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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 Web of Knowledge现有平台功能回顾

• Web of Knowledge新平台功能介绍

• 如何有效利用新功能辅助查收查引工作

• 如何利用新功能助力科技查新

• 如何利用新功能灵活分析数据集合



ISI Web of Knowledge: 
为科研人员研究工作流建立整合的创新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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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 Web of Knowledge 在科研人员的工作中

 进行课题调研，获取思路，激发研究思想

 跟踪某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

 提供申报科研项目、申请国家基金所需科技信息

 申请国际学术任职

 开展国际合作，寻求高访和科研工作的合作伙伴

 进行自我科研成就的评估

 简化科研论文写作程序, 提高工作效率

科研人员



ISI Web of Knowledge 在研究生的学习和工作中

 进行论文的开题查新工作、选取论文的研究课

题

 跟踪某研究领域/某课题的最新进展

 高效率地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

 帮助选择投稿期刊,有助于其论文的发表

 寻求未来的学习和工作机会

学生



 进行科研成果的评价与分析

学科科研成果的评估

人才引进的评估

国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评估

验收项目戒鉴定成果

 为开展学位点的申报提供服务

 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开展与企业的合作研发

ISI Web of Knowledge在科研管理人员的工作中

科研管理人员



ISI Web of Knowledge 在图书馆员的工作中

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开展深层次信息咨询服务

– 帮助科研人员尽快获得科技信息资源

– 帮助科研人员进行投稿期刊的选择

– 报道本机构的每年度SCI/SSCI、ISTP论文收录情况和分析

其科研影响力

– 提供论文收录及引用检索报告，为职称申报、学位点的申报

、国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申报、基金申请、科研成果的评

价提供服务

– 方便图书馆人员自身申请软课题

– 有助于图书馆开展查新工作

图书馆员/信息专家



利用WOK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开展主动服务
• 科研机构（科技处、研究生院、教务处）

 科研成果的评价与分析

学科科研成果的评估（三大索引收录情况及科研影响力）

科研投入与产出评估/决策

评估由基金支持的科学研究质量、影响力及其对科技创新

的贡献

国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评估

项目验收或成果鉴定

 开展国际合作

 学位点的申报、

 国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申报、重中之重申报



针对机构的全景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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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Citation Report.pdf


利用WOK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开展主动服务

• 科研机构（人事处）

 人才引进的评估

 学校特聘教授评估

 职称申报/院士申请（提供论文收录及引用检索报告）

 博士后评估

 核心期刊目录



针对学术人才的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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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Citation Report.pdf


利用WOK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开展主动服务

• 科研人员

 课题选题调研，获取思路，激发研究思想

 跟踪某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

 经费申请：申报国家基金、杰青、海外合作项目

 国际学术任职：担任期刊编委、期刊编辑、同行评审 、国际会

议程序委员、期刊增刊和专刊主编、海外基金评委

 开展国际合作，寻求高访和科研工作的合作伙伴

 科研成就的评估、评估所做课题的影响力

 项目验收或成果鉴定：国家基金和杰青结题、国家级科研成果

鉴定

 简化科研论文写作程序, 提高工作效率



例: 碳纳米管课题分析报告



利用WOK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开展主动服务

• 图书馆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开展深层次信息咨询服务

– 帮助科研人员尽快获得科技信息资源

– 帮助科研人员进行投稿期刊的选择

– 报道各学科核心期刊收录及影响因子

– 报道本机构的每年度SCI、 SSCI、A&HCI、 ISTP、ISSHP论

文收录情况和分析其科研影响力（排名）

– 提供论文收录及引用检索报告：职称申报/院士申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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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 Web of Knowledge现有平台功能回顾

• Web of Knowledge新平台功能介绍

• 如何有效利用新功能辅助查收查引工作

• 如何利用新功能助力科技查新

• 如何利用新功能灵活分析数据集合



WOK 5  升级时间表

19 © 

2011 

THO

MSO

January 

2011

June/July

2011
Sept/Oct

2011

April

2011

WoK 4.10

主要使用平台

WoK 5.1

次要平台
限制访问
有限的数据库
• WoS

• CSCD

• BCI

WoK 5.2

次要平台
无访问限制
所有数据库
• WoS

• BCI/ BP/ BA

• Inspec

• Medline

• CCC

• . . . 

