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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2

概念

•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 地址检索和作者检索

Web of 
Science

• 影响因子

• Q 分区

• 影响因子利弊
JCR



一、概念

文献

       记录有知识的载体
            国标 文献著录总则 GB3792.1-83
            图书、期刊、报纸、会议录、专利等
            音频、视频、甲骨、竹简、绢帛等载体

文献的外部特征

      题名、著者、刊名、书名等

文献的内部特征

      主题词、分类号、特征词等



文献的三大规律

• 文献增长与老化

   指数增长，普赖斯（D.Price ）曲线，以年代为横坐标，以文献量

为纵坐标, 把各不同年代的文献量在坐标系中逐点描绘出来，通过平滑
方法所得出的一条曲线。它近似地表征了科学文献随时间增长的规律，
即科学文献量的增长与时间成指数函数关系绘制出文献的指数增长曲线

    文献半衰期

   文献的 “ 半衰期” ，是指某学科 ( 专业)现时尚在利用的全部

文献中较新的一半是在多长一段时间内发表的。这与该学科一半文献失
效所经历的时间大体相当。被新的理论、方法、技术所替代或纠偏。
例：数字化根尖手术导板的体外研究、基于人工智能的牙菌斑识别系统的建立

• 洛特卡定律   著者与其发表论文数量分布规律

   研究生和导师 1篇60%，2篇的60%*1/4，3篇的60%*1/9



文献的三大规律

• 布拉德福定律  

    文献集中和分散定律，核心期刊。

     文献在期刊中的分布是有规律的，少量期刊集中了大量某

学科文献，而其他期刊则很少出现该学科文献。 他将期刊按刊

载学科论文的数量排序，划分出对学科最有贡献的核心区和随后

的若干区。

      核心期刊

      经典文献



• 2020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口腔核心刊 5种：

              中华口腔医学杂志(学会)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川大）

              实用口腔医学杂志（四军医）

              口腔医学研究（武大）

              上海口腔医学杂志（上交大）

• 2021 SCIE中  DENTISTRY, ORAL SURGERY & MEDICINE

               92种

一、概念



朱世琴，蒋辛未，基于 CSSCI 的人文社科期刊文献老化风险率研究.  情报学报 2017, 36(10): 1031-1037

一、概念



l基本检索、高级检索

l被引用文献检索

l地址检索、作者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二、Web of Science



二、Web of Science



二、Web of Science

地址

地址



l 数据库概况

二、Web of Science

•   1997年，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开发研制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 ），汤森路透科技

集团（Thomson Reuters）的产品。

•   对被引参考文献、作者、 作者所属机构信息进行加工、索引,揭示

科技文献之间的内在逻辑与联系，反映文献之间引用与被引用的关系。   

•   与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被称为世界著名的三大科

技文献检索系统。

•   Firefox 20（推荐使用：是目前工作最稳定的浏览器）

下载网址：http://www.firefox.com.cn/ 

  •  Google Chrome 26（完全支持）

下载网址：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chrome/browser/

http://www.firefox.com.cn/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chrome/browser/


二、Web of Science

l 我们购买了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2001-present （SCI, 科学引

文索引）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2001-present （SSCI, 社会科

学引文索引）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2003-Present（会议论

文引文索引）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1975-Present (艺术与人文引

文索引)

以及另外四个子数据库



二、Web of Science

    例1: 在用光固化机质量控制指南

光固化机

质量控制

指南

在用

哪种？

哪个或几个指标？

有没有主题词？

分析题目、提取检索词

字面组配 OR 概念组配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在用/光/固化机/质量/控制/指南



编写检索式 (检索词 + 运算符 +检索字段)
u 截词符

  
符号 说明 示例 示 例

 * 零个或多个字符 gene* gene, genetics, generation
$ 零或一个字符 Colo$r Color, colour
？ 只代表一个字符 en?oblast entoblast, endoblast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u 运算符

符号 说明 示 例

AND 检索包含所有关键词的数据

OR 检索数据中至少含有一个所给关键词，
用于检索同义词或者不同的表达方式

NOT 排除含有某一特定关键词的数据

“ ” 精确短语检索(半角) “light cure unit”

NEAR/x 所连接的 2 个词之间词语数量小于等于
x，默认15

radiant NEAR/1 exitance

SAME 只在地址字段中进行检索，要求两个词
在同一地址字段(WEB OF SCIENCE)

