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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eb of Science平台资源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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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TM平台

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艺术人文

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

Biological Abstracts

BIOSIS Previews

BIOSIS Citation Index

期刊内容以及Reports, 
Review, Meetings等内容

+引文索引的BP

CABI
(The British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e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research center 

英国国际农业与生物科学研究中心)

◆CAB Abstracts

◆Global Health

农业环境

健康
生命
科学

生物医学

物理和工程等领域

食品科学和
技术

动物学

MEDLINE

KCI-Korea Journal Database 

Russian Citation Index

SciELO Citation Index

区域性的引文数据库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德温特专利数据库

Derwent World Patent Index 

Derwent Patent Citation Index 

科研数据引文数据库
Data Citation Index 

FSTA

Inspec

Zoological Record

一站式发现检索分析平台，
为科研共同体中的基础研
究与高影响力研究提供强
大的、多学科的数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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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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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科学引文索引) 

178个学科的9500多种高质量学术期刊

➢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58个社会科学学科的3500多种权威学术期刊

➢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

收录28个人文艺术领域学科的1800多种国际性、高影响力的学术期刊的数据内容
➢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ESCI) --2005年至今

➢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会议录引文索引–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与人文版) 

超过200,000个会议录，涉及250多个学科

➢ Book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图书引文索引–自然科学版 + 社会科学与人文版)

收录超过101,800种学术专著，同时每年增加10,000种新书

➢ IC/CCR(化学类数据库)   

包括超过100万种化学反应信息及420万种化合物

会议
CPCI-S+CPCI-SSH

图书
BKCI

化学式
IC/CCR

期刊
SCI+SSCI+A&HCI+ESCI

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 Dr. Garfield 1955年在 Science 发表论文提出将

引文索引作为一种新的文献检索与分类工具：将

一篇文献作为检索字段从而跟踪一个Idea的发展

过程及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的关系。
Dr. Eugene Garfield

（1925. 9.16–2017.2.26）

美国情报学家和科学计量学家

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始人

Citation 
Index
引文索引

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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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网络三维度检索——把握课题脉络挖掘文献宝藏

相关记录

2021

2015

2018

2016

引用

▪ 越查越广

2018

2020

施引文献 2021

2021

▪ 越查越新

2002

参考文献

1993
199

1

1998

1980

▪ 越查越深
2012

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沿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道路前行

独特

7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2 New Web of Science升级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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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 Web of Science

• 研究体验

• 开放科学

• 研究影响

• 研究社群

更合理的工作

流和合作方式

超越同行评议

出版物

更多元的

影响力指标

更紧密的

全球研究社群

研究体验

研究影响

开放科学

研究社群

研究
效率

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已迁移功能已迁移的数据库 改进功能双平台权限时间节点

New Web of Science升级更新速览

• 基本检索

• 高级检索

• 作者检索/作者记录

• 分析检索结果

• 创建引文报告及导出

• 文献导出格式EndNote、plain 
text file、Excel、导出至InCites
及Publons等

• Publons同行评议徽章

• 创建跟踪，引文跟踪

• 全文选项

• Web of Science学科、 WoScc作
者姓名检索支持输入联想

• 简体中文、繁体中文、日语、
俄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操
作界面

• 其他功能持续迁移中…

•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 BIOSIS Citation Index

• Biological Abstracts

• BIOSIS Previews

• Zoological Records

•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 CABI: CAB Abstracts and 
Global Health

• Medline

• All Databases

• KCI-Korean Journal Database

• Russian Science Citation Index

• SciELO Citation Index

• Inspec

• Data Citation Index

• Arabic Citation Index

• FSTA

• 更多数据库持续迁移中…

•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支持全库检索

• 新增publisher检索字段

• 新增导出 RIS格式

• 文献最多可一次性导出1000篇记录

• 新增作者影响力射束图

• 新增作者记录correction功能，合并作者
记录功能

• 改进检索历史

• 标记结果列表新增精炼选项

• 资源中心Pendo

• 引文报告：精炼分析文献的出版年

• 可分享的检索链接

• 高级检索新增“Exact search”

• 新增Early Access、Review articles 精炼
选项

• 检索字段升级: Affiliation,DOI, Accession 
number, PubMed ID

• 您可也想要…文献推荐

• Enriched cited references

• 基金数据及字段

• Library custom branding

• 更多个性化功能持续升级中…

• 2020年11月30日，现有WoS
用户全部开通

• 2021全部用户可双平台访问

• 2021年第三季度，全部用户
直接访问New WoS, 并可返回
Classic WoS

• 2021年底前，逐步关闭
Classic WoS

更新时间：截止到2021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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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ew Web of Science界面与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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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WOS主界面Classic WOS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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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2