WoK 4.10

次要平台

主要使用平台

WoK 5.3

www.webofknowledge.com



目前使用入口（http://www.webofknowledge.com)

20



21



22

WOK5新功能: 检索功能

• 在主题检索字段可检索所有输入检索词–不再有停用词限制

• 模糊匹配检索（Lemmatization） – 自动辅助寻找词的变体

– 自动截词检索单复数、动词时态、以及形容词比较级等

– 自动匹配英美拼写差异。

• 可实现左截词

• 增加临近算符 NEAR/x 操作

• Web of Science 新增检索功能

–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Cited Reference Search ）– 现在可
以检索卷号和页码

– 在地址字段可以检索单词完整表达 (University, College, 

etc)

– 可按照原文中的作者名进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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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页面和检索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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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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len K*

Researcher ID 检索作者的Researcher 

ID号码

www.researcherid.com

A-100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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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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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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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配符

Symbol Retrieves

*
截取零到多个字符

*carbon*

carbon, hydrocarbon, 

polycarbonate

$
截取零到一个字符

colo$r

color, colour

?
截取一个字符，可用于词前、词中、
词后

en?oblast

entoblast, endoblast

注意: ，当使用词形还原的
时候，通配符$不能使用在
双引号内(i.e. “colo$r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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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逻辑算符

检索包含所有关键字的数据。

标题： “stem cell*” AND lymphoma

检索含有“stem cell”或者”stem cells”同时含有及词语
“lymphoma”。 等效于检索“stem cell*” lymphoma

检索的数据中至少含有一个所给关键字。用于检索同义词或者词的不
同表达方式。

标题: aspartame OR saccharine OR sweetener* 

检索至少含有一个关键字的数据。

排除含有某一特定关键字的数据。

标题: aids NOT hearing

检索含有“aids”的数据，排除含有“hearing”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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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算符

词组检索 当检索一个精确的词组的时候，可以使用双引号。 注意: 

使用双引号的时候，会使词形还原功能失效。

Example:  “stem cell”

NEAR/x NEAR代表所链接的两个词之间的词语数量小于等于N，默
认的使用Near的缺省值是15。

Example:  canine NEAR/10 virus

canine NEAR virus

SAME 只在地址字段中进行检索，同时要求两个词是在同一个地
址字段中。

Example:  yale SAME ho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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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一个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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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

•Dihydroxylation

•Dihydroxylations

•Dihydroxylated

•Aminohydroxy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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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词形还原进行检索

Examples: 

•frog/frogs

•mouse/mice

•color/colour

•loud/louder/loudest

•run/running/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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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全部显示（大于10万篇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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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K5新功能: 管理结果

• 所有检索到的结果都会显示 – 不再有检索记录限制

• 检索结果可以按照出版日期排序

• 可实现摘要预览

• 跨库检索All Databases search – 可按照数据库对检索结果进
行提炼

• 分析的所有结果可以导出

• 标记结果功能增强

– 建立完整列表Total List – 将不同数据库的数据整合在一张列表中

– 最多可标记5,000 条记录

– 对标记列表中的记录可以进行分析和创建引文报告

– 标记列表的记录也可以直接链接到全文

– 可预览摘要

– 可实现删除单个记录



结果管理: 所有的检索结果都会显示



结果管理: 摘要预览



结果管理: 按数据库提炼数据



结果管理: 分析的结果可全部导出



结果管理: 标记列表功能的改进



结果管理: 标记列表功能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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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K5新功能: 作者识别

• 可检索的作者识别号 Researcher ID 字段

– 与网站 http://www.researcherid.com的全面整合

• 对作者识别工具（ Author Finder）的改进

– 将 Distinct Author Sets clustering与精炼功能结合在一起

http://www.researcheri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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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识别工具– Researcher ID

www.researcherid.com

http://www.researcheri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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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识别工具 – Author F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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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K5新功能: 引文统计

• 可看到来自于以下数据库的引用情况，从而了解一篇
文献的完整被引用图景

– Biosis Citation Index

– Web of Science

–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 文章的被引用次数包括以上三个数据库的全部加和

– 是否可以链接到施引文献取决于各机构的订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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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Knowledge平台中的引文资源

• Web of Science 已经不是Web of Knowledge平台中
拥有引文索引的唯一数据库

– BIOSIS Citation Index

–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 Web of Science

• 论文的被引次数来自于以上三个引文数据库的统计
之和

--每篇论文的引文链接的打开则取决于您所在的机构是否
定购了以上三个引文数据库

• 在非引文数据库中 (e.g. Inspec, CABI, etc.)可以从
一条记录链接到施引文献，参考文献和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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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Knowledge平台中的引文资源