Peking univ* SAME stom*

二、Web of Science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u 布尔逻辑运算符及优先顺序

✓ NEAR/x
✓ SAME
✓ NOT
✓ AND
✓ OR
使用括号可以改写算符运算优先级

通过编辑检索史，可进入高级检索式，做多个检索式的逻辑组配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u检索字段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二、Web of Science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u检索字段
                        PUBMED 数据库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二、Web of Science

l 基本检索
    例1: 在用光固化机质量控制指南

• 光固化机

      石英钨卤素灯光固化机，发光二极管（LED）光固化机

      光固化灯

      powered polymerization activators (ISO标准) 

      light cure unit (通用) 

      Light Curing Unit（浏览文献见到的）

      Light Curing Units（浏览文献见到的）

      Visible Light Curing Devices (另一种)

      light curing machine（浏览文献见到的）

      Curing Lights, Dental(固化灯, 牙科)主题词 （MESH）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 辐照度 OR 辐射度

      radiant exitance, irradiance

• 温度 temperature

• 指南

     clinical protocol, guideline，consensus

二、Web of Science

l 基本检索
    例1: 在用光固化机质量控制指南



二、Web of Science

第一组检索词：光固化机

我们试一下“基本检索”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第二组检索词：辐射度或辐照度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第三组检索词：温度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例1: 在用光固化机质量控制指南

检索历史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例1: 在用光固化机质量控制指南

通过编辑，进入高级检索式，做多个检索式的逻辑组配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高级检索式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例1: 在用光固化机质量控制指南



二、Web of Science
例1: 在用光固化机质量控制指南

可以逐篇浏览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u精读10-30篇

u泛读 50-200篇

u综述 3-5篇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例1 

        侧重查准率，词组 “  ”

       光固化机 AND 辐射度 AND 温度  

         

      

检索式只为教学演示之用，实际应用中要进一步优化改进完善。



二、Web of Science

例2: 人脂肪间充质干细胞促进骨生成

Human adipose-derived stem cells

  hASCs

Tissue-engineered bone

bone tissue enginnered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AND
OR



例2: 人脂肪间充质干细胞促进骨生成

二、Web of Science

哪些是 SCI 论文？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例2: 人脂肪间充质干细胞促进骨生成

哪些是 SCI 论文？



二、Web of Science
例2: 人脂肪间充质干细胞促进骨生成

高被引论文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如何过滤、精炼？



二、Web of Science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1.高被引论文

添加到标记结果列表

如何过滤、精炼？



二、Web of Science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2.综述、核心合集

添加到标记结果列表

如何过滤、精炼？



二、Web of Science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3.相关性
或

日期

添加到标记结果列表

如何过滤、精炼？



二、Web of Science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如何过滤、精炼？



二、Web of Science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研究者

机构或实验室

近几年发展趋势

期刊

国家

无法确定检索词

分析检索结果



二、Web of Science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分析检索结果



二、Web of Science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4.作者

分析检索结果



二、Web of Science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继续添加到标记结果列表
分析检索结果



二、Web of Science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分析检索结果

除作者外，继续从研究方向、所属机构进一步筛选文献，并添加到标记结果列表



二、Web of Science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打开标记结果列表，选择文
献，并导出

1.高被引论文

2.综述、核心合集（SCI）

3.密切相关论文

4.最新论文、被引频次

5.核心作者

6.机构、研究院所



二、Web of Science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例: 人脂肪间充质干细胞促进骨生成

参考文献管理软件

NoteExpress

Endnote



二、Web of Science
例: 人脂肪间充质干细胞促进骨生成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例: 人脂肪间充质干细胞促进骨生成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例: 人脂肪间充质干细胞促进骨生成



二、Web of Science

例: 人脂肪间充质干细胞促进骨生成

通过排序，找到被引频次高的、使用次数多的、发表日期新的......

通过精炼，找到高被引论文、REVIEW、基金资助机构......

通过数据库，找到SCI论文......

修订检索式，增加检索词，多个检索式的逻辑组配等，进一步限制……

通过分析检索结果，找到核心作者、研究机构......

