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猪流感 

 

高被引论文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猪流感 

 

检索结果分析：基金资助 

了解课题基金资助情况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猪流感 
猪流感检索结果分析：基金资助 

检索分析发现有80篇论文得到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点击分析检索结果
了解基金资助机构 基金资助发文的学科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猪流感 
猪流感检索结果分析：基金资助 

检索分析发现有80篇论文得到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竞争对手：国家基金资助机构 

中国科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
流行病研究所 

中山大学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农业科学院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猪流感 

 

检索结果分析：机构 

高
影
响
力
作
者 

圣犹达儿童医院 

了
解
竞
争
对
手 

圣犹达儿童医院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明尼苏达大学 

香港大学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猪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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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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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课题：科学新闻、社论、
会议论文、评论、通讯、 

科学新闻 

阅读综述 

如何准确找到研究领域中
的综述性文献？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猪流感 

 
1028种期刊发表该课题论文 《病毒学杂志》  

《PLOS 综合版》 

《疫苗》  

《兽医微生物学》  

《流行性感冒与其
它呼吸道病毒》    

《普通病毒学杂志》  

《英国医学杂志》  

《病毒学文献》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猪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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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流感 

 

猪流感1931-2014年发文趋势 



猪流感检索结果的分析：出版年 

 

1931年
就有文
献报道
猪流感 



猪流感 1931年论文2014年还被5篇SCI论文引用 

 



猪流感 1931年论文2014年还被5篇SCI论文引用 

 

4篇中文论文引用
1931年猪流感 论文 

2015年 

2009年以
后开始引用 

一些重大的
科学发现和
成果没有被
当时科学共
同体的其他
成员所接受
而受到忽视；
多年后，这
些成果才被
人们重新发
现。这种现
象被称为

“迟滞承认”
或“延迟承
认”。 

科学睡美人 



4篇来自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的中文论文引用猪流感 1931年论文 

 4篇中文论文引用
1931年猪流感 论文 



猪流感 1931年论文2014年还被5篇SCI论文引用 

 

中国学者引用了
1931年猪流感 论文 



中国农业大学的学者引用了1931年猪流感论文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学者引用了
1931年猪流感 论文 

 



猪流感 1931年论文2014年还被5篇SCI论文引用 

 

4篇中文论文引用
1931年猪流感 论文 

2015年 

2009年以
后开始引用 

一些重大的
科学发现和
成果没有被
当时科学共
同体的其他
成员所接受
而受到忽视；
多年后，这
些成果才被
人们重新发
现。这种现
象被称为

“迟滞承认”
或“延迟承
认”。 

科学睡美人 



论文“睡美人”现象 
• 睡美人的故事是格林童话中最美的故事。美丽的公主因女巫的咒语而

昏睡不醒， 成了睡美人。整整一百年后， 英俊的王子路过睡美人的

城堡，一位老大爷向他讲述了睡美人的故事。于是， 王子进入城堡， 

找到了沉睡着的美丽公主， 用他的吻唤醒了睡美人。其实， 在童话

之外的现实世界中， 也存在类似睡美人的现象。 

• 论文在短期内被很多人引用，但有时时候也不尽然，有的论文被引用

的次数很少，有的甚至“零引用”。 

• 还有一种现象，一篇论文在发表初期，甚至在发表后几年、几十年都

引用者寥寥，但之后被引用数量“大爆发”，成为被引用大户。这样

的论文，就叫做“睡美人”论文，这些论文就像沉睡的公主一样，一

旦被唤醒，就不断散发着她诱人的气息。对于这个现象，还有一种更

专业的说法叫做“延迟承认”（Delayed Recognition）。俗话说，

书中自有“颜如玉”，论文中也有“睡美人”。 

 

 



科学中的睡美人（sleeping beauties） 
 

• 荷兰莱顿大学（Leiden Univ）科学技术研究中心（Ctr Sci & 

Technol Studies ）的A .van Raan 教授2004 年发表了一篇论文

， 题目是“科学中的睡美人” 。在这篇论文中他称科学中的迟滞

承认为科学中的睡美人（Sleeping Beauties in Science）现象，

借用睡美人童话把发表后很少引用但若干年后被引却迅速上升的

特殊引文现象命名为“睡美人”（sleeping Beauty）。 



科学中的睡美人（sleeping beauties） 

 

借用睡美人童话把发表后很少引
用但若干年后被引却迅速上升的
特殊引文现象命名为“睡美人”
（sleeping Beauty） 

明确某些发表后很少被引用（ “沉睡”） 的论
文（ “公主”） 一直要等到被某篇论文（ “王
子”） 引用（“亲吻”） 后才会被大量引用
（“苏醒”），并提出了定量标准———“沉
睡”期年均被引≤2，“苏醒”后四年内总被引
＞20。 



