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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SCI 索引简介

 SCI 收录检索方法

SCI 引用检索方法 SCI 引用检索方法

 SCI 全文获取途径



SCI 简介(一)

 SCI 即《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Index），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简称 ISI）创建的，收录文

献的作者 题目 源期刊 摘要 关键词 不仅可献的作者、题目、源期刊、摘要、关键词，不仅可
以从文献引证的角度评估文章的学术价值，还可以
迅速方便地组建研究课题的参考文献网络 SCI创迅速方便地组建研究课题的参考文献网络。SCI创
刊于1961年。经过50年的发展完善，已从开始时

单一的印刷型发展成为功能强大的电子化 集成化单一的印刷型发展成为功能强大的电子化、集成化
、网络化的大型多学科、综合性检索系统。

我馆开通的 SCI 的年代范围为 1980 年至今 我馆开通的 SCI 的年代范围为 1980 年至今



SCI 简介(二)

 SCI 从来源期刊数量划分为 SCI和 SCI-E。
SCI 指来源刊为3500多种的SCI印刷版和SCI光
盘版（SCI Compact Disc Edition, 简称SCI
CDE），SCI-E（SCI Expanded）是SCI的扩
展库，收录了8288种来源期刊(2011年)，可通
过国际联机或因特网进行检索。SCI涵盖学科
超过100个，主要涉及农业、生物及环境科学

；工程技术及应用科学；医学与生命科学；物
理及化学；行为科学。



SCI 简介(三)

 SCI的网络版，即SCIE(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由美国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Thomson 
Scientific）开发，是Web of Science（简称WOS）
检索平台的一个子库。现版本的Web of Science包
括三大引文库（SCI、SSCI和A&HCI）、两个国际
会议录（CPCI-S和CPCI-SSH）和两个化学数据库
(CCR、IC)。除A&HCI外我校都有订购。



论文收录引用检索的意义

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个人的学术论文被国个国家 区乃 个人的学术论文被国
内外权威数据库收录和引用的数量多少，是
其科研水平、科研实力和科研论文质量高低其科 水平 科 实力 科 文质 高低
的重要评价指标，同时也可反映出一个国家
或地区或单位的科学活动在世界上的地位和或 或单 科学 界
比重。



SCI 检索类型

 普通检索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高级检索 能够通过主题 刊名 著者 著者单 高级检索:  能够通过主题、刊名、著者、著者单

位、机构名称检索，也能够通过引文著者（Cited 
author）和引文文献（Cited reference）检索，支

持布尔逻辑检索 截词符和其它调整方法以提高持布尔逻辑检索、截词符和其它调整方法以提高

查准率，还允许用户将检索限定在指定的时间段

内。



检索步骤

 选择数据库和年份

 输入相应的主题、作者、作者地址以及来源文
献等内容（一个字段或多个字段检索）

 检索结果可以通过语种、文献类型进行限制；

 通过入库时间、被引频次、相关度、第一作者
以及来源文献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

 点击“检索”。



主要检索字段
主题 在标题、摘要、关键词中进行检索. “white oak” or “quercus alba”

Vitamin A

作者 检索论文中的任一作者 Bergstrom CT作者 检索论文中的任一作者 Bergstrom CT

Wallen K*

Researcher ID 检索作者的 Researcher ID号码 A-1009-2008

www.researcherid.com

团体作者 检索该论文相关的机构或组织的名称 Aberdeen Lung Cancer Group

Beta Cell Biology Consortium

出版物名称 期刊名称 Czech Journal of Food Sciences 

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 

出版年 论文出版的年代 1999，2003-2005出版年 论文出版的年代

地址 检索作者的地址 Emory Univ, Dept Biol, Atlanta, GA 30329 
USA 

基金资助机构 检索基金资助机构名称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授权号 检索授权号 P01*  ， DP0342590

* 也可以用编者 DOI号 入藏号等检索* 也可以用编者、DOI号、入藏号等检索



布尔逻辑运算符及位置算符

 AND，检索结果必须同时包括所有检索词；

 NOT，检索结果中排除有关第二个检索词的内容，如
computer NOT network;  

