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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CNKI和WoS

成为个人科研选题的好助手

钟建法
研究馆员

厦门大学图书馆



理论：科研论文选题基础知识

方法：论文选题资源与分析工具

案例：如何综合利用CNKI和WoS平台

进行学术论文选题和重要资料收集

主要内容



科研论文选题基础知识



 论文选题：选择论文的论题。即确定所要论证的问题
和提出有价值的论点。

 论文选题的价值和标准
 创新性；实用性；有借鉴意义

 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新观点、新结论、新趋势

 数据参考价值、模型应用价值

 模式、方法、方案、策略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论文选题的切入点
 研究的薄弱方向、空白点、创新点

 近期研究热点

 创新点：理论拓展；方法、过程转变；参数、样本变换

论文选题标准和切入点



 理论研究

 实证模型研究

 业务模式和方法研究

 数据比较分析

 案例分析与研究

 文献研究

 人物研究

 应用创新研究

 文献综述

常见论文选题类型



 首选综述或述评文章

特征词：综述、述评、进展、概述、动态、鸟瞰、评论等

外文综述性文献类型标识：Review

英文标题常现词汇： review、overview、recent 

development、recent studies、trend、the-state-of-the-art、

advances in、“past, present and future”、progress & 

prospects、current research on

 高被引（下载）频次文献

 综述或述评文章所列的参考文献

 相关专题有代表性的学位论文和图书

 从年代分布了解选题的发展态势和研究脉络

如何快速了解论题的历史研究概况



 追踪选题领域相关研究机构及小组、重要作者（高被

引和近年持续研究）的研究脉络与走向，虚心向重要

作者和专家咨询和请教，交流研究热点和前沿方向

 综述或评论性文章对论题未来研究方向的评论和展望

 近年和最新发表的核心期刊论文研究主题分布分析

 近年发表的高引用、高下载频次论文主题分析

 代表性论文的引证文献分析

 学会或杂志征文主题

 文献调研和综合分析后的心得

如何准确把握论题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



论文选题资源与分析工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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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选题资源类型选择

常用类型：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研究报告；

工作文稿等

工作文稿



 研究前沿和知识基础(美国Drexel大学陈超美)

 研究前沿和研究热点：研究前沿为一组突现的动态概念和

潜在的研究问题；由一组新近的研究成果，即高被引文献

（30-50篇）即可构成和揭示研究前沿和热点

 知识基础：研究前沿在科学文献中的引文和共引轨迹,即承

载动态概念的引文及其参考文献形成的聚类

 论文特征项分析

 频次分析和共现分析

 找出重要的主题词、突现词、作者、机构、文献

 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分析：关键词（或术语）共现分析；
突现词（burst term）分析；机构、作者合作分析

 知识基础分析：文献、作者、期刊共被引分析

基础概念和论文特征项分析



 检索系统选取

 国内：CNKI；CSSCI；超星发现系统等

 国外：WoS；Scopus等具文献分析功能的学术资源平台

 可视化工具

 CNKI可视化工具和共现网络（无突现词）

 知识图谱软件：CiteSpace；RefViz等

 Bibexcel，Ucinet、SPSS等

检索系统和分析工具选择



CNKI的选题辅助功能

可视化分析：研究趋势和分布

• 发表年度趋势图

• 分布分析：主要(次要)主题、文献来源、学科、

、作者、机构、基金、文献类型

• 比较分析：针对以上主要分布

• 共现网络：关键词共现、作者合作、文献互引

 文献导出分析： 图谱软件；自编程序；文献管理软件

 关键词导出分析：帮助发现研究热点和写作角度

• 研究热点演变；突现词、新出现词分析

词频分析：被引次数、下载次数



• 过去10年中发表的论文,被

引用次数在同年同学科发表

的论文中进入全球前1％

高被引论文

(Highly Cited Paper)

• 过去２年中所发表的论文,

在最近两个月中其影响力

排在某学科前0.1%的论文

热点论文

(Hot Paper)

14

Web of Science的选题辅助功能

高影响力论文——— 被引频次降序排列

最受关注的论文——文献级别用量指标【使用次数(最近180天)】

锁定相关领域的论文—— 精炼检索结果（Web of Science类别）

综述文章—— 精炼检索结果（文献类型Review）

ESI高水平论文——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15

Web of Science的选题辅助功能

强大的分析功能：16个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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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图谱分析软件和共现分析