SCI的发明人Eugene Garfield 博士 

• 荷兰莱顿大学科学家van Raan 并不

是第一个研究科学中迟滞承认现象的

学者，他只是给迟滞承认起了一个形

象而优雅的名字。早在1969 年, 美国

著名情报学家E .Garfield 就为孟德尔

遗传定律的生不逢时和迟滞承认发出
感慨:如果100 年前我们就有“科学

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 , 孟德尔的工作还会被忽视吗？ 

    



迟滞承认的神话 

 
Garfield 关于迟滞承认的研
究从上世纪70 年代一直延续
到现在。2004 年, 他与比利
时鲁汶大学的W.Glänzel 合
作发表论文“迟滞承认的神
话” 。这篇论文从SCI 数据
库收录的1980 年发表的45 
万篇论文中找到4 篇迟滞承
认的论文。这些论文发表后
多年无人理睬, 突然从某一时
刻起收到大量的引文。 



睡美人论文: 超弦理论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理
论物理实验室 

《物理学快报，B辑》 



睡美人论文：超弦理论 

 

1986年发表，从发表的当年到
1994年一直未被引用，直到1995
年一篇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的
论文，才第一次引用了这篇长久以
来无人问津的论文 



Romans睡美人与Polchinski王子的童
话 

 

《物理评论快报》 

第一篇引用“睡美人”论文的“王子”
作者是Polchinski, J也是加州大学圣

巴巴拉分校理论物理实验室，将
Romans睡美人论文给Polchinski的
是Polchinski的同事A.Stominger. 
Stominger就是告诉“王子”睡美人

的故事，并为王子指引城堡的引路
人。 



睡美人沉睡与唤醒的必然性 
———超弦理论的两次革命 

• 超弦理论发展史上有两次革命, 第一次发生在1984 -1986 年, 第二

次始于1995 年。Romans 睡美人发表于第一次超弦理论革命末期

, 沉睡于两次超弦理论革命之间, 唤醒于第二次革命的开端。 

• 唤醒睡美人的王子论文的作者 Polchinski, J 1995 年起他的引文

曲线大幅攀升, 开始了论文被高频引用的时期, 显示了他在第二次

超弦革命中的重要地位。Polchinski 是弦理论界最富独创能力的

人之一, 他的D 膜理论是M 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的王子论文是

第二次弦理论的重要文献。 

• 睡美人入睡于第一次超弦理论革命的黄昏, 唤醒于超弦理论第二次

革命的清晨。 



论文“睡美人”现象 

 

Braun、Glanzel和Schubert 把
“王子”设定为“公主”沉睡后
第一次引用、被引次数相对较高、
与“公主”共同被引达到一定次
数的论文，依此标准，他们发现
有些“公主”先后被多位“王子”
亲吻，也发现存在一位“王子”
同时亲吻多位“公主”的现象 



论文“睡美人”现象 

 

浙江大学李江和叶鹰合作发现高
品质论文中存在“公主”、“纺
锤”、“王子”同时出现的“全
要素睡美人”( all-elements-
sleeping-beauty) 

这些研究均揭示出“睡美人”
论文往往是具有原创性发现
当时却未被认识、而沉寂若
干年后终被学界肯定的重要
文献 



“睡美人”文献：生存分析（ Kaplan-Meier
） 

• 2014年10月30日出版的《自然》杂志讨论了史上被引次数最高

的100篇文献。列在第11位的是美国统计学家Edward Kaplan和

Paul Meier发表于1958年第53卷《美国统计学会会刊》（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上的论文，这是一篇典型的“睡美人”文献。 

• 发表后几乎没有什么人去引用，直到的20世纪70年代，由于计算

机能力的增强，使得该文介绍的方法——Kaplan-Meier方法—

—连非专家都能掌握了。该方法简洁、易于使用，故引用者众。 



生存分析（ Kaplan-Meier） “睡美人”文献 

 

点击被
引频次 《美国统计学会会刊》 



生存分析（ Kaplan-Meier） “睡美人”文献 

 
点击了解详细被引情况 



生存分析（ Kaplan-Meier） “睡美人”文献 

 



338篇高被引论文引用生存分析（ Kaplan-
Meier） “睡美人”文献 

 



中国学者发表的高被引论文引用生存分析（ 
Kaplan-Meier） “睡美人”文献 

 



热点论文引用生存分析（ Kaplan-Meier） 
“睡美人”文献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90篇中文论文引用
生存分析（ Kaplan-Meier） “睡美人”文献 

 



生存分析（ Kaplan-Meier） “睡美人”文献 

 

80年代才大量引用 

被引论文出版年分析 



生存分析（ Kaplan-Meier） “睡美人”文
献 

 

引用国际用地区 中国学者引用机构 



中山大学42篇论文引用 
生存分析（ Kaplan-Meier） “睡美人”文

献 

 

点击情况名称了解影响因子、
JCR区间 



中山大学42篇论文引用 
生存分析（ Kaplan-Meier） “睡美人”文

献 

 



“睡美人”论文：A remnant of chiral symmetry on the 
lattice 

 