 OR ,检索结果中至少含有其中一个检索词，这对于同

义词非常有用；义词非常有用；

 SAME：检索词必须同时出现在同一句子中，主要用于
机构检索，如检索南开大学物理学院，输入 nankai机构检索，如检索南开大学物理学院，输入 nankai
univ same phys*
先后顺序为 SAME NOT AND OR 先后顺序为：SAME、 NOT、 AND、 OR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提供了被引作者、被引著作、被引年份三个

检索字段，进行检索。

被引作者字段 使用 算符 被引作者字段：可使用运算符 or

被引著作字段 可使用运算符 or 被引著作字段: 可使用运算符 or

 被引年份字段: 可使用运算符 or 被引年份字段: 可使用运算符 or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步骤

 输入被引文献的信息，包括被引作者、被引期
刊 被引年份等刊、被引年份等 ；

 点击“检索” 点击 检索

 得出检索结果

 将检索结果进行处理, 一般有显示、打印、下
载和 Email 等形式输出。载和 Email 等形式输出。





个性化的服务

检索方式

多库检索界面

选择语种



Web of Science 注意事项

 注1： 数据的年代指文献信息进入 ISI 数据库的

时间 不是文献出版的时间时间，不是文献出版的时间。

 注2： 地址检索项中常采用一些缩写词。ISI 规

定，不允许单独用这些缩写词检索。例如：在地
址字段中输入 UNIV 一个词检索是无效的，输入
xiamen univ 有效。

注3 最大显示结果数受系统设置的限定 般 注3： 最大显示结果数受系统设置的限定，一般
为 500 条，所以当满足检索要求的结果数目太大，

可能无法看到全部结果可能无法看到全部结果。



主要内容

 SCI 索引简介

 SCI 收录检索方法

 SCI 引用检索方法SCI 引用检索方法

 SCI 全文获取途径



1,SCI 收录论文的检索

 在 SCI 中可以检索某一主题 个人 单位/机构等被 在 SCI 中可以检索某一主题、个人、单位/机构等被
SCI 收录的情况，以下通过几个检索实例来说明。

 1，主题检索：检索SCI-E中有关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的研究论文。

 您可以在主题检索方式中输入检索式 ((CO2 or carbon 
dioxide) same emission* and (reduc* or mitigat* ordioxide) same emission  and (reduc  or mitigat  or 
abat*))



选择排序方式

选择文献类型



1,SCI 收录论文的检索

 2 检索近 5 年来我校郑兰荪院士所发表的论文被收录 2，检索近 5 年来我校郑兰荪院士所发表的论文被收录

的情况

 检索式:作者=zheng ls and   

 地址=xiamen univ* or xia men univ* 地址=xiamen univ  or xia men univ

 年度= 2009-2013 选择 SCI-EXPANDED 数据库

 检索结果 212篇（截止到2013年3月21日）



2 输入规范的作者名称 姓

1,打开下拉菜单
选择检索项作者

2, 输入规范的作者名称,姓
的全拼+名的首字母缩写

4, 可输入作者所属的研, 可输入作者所属的研
究机构名称、城市、邮编
以限定特定的作者，多个
机构之间用 or 连接.

5,可以限定时间

6 点击检索按钮之后 您就可

3,打开下拉菜单
选择检索项地址

6,点击检索按钮之后,您就可
以看到相应的收录结果了.



对检索结果进行处理，您可以
选择打印、发送电子邮件、保
存等方式下载您的收录文献



检索结果默认为每页显示 10 条，
如超过 10 条可在页面下方选择每
页显示 25 条，50条，打印时可节页显示 25 条，50条，打印时可节
省纸张。



显示打印结果

SCI 收录号SCI 收录号



选择需要打印的记录



在标记列表中选择需要打印的项目



作者甄别工具的使用



作者甄别工具的使用

按作者姓名检索





在这里你可以知道按照你
所检索的所有作者的记录,
并且像普通检索一样可以
精炼作者集.如果你只知道
作者名字而不知道书名的
话可以用这个功能.