3

4

3

4

1. 相关数据库快捷访问入口

2. 科研管理及帮助选项

3. 检索数据库选择

4. 基本检索与高级检索位置

5. 文献出版时间设置

5

基本检索与高级检索均整合到文献检索模块

更加关注用户体验
让科研更高效

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检索 分析 管理

New Web of Science在科研中的应用

13

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14

基本检索-检索字段变更及新增
Topic
Title

Author
Publication name

Year published
Funding agency

Organization-enhanced
Accession number

Address
Author identifiers

Conference
Document type

Doi
Editor

Grant number
Group author

Language
PubMed ID

All fields

Topic
Title
Author
Publication titles
Year published
Funding agency
Affiliation
Accession number
Address
Author identifiers
Conference
Document type
Doi
Editor
Grant number
Group author
Language
PubMed ID
All fields
Web of Science Categories
Publisher
Publication date
Author keywords
Keyword Plus ®

Index date
Abstract

New WOSClassic WOS

基本检索模块
新增检索字段

检索

机构扩展字段由
Organization-enhanced

重命名为affiliation

出版商名称字段已归并 - 可获取较为完整的出版商发行文献

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15Insert footer

基本检索：机构检索示例

Affiliation字段新增输入联想功能，

可根据输入内容推荐提示归并后的机构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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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检索-功能升级

支持输入一串DOI, 入藏号Accession Number、
PubMed ID进行检索，无需布尔运算符连接

10.1007/BF00656997
10.3322/caac.21262
10.22074/cellj.2021.6827
10.22034/gjesm.2021.01.06

检索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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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检索

精确匹配

检索

Advance search中
新增“精准匹配”开关

高级检索新增字段

DOP= Publication Date 

LD= Index Date 

FD=Funding Details

FPY=Final Publication Year

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18©  Clarivate 2021

基金数据

• 5大基金数据来源

• 预计2021年将纳入20+的

基金数据

• Grant Title
• Grant Summary
• Program Name
• Principle Investigator (and Co-Principle)
• Award Amount and Currency
• Grant Type
• Grant Duration 
• Keywords

检索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19©  Clarivate 2020

基金数据

• 快速向资助者展示您的
投资回报率（ROI）

• 深入了解全球研究基金
状况，为您的战略规划
提供依据

• 将您的机构与同行机构
进行基金对标分析

检索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20Insert footer

示例：查询机器人控制技术的SCIE论文：方法一

设计检索式

检索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21

检索

精炼Web of Science Index 
结果，限定检索SCIE论文

示例：查询机器人控制技术的SCIE论文：方法一

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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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查询机器人控制技术的SCIE论文：方法二

检索

选择SCIE数据库

设计检索式 把检索式添加至检索式预览框review1 2

3

4 开始检索

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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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查询机器人控制技术的SCIE论文

检索

1

2

3

4

5

被引频次降序

使用次数最近180天

1. 新增检索栏，无需返回主页面可随时进行新的检索

2. 新增Copy query link

3. 新增Early access精炼选项和Review article快捷精炼项

4. 文献排序方式收起到右边

5. 文献列表每一篇文献均可直接利用引文索引3维度分析

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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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也想要You may also like…

检索

24

You may also like…

帮助发现更多相关的文献

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您可能也想要You may also like…

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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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may also like…

❑ 数据基础：近一年的用量数据和文章数据

（标题，摘要和作者关键词）

❑ 频率：每天更新

❑ 推荐：5个（预览页面）至50个最被推荐

You may also like…

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检索导航

检索

新增检索导航标签

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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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检索

检索

作者检索

• 支持姓名与Authors Identifiers检索

• 支持“偏好姓名”检索（姓名变体）

• 当检索结果过多时，不再强制用户填写“国家”

与“机构”信息（对比Classic WOS）

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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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检索

检索

作者检索结果界面：

• 页面左侧新增精炼选项

• 姓名、机构与研究方向按出现

频次降序排列

新增功能：合并作者记录

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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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检索/作者记录示例

新增功能：帮助作者correction此项记录

未被认领的作者记录 被认领的作者记录

检索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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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检索/作者记录示例

影响力指标

作者位置

合作作者分析

检索

作者记录界面选择期刊
标题查看期刊影响力

新增功能

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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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检索/作者记录：Author Record Beamplots 射束图
分析

01 首次发表时间

02 科研产出连续性

03 职业生涯发展

04 分年度及总体产出分析

05 单篇论文、年度论文及全部论文影响力揭示

06
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百分位指标

Beamplots 适用范围：

- 只在New WoS中呈现

- 只有核心合集支持作者记录 | 检索

- 最早回溯至1980

- Article, Review文献

- Total citations来自WoScc

- 百分位来自InCites

《全面画像，而非简单指标》报告下载地址： https://clarivate.com/g/profiles-not-metrics/

百分位数：每篇论文的被引次数均按与同学科、同出版年、同文

献类型的平均值进行“规范化”，并将该值转换为百分位数，数值

越大影响力越高。比如：百分位数为90，意味着该论文的影响

力超过90%的同类型论文。

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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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检索结果

分析检索结果

分析

创建引文报告

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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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检索结果界面

分析

多维分析维度默认收起

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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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引文报告界面

分析

新增：可调整文献发表年时间区间

分析特定年限文献的引文影响力

升级：图谱可综合分析

文献产出趋势及其引文影响力趋势

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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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全记录界面-Publons透明同行评议徽章

分析

Publons透明同行评议徽章

o 来自参与“Publons透明同行评议”项目的出版社

o 含评审意见，作者反馈，编委最终意见等

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36Insert footer

In-text citation, or 
mention: 

This is the occurrence 
of the citation to a 
reference within the 
full text of the article.