过滤、精炼文献，导出至文献管理软件或文件夹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 文献

• 可获得的文献资源有哪些

• 院外如何访问
概念

•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 地址检索和作者检索

Web of 
Science

• 影响因子

• Q 分区

• 影响因子利弊
JCR



二、Web of Science

题目: The nanoscale geometry of TiO2 nanotubes influences                        

the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of human adipose-derived stem cells 

by modulating H3K4 trimethylation

作者: Liu, Yunsong

出处: BIOMATERIALS 2015, V. 39: 193-205

DOI：10.1016/j.biomaterials.2014.11.002

WOS:000347760600021

PMID: 25468371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uWOS:000347760600021 

uPMID: 25468371 

uProQuest  ID：1634272702

uDOI：10.1016/j.biomaterials.2014.11.002

                    

二、Web of Science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可选字段：

被引DOI、被引年份、被引卷、被引期、被引页

被引作者、被引标题、被引著作

推荐数字

DOI、年、卷、期、页



• 文献

• 可获得的文献资源有哪些

• 院外如何访问
概念

•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 地址检索和作者检索

Web of 
Science

• 影响因子

• Q 分区

• 影响因子利弊
JCR



机构检索 （所有数据库中，都可选“地址”字段）

二、Web of Science
地址检索

例：我院发表的论文

peking univ* SAME stom* 



机构检索 （WOS 核心合集，仍然选“地址”字段）

二、Web of Science
地址检索

例：我院发表的论文

peking univ* SAME stom* 



地址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pek* univ* OR beij* univ*) SAME stom* SAME 100081

例：我院发表的论文



二、Web of Science
地址检索

例：我院发表的论文



地址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例：我院发表的SCI论文



二、Web of Science
地址检索

例：我院发表的SCI论文



例：周彦恒 （本院）

二、Web of Science
作者检索

zhou, yanheng
zhou, yan-heng
yan heng zhou
yan-heng zhou
yh zhou
y.h. zhou

作者



例：周彦恒 （本院）

二、Web of Science
作者检索



例：周彦恒 （本院）
作者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作者检索（不同变体）

增加检索词：机构名称(沿革)

检索历史，逻辑组配（AND）



周彦恒 （本院）
作者检索

二、Web of Science



• 文献

• 可获得的文献资源有哪些

• 院外如何访问
概念

•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 地址检索和作者检索

Web of 
Science

JCR



三、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期刊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

某年度某刊的影响因子=
该年引用该刊前两年论文的总次数

前两年该刊所刊载的论文总数

期刊

年度变化

至少2年数据

影响因子及Q分区



三、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影响因子及Q分区



三、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ournal name
ISSN 或eISSN
Keyword
category

影响因子及Q分区



三、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影响因子及Q分区



三、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影响因子及Q分区



三、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影响因子及Q分区



三、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影响因子及Q分区



三、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影响因子及Q分区



口腔科期刊影响因子

三、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影响因子及Q分区



三、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口腔科期刊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及Q分区



三、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口腔科期刊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及Q分区



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

三、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影响因子及Q分区



三、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CA-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 影响因子及Q分区



CA-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都刊载了哪些论文？

三、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其中有中国发表的几篇论文？

影响因子及Q分区



三、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CA-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都刊载了哪些论文？

statistics, 2015

statistics, 2018, 
185 countries

statistics, 2002

statistics, 2012

影响因子及Q分区



三、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影响因子及Q分区



黑名单及预警期刊

u “完善学术期刊预警机制，定期发布国内和国际学术期刊

的预警名单，并实行动态跟踪、及时调整。将管理和学术

信誉差、商业利益之上的学术期刊，列入黑名单。”

       科技部《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国

科发监〔2020〕37号）

u “期刊预警不是论文评价，更不是否定预警期刊发表的每

项成果。预警期刊旨在提醒科研人员审慎选择成果发表平

台、提示出版机构强化期刊质量管理”。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官微https://mp.weixin.qq.com/s/xbyJFtR2lezv6CyRrkxsdA

三、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影响因子及Q分区



文献检索的基本流程

• 明确检索需求，选择适当的数据库

• 确定检索词及制定检索策略

     主题词、关键词、时间跨度、查全率和查准率等

• 进行初次检索，并根据检索结果修正检索策略

     自由词、增加检索词、限定范围、精炼结果

• 检索结果的保存与打印（文献管理）

• 定题服务及文献推送（注册）

• 使用帮助（示例）



尤金·加菲尔德 
     美国著名的情报学家和科学计量学家，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即科学引文索

引）及 I S I（ I n s t i t u t e  f o r  S c i e n t i f i c 
Information, 即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现为

汤森路透科技集团的一部分）的创始人，目

前担任汤森路透科技集团终身名誉董事长。 

引文概念的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