《物理学评论D辑》  



“睡美人”论文：A remnant of chiral symmetry on the 
lattice 

 

716篇论文引用
该论文 



“睡美人”论文：A remnant of chiral symmetry on the 
lattice 

 

6篇高被引论文
引用该论文 



“睡美人”论文：A remnant of chiral symmetry on the 

lattice  

 



“睡美人”论文： Molecular Charmonium New 
Spectroscopy 

 

《物理评论快报》  

1977年 



“睡美人”论文： Molecular Charmonium New 
Spectroscopy 

 



“睡美人”论文： Molecular Charmonium New 
Spectroscopy 

 



百年引文，百年科学 
 • 爱因斯坦论文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他的研究范围：爱因斯坦的研究领域是

理论物理学，我们惊奇地发现许多引文来自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科学
。这表明爱因斯坦著作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他的研究领域，但是这也显示
出相当一部分引用爱因斯坦著作的原因是该作品社会学重要性及在历史

上的重要性。  

• 爱因斯坦论文 

• Einstein, A., The Electrodynamic moving body . Annalen der 
Physik, 1905. 17 (10): p. 891-921. 

• Einstein, A., Is the inertia of a body dependent on its energy 
content? Annalen Der Physik, 1905. 18 (13): p. 639-641 

• 3. Einstein, A., The motion of elements suspended in static liquids 
as claimed in the molecular kinetic theory of hea t. Annalen der 
Physik, 1905. 17 (8): p. 549-560 

• 4. Einstein, A., Generation and conversion of light with regard to a 
heuristic point of view. Annalen der Physik, 1905. 17 (6): p. 132-
148. 

• Einstein, A., Quantum theory of radiation. Physikalische Zeitschrift, 
1917. 18: p. 121-128 



爱因斯坦论文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他的研究范围 

 



爱因斯坦论文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他的研究范围 

 



爱因斯坦论文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他的研究范围 

 



爱因斯坦论文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他的研究范围 

 

教育学 



爱因斯坦论文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他的研究范围 

 

百年引文，百年科学 
 



2014年326篇论文引用了爱因斯坦1905年论
文 

 



2014年34篇中国学者论文引用了爱因斯坦1905年论
文 

 



清华大学3篇论文引用了爱因斯坦1905年论文 

 



清华大学3篇论文引用了爱因斯坦1905年论文 

 

点击参考文献了解
详细引用文献 



清华大学3篇论文引用了爱因斯坦1905年论文 

 

经典文献对科研过程的启示 



如何了解经典文献？ 

 

1900-1930 



如何了解经典文献？ 

 选择被引论文排序 



经典文献：磷的比色测定 
1925年《生物化学杂志》 

 

点击了解详
细引用情况 



经典文献：磷的比色测定 
1925年《生物化学杂志》 

 

从1925年发表到2015年
研究被引22773次 



经典文献：磷的比色测定 
1925年《生物化学杂志》 

 

2015年有38篇论文引用
了1925年发表在《生物
化学杂志》的论文 



2015年2位中国学者引用 
1925年《生物化学杂志》的论文 

 



如何了解经典文献？ 

 选择被引论文排序 



经典文献：计算杀虫剂的有效性方法 

 

《经济昆虫学杂志》  

点击了解详
细引用情况 



经典文献：计算杀虫剂的有效性方法 

 分析引用出版年 



经典文献：计算杀虫剂的有效性方法 

 



经典文献：计算杀虫剂的有效性方法 

 
高被引论文 



如何了解社会科学经典文献？ 

 



如何了解社会科学经典文献？ 

 

被引用次数最高的前10篇
论文均发表于20年前 



经济学经典文献 

 

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Kahneman 
D 

2002 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经典文献 

 

        2002诺贝尔经济学家Kahneman D高被引论文：主-副题名 

前景理论 -对风险条件下决策的分析 

2014年被引943次 

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Kahneman 
D 

2002 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经典文献 

 

407篇中文论文引用了该论文 



经济学经典文献 

 

85篇经济学高被引论文
引用该论文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407篇中文论文引用

“前景理论”经典文献 

 



521篇中国学者发表的经济学论文引用了该论文 

 



521篇中国学者发表的经济学论文引用了该论文 

 

中国学者每年引用该论文的详细情况 



经济学经典文献 

 



结束语 

• 任何科学研究的发展都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来进行的，科学的

发展就像是一株不断生长的参天大树，无论怎样的枝繁叶茂都需

要从最初的树干不断的汲取养分。任何想在科学研究中确的突破

性成果的研究人员，都不能忽视对以往科学成果的研究与分析。

SCI、SSCI数据回溯至1900年，能更有效地对某一个课题的历史

进行研究，并能够更加准确的分析该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对其前

景进行预测。 

• SCI 、SSCI的产生和发展是科学发展历史中的必然结果，它揭示

出了科学研究的传承联系，学科间的研究进程与跨学科研究的应

用趋势，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的了解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帮助

我们更好的确定研究方向，获得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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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