1、Bibexcel\SPSS\UCINET社群网络分析挖掘软件

2. CiteSpace：专门针对科研文献数据设计的可视化分析软

件，通过引文分析和聚类分析寻找研究热点及趋势，并以可

视化的方式展示

3.RefViz：Thomson ISI ResearchSoft的一个文献分析软件，

可将现有文献进行分类并以直观的图示显示文献之间的相关

系。通过关键词相交与共现分析，整理文献分布情况，发现

某学科领域的发展趋势和动态，发现新的学科生长点等

4. TDA：Thomson data analysis基于文本信息的分析和可视

化工具，提供强大的可视搜索和挖掘功能功能全面，涉及检

索、分析、统计、可视化等各方面的功能。收费软件

http://blog.sciencenet.cn/u/ChaomeiChen


CiteSpace可处理数据源

 CNKI导出

导出文件命名格式: download*.txt



Web of Science导出



共现分析知识基础

共现分析

将科技论文中共同出现的特征项进行量化分析，以揭

示信息的内容关联和特征项所隐含的寓意，关联程度用共

现频次或强度来测度



共现分析知识基础

特征项 共现分析类型 分析内容 备注

文献耦合分析
两篇或更多论文有n篇
共同的参考文献

文献共被引分析
两篇或更多论文共同被
n篇引证文献引用

引用突变分析
被引文献的引用次数增
长率快迅增加

过时或兴
起的研究
热点

共词分析
两个或更多关键词在同
一篇文献中出现n次

高频词揭
示研究热
点

突现词分析
出现频次增长率快速增
加的专业术语

词频变动
揭示研究
前沿

作者合作分析
找出主要作者、活跃作
者及作者间的合作关系

作者共被引分析

期刊 期刊共被引分析

机构 机构合作分析

论文

关键词
或术语

作者

研究最
早，影响
最大



1  论文结构：频次分析与共现分析

共现分析类型举例



2 作者及机构合作分析；关键词、术语共现分析、突现词分析



3 作者共被引分析、文献共被引分析、期刊共被引分析



综合利用CNKI和WoS平台

进行论文选题：3个视角

（以供应链金融为例）



论文选题要点

简判研究趋势

详读代表作品

精研综述文献

细寻选题方向



（一）了解主题概念和设定检索

 供应链金融内涵（从综述、百科、论著中了解）

 论文《供应链金融研究综述》/周艳红

供应链金融为供应链上下游相关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提供上下游的信息流、物流、实物流和商流相关的消

息，提高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综合实力，增强社会竞

争力，促进企业的发展。供应链金融也提供信用贷款，

减少企业的资金压力，支持企业的发展，供应链金融

对供应链各个节点的企业进行金融服务，维持供应链

的运作，保持供应链企业的活力



在WoS中设定学科类别和检索词进行检索

通过标题或主题途径。本次检索式：
标题=(“supply chain*” financ*) 

时间跨度=所有年份. 数据库=SCI-EXPANDED, 
SSCI, CPCI-S, CPCI-SSH.



在WoS中设定学科类别和检索词进行检索



在CNKI设定学科类别和主题词进行检索

备注：本次选题案例的
时间范围：2008-2018
年出版的核心期刊论文



CNKI核心期刊
发文趋势图

（二）从发文年度趋势简判研究主题发展趋势



WoS论文发表年代分析和国家分析

WoS发文趋势图
（按出版年分析）



WoS论文发表年代分析和国家分析

中国发文排名第
一，侧面佐证国内
该研究仍方兴未艾



(三）寻找选题方向的3个视角

视角1：综述文献的研究展望

视角2：近年文献研究热点和前沿主题分析

视角3：高被引和热点文献阅读后的心得



视角1：综述文献的研究展望

WoS综述
文献检索



CNKI综述
文献检索



《供应链金融的理论综述》/辛玉红（2013）

银行与核心企业结成供应链联盟并建立透明的信息交易平

台，较大程度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将是未来供应链金

融业务模式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对结合供应链的系统风险评估与决策的研究有所欠缺

 《供应链金融研究综述与展望——基于产业与金融互

动机理》/王晓东(2015)

建立供应链金融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探索供应链金融的

实践模式，同时借鉴机制设计理论研究供应链金融的协同

发展机制，能够弥补供应链金融理论研究中所缺失的关键

内容

从综述文献的研究展望得到启示



基于供应链金融的中小企业融资发展与展望

中小企业供应链金融理论研究动态

国外学术和著名商业银行通常指的是财务供应链管理(FSCM),而

国内的研究只涉及到金融物流和物流金融等概念

我国中小企业供应链金融发展展望

基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以及中小企业对于资金的特殊需求,从内外

环境因素识别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症结，深入调查研究中小企业供应

链融资的流程管理、实施环节及尚存的关键问题

拓展适应我国供应链发展的新兴融资模式，积极进行供应链与融资

链的风险管理,不断深化和形成较为完善的供应链金融理论体系

着重研究信用风险评价与管理，将现有银企供应链融资进行深入实

证研究，推进中小企业融资实务与拓展供应链金融业务

《中小企业融资、供应链金融与供应链风险述评》/章雁
（2011）



未来需要对供应链金融的信用风险之外的操作风险、

市场风险、 法律风险等其它风险进行深入、系统的

研究

线上供应链金融的推广应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供应

链金融的未来发展趋势。国内学者针对线上供应链

金融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运作模式等层面，对融

资模式演进、业务模式设计、风险因素变化、风险

管理等方面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供应链金融研究述评》/徐淑芳(2014)