作者识别工具-RESEARCHERID
 郑南峰教授的 ResearcherID:G-4613-2010



厦门大学自然科学学者库

 我们的自然科学学者库网址：
http://210.34.4.13:8080/rid/index.aspp p
已有 400 多位作者的信息
解决作者同名问题解决作者同名问题

如果您拥有一个 ResearcherID
一次检索到您的所有科研成果方便管理次检索到您的所有科研成果方便管理

注册 ResearcherID 有两种途径注册 ResearcherID 有两种途径
方法一：访问ISI Web of Knowledge平台登录

方法二：直接访问 www researcherid com注册方法二：直接访问 www.researcherid.com注册



作者检索注意事项

 在Web of Science 中检索作者姓名的方式：先输入

输 空格 之 输 位 名姓，然后输入空格，之后再输入不超过5位的名的首
字母。您也可以利用作者索引(Author Index)选择并

检索 中添加到检索框中。

 例如：查找 G.A.T.McVean 应输入mcvean gat(or 
mcvean g*)对于比较复杂的姓名或者姓名中含有特
殊符号的情况，应检索该姓名可能的各种写法：例
如：M.D’Angelo 应输入dangelo m* or d angelo m*



SCI 收录论文的检索

 2，检索单位/机构论文收录情况

 由于单位/机构名称形式著录不规范，检索时应

输入所有 能的单位 机构名称形式或邮编 以输入所有可能的单位/机构名称形式或邮编，以

防漏检。

以厦门大学为例，可能的单位名称形式：

xiamen univ* ；xia men univ*； 361005



检索厦门大学2008-2012年SCI论文



因为还有集美大学、厦门理工等检出，还要进行机构的精炼



2008-2012年收录 SCI厦门大学的论文数7058篇

可以通过分析功能可以通过分析功能
查论文的分布情况



3，检索厦门大学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论文

 将可能的机构名称形式列出，确定检索式。

 state key lab marine environm sci
 state key lab marine sci
 State Key Lab Environm Sci
 State Key Lab Marine Environm Sci State Key Lab Marine Environm Sci
 State Key Lab Marine Environm
 State Key Lab Marine Environm
 key lab marine environm sci
 key state lab marine environm sci
 key lab marine environm sciy
 Sch Environm Sci, Natl Key Lab
 Coll Oceanog & Environm Sci, Key State Lab Marine Environm Sci

E i S i R Ct St t K L b M i S i Environm Sci Res Ctr, State Key Lab Marine Sci
 Marine Environm Lab



检索式定为

 AD=((environm or marine ) same lab same AD ((environm or marine ) same lab same
xiamen univ* or xia men univ*)

 然后再进行机构精炼



4 检索 2012 年 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4，检索 2012 年 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厦门大学）SCI 论文数

论文作者所著录的单位名称：

 Xiamen Univ, State Key Lab Phys Chem Solid Surfaces, Xiamen 361005, Peoples 
R ChiR China

 Xiamen Univ, Dept Chem, State Key Lab Phys Chem Solid Surface, Xiamen 
361005, Peoples R China

 Xiamen Univ, Dept Chem, Coll Chem & Chem Engn, State Key Lab Phys Chem 
Solid Surfaces, Xiamen 361005, Peoples R China

 Xiamen Univ, Coll Chem & Chem Engn, Natl Engn Lab Green Chem Prod , g , g
Alcohols Ethers & E, State Key Lab Phys Chem Solid Surfaces, Xiamen 361005, 
Peoples R China

 Xiamen Univ, State Key Lab Phys Chem Solid Surfaces, Coll Chem & Chem Engn, , y y , g ,
Xiamen 361005, Peoples R China

 Xiamen Univ, Dept Biol Chem, Coll Chem & Chem Engn, State Key Lab Phys 
Chem Solid Surfaces, Xiamen 361005, Peoples R ChinaChem Solid Surfaces, Xiamen 361005, Peoples R China

 Xiamen Univ, Coll Chem & Chem Engn, State Key Lab Phys Chem Solid Surfaces, 
Xiamen 361005, Peoples R China