Reference:  This 
is the cited 
reference that 
appears in the 
bibliography. 

Article or 
source:  This is 
the  article that 
matches your 
research 
interests. 

被引参考文献深度分析Citation Context: Enriched Cited References
分析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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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被引参考文献深度分析Citation Context: Enriched Cited References

根据文中引文位置以及引

用频率进行可视化展示

根据参考文献出现的位置、

引用等对参考文献排序

适用范围：

▪ 符合IMRAD 结构的Article

▪ 创作共用许可协议CC BY license 的OA

期刊提交符合质量标准的 XML data

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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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引用参考文献的章节，了解引用目的

❖ 发现对该篇文献影响较大的参考文献

❖ 发现相关文献，相似论文以及共同被引用的论文

被引参考文献深度分析Citation Context: Enriched Cited References
分析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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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团队共享检索结果

管理

新增Copy query link, 高效分享检索结果链接
https://www.webofscience.com/wos/woscc/general-

summary?q=W3siZiI6IkRPIiwidCI6IjEwLjEwMDcvQkYwMDY1Njk5NyAxMC4zMzIyL2NhYWMuMjEyN

jIgMTAuMjIwNzQvY2VsbGouMjAyMS42ODI3IDEwLjIyMDM0L2dqZXNtLjIwMjEuMDEuMDYifV0

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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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创建跟踪：定题跟踪

管理

创建定题跟踪

实时跟踪某课题、某作者、
某机构等的最新研究进展

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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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标记结果列表

管理

添加到标记结果列表

新增：页面左侧新增精炼选项，

协助用户快速分析及锁定所需结果

选择标记文献范围，一次最多

可批量标记50000 篇文献

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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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文献功能更新

✓ 已迁移的导出功能：EndNote online、
EndNote desktop、plain text file、Excel、
Publons、InCites

✓ 新增导出格式RIS

✓ 新增：一次最多可批量导出1000 条文

献记录

与EndNote，Mendeley，Zotero，Papers，

RefWorks等参考文献管理器兼容

管理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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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Text Links全文选项

o S•F•X 通过设置open URL链接到机构已

订购的电子资源

o 启用联机公共检索目录（OPAC），通

过期刊ISSN识别可获取全文的来源

管理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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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管理检索历史

管理检索历史

访问检索结果

编辑检索式

新增：检索历史时间戳

管理中科院科研信息素养讲堂



已迁移功能已迁移的数据库 改进功能 双平台权限时间节点

New Web of Science升级更新速览

• 基本检索

• 高级检索

• 作者检索/作者记录

• 分析检索结果

• 创建引文报告及导出

• 文献导出格式EndNote、plain 
text file、Excel、导出至InCites
及Publons等

• Publons同行评议徽章

• 创建跟踪，引文跟踪

• 全文选项

• Web of Science学科、 WoScc作
者姓名检索支持输入联想

• 简体中文、繁体中文、日语、
俄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操
作界面

• 其他功能持续迁移中…

•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 BIOSIS Citation Index

• Biological Abstracts

• BIOSIS Previews

• Zoological Records

•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 CABI: CAB Abstracts and 
Global Health

• Medline

• All Databases

• KCI-Korean Journal Database

• Russian Science Citation Index

• SciELO Citation Index

• Inspec

• Data Citation Index

• Arabic Citation Index

• FSTA

• 更多数据库持续迁移中…

•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支持全库检索

• 新增publisher检索字段

• 新增导出 RIS格式

• 文献最多可一次性导出1000篇记录

• 新增作者影响力射束图

• 新增作者记录correction功能，合并作者
记录功能

• 改进检索历史

• 标记结果列表新增精炼选项

• 资源中心Pendo

• 引文报告：精炼分析文献的出版年

• 可分享的检索链接

• 高级检索新增“Exact search”

• 新增Early Access、Review articles 精炼
选项

• 检索字段升级: Affiliation,DOI, Accession 
number, PubMed ID

• 您可也想要…文献推荐

• Enriched cited references

• 基金数据及字段

• Library custom branding

• 更多个性化功能持续升级中…

• 2020年11月30日，现有WoS
用户全部开通

• 2021确保全部用户可双平台
访问

• 2021年第三季度，全部用户
直接访问New WoS, 并可返回
Classic WoS

• 2021年底前，逐步关闭
Classic WoS

更新时间：截止到2021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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