结论

供应链金融理论体系趋于成熟，供应链金融融资模式与融资风

险是重要的研究主题，定量研究集中于中小企业信用风险评价

研究方向建议

供应链金融应与新兴产业相结合，构建效率更高的线上供应链

金融服务，使用金融衍生工具更好地控制供应链金融的融资风

险

供应链金融理论应该加强对供应链交织行为对供应链金融融资

影响的研究

在极端环境下（如金融危机、发生战争等），供应链金融风险

的定性与定量预估以及如何及时阻断风险传播的相关研究较少

《基于共词分析与文献回顾的国内供应链金融文献述评》
/王捷思（2016）



视角2：近年文献研究热点和前沿主题分析

 方法一：应用图谱软件

 CiteSpace图谱分析

 方法二：平台直接分析

 CNKI主题可视化分析和导出分析

 CNKI和WoS高产作者研究脉络分析

 CNKI和WoS近年发文标题中的主题词分析



（1）CiteSpace图谱分析
CNKI中文关键词聚类网络(2008-2018)



近十年中文关键词分析



近十年中文关键词分析



信息检索与利用



信息检索与利用



观察CNKI作者合作网络及其研究主题



观察WoS作者合作图谱：2001-2018



（2）应用CNKI平台和WoS功能直接分析

 直接分析法

 CNKI主题可视化分析和导出分析

 CNKI和WoS高产作者研究脉络分析

 CNKI和WoS近年发表文献标题的主题词发析



CNKI平台近三年论文热点主题分析(40热词，非突现词)

（2-1）CNKI主题可视化分析和导出分析



CNKI具备细分主题年度发文比较分析功能



CNKI关键词导出分析：突变词



中文关键词导出分析：近三年新出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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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新出现词
电商平台 区块链 融资绩效

产融结合 互联网 互联网供应链金融

传统金融机构 关系嵌入性 结构嵌入性

科技型中小企业 内容分析法 一带一路

“互联网+” B2B电商 P2P

电商 电商企业 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

供应链能力 供应链网络 互联网金融监管

价值共创 京东 客户集中度

利益权衡 盲数理论 煤炭供应链

融资风险 融资决策 商贸流通

熵值法 上市公司 上下游客户

食品工业 随机森林模型 讨价还价博弈

委托授信 信用评价指标 虚拟产业集群

因子分析 运营效率



持续研究：宋华、徐鹏、罗勇、储雪健、陈金龙、陈治亚、杨璇等
近两三年中断：何娟、李占雷、胡雯丽、周建、占永志等

（2-2）通过追踪重要作者的研究脉络得到启示
从发文篇数和近年是否持续研究发现重要作者



追踪多个重要作者研究脉络与走向（2008-2020）

追踪多个重要作者的研究脉络：论文主题分析



追踪多个重要作者研究脉络：论文主题分布

2008-2020年
核心期刊发文

2018-2020年
核心期刊发文



多个重要作者发表论文的高关联关键词分析



追踪单个高产重要作者研究脉络：论文主题分析

2018-2020年
发文主题

2008-2017年
发文主题



追踪单个高产重要作者近年研究脉络：标题分析



利用WoS作者排序分析高产作者的研究脉络



利用WoS作者排序分析高产作者的研究脉络



分析高产作者的研究脉络：按发表日期降序



（2-3）从近年相关文献的主题分析中得到启示

按发表时间排序（CNKI）

从题名、摘要或全
文阅读中获得启发



查阅WoS最近180天高使用次数文献

视角3：高被引和热点文献阅读后的心得

阅读摘要或全文



阅读高被引和热
点论文及其引证

文献

查阅热点论文和高被引论文并作引证分析



如要同时分析多篇文献，可
同屏勾选或存入“标记结果
列表”，再点击“创建引文
报告”，然后分析施引文献

对热点论文和近期高使用论文进一步阅读



查阅CNKI近三年高被引和高下载文献



（4）综合分析和文献阅读后初拟选题方向

参考选题方向

国内外供应链金融理论的异同分析或比较研究

供应链金融的协同发展机制和实践模式研究

供应链金融的操作风险、 市场风险、 法律风险研究

结合供应链的系统风险评估与决策

信息不对称下银行与企业供应链联盟和信息交易平台
的建立研究

中小企业的融资质量和融资绩效研究

互联网环境下农业供应链金融的运作模式和创新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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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掌握利用文献检索和分析过程辅助论

文选题的方法，借助他人的研究结论和

智慧，结合自己文献阅读分析的心得，

就能提高科研论文选题和资料收集的效

率和质量





讲座预告——微信公众号“i学堂XMU”1



课件下载2

https://lecture.xmu.edu.cn

提示：

1.请先连接校外访问VPN

2.校外用户可通过图书馆主页获取

（主页-文档-讲座课件）

https://lecture.xmu.edu.cn/


视频回放3

• 哔哩哔哩网站（https://www.bilibili.com）搜索“厦大图书
馆”，可学习往期课程

https://www.bilibili.com/


扫码填写反馈问卷，有机会获取图书馆纪念品！4

讲座签到 反馈问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