确定 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厦门大学) 检索式

2012 年度该单位 SCI 论文数检索式：

 地址= solid and 地址= xiamen or xia men 
and 出版年= 2012

 通过机构精炼得出

检索结果 340 篇 检索结果：340 篇



检索清华大学发表的论文

 检索式:(tsinghua univ or tsing hua univ or 
qinghua univ or qing hua univ or 100084) sameqinghua univ or qing hua univ or 100084) same
(peoples r china or beijing or bei jing)



入藏号 WOS:000258064300194



SCI 刊名检索

从索引中选择

期刊缩写列表期刊缩写列表



SCI 中的高级检索

TI=主题、AU=作者 、CF=会议、SO=出版物名称

TS= 主题
TI 标题TI= 标题
AU= 作者
RID= ResearcherID
GP= 团体作者
ED= 编者
SO= 出版物名称
DO= DOI 
PY= 出版年
CF= 会议
AD= 地址AD  地址
OG= 机构扩展
OO= 机构
SG= 下属机构
SA= 街道地址
CI 城市CI= 城市
PS= 省/州
CU= 国家/地区
……



主要内容

 SCI 索引简介

 SCI 收录检索方法

SCI 引用检索方法 SCI 引用检索方法

 SCI 全文获取途径



通过 SCI 检索论文被引用情况

 “General Search”和“Cited Reference Search”两种 General Search 和 Cited Reference Search 两种

检索方式

 “General Search” 可查询到你被 Web of Science 收
录论文的被引用情况录论文的被引用情况.

 “Cited Reference Search” 可查询到你曾发表过的任 Cited Reference Search  可查询到你曾发表过的任

何论文被Web of Science 的引用情况.



 1，“General Search”可查询到您所发表的SCI
论文被SCI收录论文引用的情况.

例 检索郑兰荪院士被引用情况 例:检索郑兰荪院士被引用情况

时间 2007 2011年 时间:2007 -2011年



先检索出郑院士2007-2011年SCI收录的论文





检索结果汇总

 找到的结果数: 221被引频次总计: 2397

 每项平均引用次数: 10.85

 h-index: 27



 2、用“Cited Reference Search”可查询到您曾

发表过的任何论文被 W b f S i 的引用发表过的任何论文被 Web of Science 的引用

情况.

 检索材料学院戴李宗教授所发表的论文在

2002-2011 年间被引用情况



被引作者=dai lz ;被引年份=2002-2011

姓名的所有书写形式



SCI 论文被SCI 论文引用

非 SCI论文被 SCI论文引用



主要内容

 SCI 索引简介

 SCI 收录检索方法

SCI 引用检索方法 SCI 引用检索方法

 SCI 全文获取途径



SCI 论文全文获取途径

 Web of Science 有不少记录提供全文链接，如果学校

图书馆订购了该文章电子版 则可看到文章全文图书馆订购了该文章电子版，则可看到文章全文。

如果没有全文链接 可以链接到图书馆的馆藏目录进 如果没有全文链接，可以链接到图书馆的馆藏目录进
行查询，也可以用 SFX 直接点击链接。



SCI 论文全文获取途径

以谢素原教授
发表论文为例：发表论文为例
作者=xie sy,
地址:xiamen
univ* or xia
men univ* or 
361005



点击SFX点击



显示可以获取全文的途径



通过Google 学术搜索获取



显示检索结果





利用读秀进行检索





获取全文的主要途径
 WOS 全文链接按扭

 Scholar.google.com (google学术搜索)g g (g g 学术搜索)
 图书馆印刷版馆藏

 馆际互借 馆际互借

 图书馆文献传递

 免费全文网站 免费全文网站

 http://www.freemedicaljournals.com/
 http://highwire stanford edu/ http://highwire.stanford.edu/
 提供免费全文的期刊

 www pnas org www.pnas.org

 www.genetics.org
作 联 作 主 作者的 E-mail 联系方式，作者主页。









免费查询某期刊当前是否被SCI收录免费查询某期刊当前是否被 收录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





谢谢！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