BIOSIS Citation 

Index

生物引文索引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中国科学引文索引

Web of Science

内容来自于BIOSIS Previews 中国科学院和汤森路透的
合作数据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es (Sci., Soc. Sci. & 

Humanities)

1926-present

引文数据：
1989-present

引文数据：包括所有年限
1898-present

引文数据：包括所有年限

一般检索和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一般检索和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支持中英文检索

一般检索和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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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数量统计

参考文献信息和
施引文献信息

来自Web of Science的引用次数

点击该数字链接可以打开Web 

of Knowledge 平台中的来自三
个引文数据库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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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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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至引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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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识别工具– Researcher ID

www.researcherid.com

http://www.researcheri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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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识别工具 – Author F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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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 所有字段检索– 没有停用词的限制

• 调整检索设置– 自动进行词形还原（英美拼写） 该
功能包括寻找名词的单复数（ mouse and mice ）
、动词的不同时态 (run, running, ran), 形容词的比
较级，最高级等（ loud/louder/loudest ）以及英美
的不同拼写. 

• 左截词

• NEAR临近位置算符

• 检索结果全显示（大于10万篇记录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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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 Web of Knowledge现有平台功能回顾

• Web of Knowledge新平台功能介绍

• 如何有效利用新功能辅助查收查引工作

• 如何利用新功能助力科技查新

• 如何利用新功能灵活分析数据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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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检索作者钱逸泰的论文收录及引用情况

可选择按照原文作
者姓名全拼或者缩

写进行查询

查收录还需要选择
对应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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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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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作者甄别检索方式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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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可以按照机构、学科等方式进行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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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作者所属的多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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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自引后的引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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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施引文献的来源可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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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自引后的引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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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次数可按照数据库分别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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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 Web of Knowledge现有平台功能回顾

• Web of Knowledge新平台功能介绍

• 如何有效利用新功能辅助查收查引工作

• 如何利用新功能助力科技查新

• 如何利用新功能灵活分析数据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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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页面和检索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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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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len K*

Researcher ID 检索作者的Researcher 

ID号码

www.researcherid.com

A-100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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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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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researcherid.com/
http://www.researcherid.com/
http://www.researcheri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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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配符

Symbol Retrieves

*
截取零到多个字符

*carbon*

carbon, hydrocarbon, 

polycarbonate

$
截取零到一个字符

colo$r

color, colour

?
截取一个字符，可用于词前、词中、
词后

en?oblast

entoblast, endoblast

注意: ，当使用词形还原的
时候，通配符$不能使用在
双引号内(i.e. “colo$r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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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逻辑算符

检索包含所有关键字的数据。

标题： “stem cell*” AND lymphoma

检索含有“stem cell”或者”stem cells”同时含有及词语
“lymphoma”。 等效于检索“stem cell*” lymphoma

检索的数据中至少含有一个所给关键字。用于检索同义词或者词的不
同表达方式。

标题: aspartame OR saccharine OR sweetener* 

检索至少含有一个关键字的数据。

排除含有某一特定关键字的数据。

标题: aids NOT hearing

检索含有“aids”的数据，排除含有“hearing”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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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算符

词组检索 当检索一个精确的词组的时候，可以使用双引号。 注意: 

使用双引号的时候，会使词形还原功能失效。

Example:  “stem cell”

NEAR/x NEAR代表所链接的两个词之间的词语数量小于等于N，默
认的使用Near的缺省值是15。

Example:  canine NEAR/10 virus

canine NEAR virus

SAME 只在地址字段中进行检索，同时要求两个词是在同一个地
址字段中。

Example:  yale SAME ho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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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一个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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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

•Dihydroxylation

•Dihydroxylations

•Dihydroxylated

•Aminohydroxy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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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词形还原进行检索

Examples: 

•frog/frogs

•mouse/mice

•color/colour

•loud/louder/loudest

•run/running/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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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全部显示（大于10万篇记录）



利用所有数据库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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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库检索的结果可按照数据库进行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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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 Web of Knowledge现有平台功能回顾

• Web of Knowledge新平台功能介绍

• 如何有效利用新功能辅助查收查引工作

• 如何利用新功能助力科技查新

• 如何利用新功能灵活分析数据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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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大于10万篇记录的检索结果



分析结果可以全部保存

80



81

一次可选择多达5000条记录添加到标记列表



标记结果可以分析和制作引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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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列表可按照数据库名称分类并可统一制作引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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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数据库的列表均可进行分析或创建引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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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Web of Knowledge : Discovery Starts He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