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b of Science助力科学研究专题讲座
----人文社科国际化研究的探讨

赵 冲
汤森路透
2014-11-14



汤森路透

• 智能信息将专家的智慧、对行业的深刻理解和创新的技术整合
在一起，为决策者提供采取行动所必需的知识，帮助他们更快
地作出更好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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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创新对文献信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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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质量 广度 深度

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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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SCI+SSCI+A&HCI论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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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报告

高影响力论文/热点论文

作者：李玲 等，中国政法
大学司法文明协同中心

http://www.ccijc.com/
http://www.ccijc.com/
http://www.ccijc.com/
http://www.ccij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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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学科分析



8

投稿期刊分析



国际合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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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情况



报告提纲

为什么要人文社科国际化

 Web of Science引文索引简介

中国SSCI/A&HCI投稿趋势

利用SSCI/A&HCI捕捉国际学术热点及研究社会科学中的共

性问题

如何让科学研究更有效率、更有乐趌？

如何获得更多的学习资源助力科研？



为什么要人文社科国际化？

• 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要求

----经济全球化需要在攻克环境污染、贫富差距、
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等问题时需要打破国界、地域、
学科的界限。全球化时代需要社会科学研究有全球视
野、全球意识和全球的观点

• 国际化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重
要手段

• 国家政策鼓励人文社科“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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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关发展人文社科政策的路线图



报告提纲

为什么要人文社科国际化

 Web of Science引文索引简介

中国SSCI/A&HCI投稿趋势

利用SSCI/A&HCI捕捉国际学术热点及研究社会科学中的共

性问题

如何让科学研究更有效率、更有乐趌？

如何获得更多的学习资源助力科研？



Web of Science TM 平台界面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科学引文索引, SCIE)
176个学科，8630种期刊，数据最早回溯至1900年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SCI)
56个学科，3131种期刊，数据最早回溯至1900年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 AHCI)
28个学科，1728种期刊，数据最早回溯至1975年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会议录引文索引– 自然科学版),    1990-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会议录引文索引– 社会科学与人文版),   1990-

 Book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图乢引文索引–自然科学版 + 社会科学与人文版)  2005-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

数据收集日：2014-05-05



Citation Index 引文索引

1955年 Dr. Garfield在《Science》上发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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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Eugene Garfield

Founder & Chairman Emeritus

ISI, Thomson Scientific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extend 

our retrospective coverage of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back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Century of Science initiative 

makes that dream come true.”



引文索引的概念 :  收录论文的参考文献幵索引



引文索引 Vs 关键字检索

The language of research is constantly changing, as research progress 
concepts and terminology evolve.

• Text based searching may miss critical information
• Network linkages through citations facilitate the discovery of 

information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terminology

LAV
(Europe)

HTLV-III
(USA)

HIV + many variants, ―SIV‖

1983 1987 Present Future

???

关键词的不断演变，造成漏检，
错过高影响力的重要文献

科学的检索方式：
主题词+引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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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引文索引－通过文献的引证关系了解课题的发展脉络

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沿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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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SSCI/A&HCI 权威数据的特点和价值

•严格遵循50多年来一贯的选刊标准，遴选全球
最具学术影响力的高质量期刊

•综合性数据库,收录全球各学科精选的、高影响
力的12,000多种学术期刊

•独特的引文索引揭示科学研究间的内在联系和
发展，反映了科学研究的贡献与影响

http://images.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www.doitpoms.ac.uk/tlplib/optimisation-biomaterials/figures/wright_sml.jpg&imgrefurl=http://www.doitpoms.ac.uk/tlplib/optimisation-biomaterials/printall.php&usg=__SjJAQYTQNDcj3voG1DU_2WhR4No=&h=347&w=500&sz=36&hl=en&start=13&tbnid=Mh8GgnnTR8YLiM:&tbnh=90&tbnw=130&prev=/images?q=wright+brothers+plane&gbv=2&hl=en
http://images.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www.fencecheck.com/files/C3WPprT404Tcxl6egcJBrT4BM4MMys30.jpg&imgrefurl=http://www.fencecheck.com/news/DC-3_Passenger_Flights_End_in_the_UK/&usg=__h2tud14kf1RDlpDXPy4NhCNfOMQ=&h=436&w=655&sz=122&hl=en&start=8&tbnid=OnlYtaWpr8ZpoM:&tbnh=92&tbnw=138&prev=/images?q=dc+3+aircraft&gbv=2&hl=en
http://images.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www.public.iastate.edu/~s_g_t/Images/Aircraft/Concorde.jpg&imgrefurl=http://www.airliners.net/aviation-forums/aviation_photography/read.main/299402/&usg=__e43op-mj5BgcpWuybIehBoGZtXo=&h=1462&w=2495&sz=439&hl=en&start=39&tbnid=XzqO92Oqmrsp3M:&tbnh=88&tbnw=150&prev=/images?q=concorde+plane&gbv=2&ndsp=20&hl=en&sa=N&start=20
http://images.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www.wallpaperbase.com/wallpapers/space/spaceshuttle/space_shuttle_13.jpg&imgrefurl=http://en.board.bigpoint.com/darkorbit/showthread.php?t=36166&usg=__xM9C6S3SySND2NhVe7foBcOKkos=&h=768&w=1024&sz=138&hl=en&start=1&tbnid=FZrczczdDVcJ3M:&tbnh=113&tbnw=150&prev=/images?q=space+shuttle&gbv=2&hl=en&sa=G


• 人类学

• 商业

• 沟通

• 犯罪学和刑罚学

• 经济学

• 教育

• 环境研究

• 家庭研究

• 地理学

• 老年医学和老年病学

• 卫生政策和服务

• 计划与发展

• 历史

• 工业关系与劳工问题

• 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

• 语言与语言学

• 法律

• 政治科学

• 心理学

• 精神病学

• 公共卫生

• 社会问题

• 社会工作

• 社会学

• 药物滥用

• 城市研究

• 妇女问题

• 社会科学，交叉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 哲学

• 语言

• 语言学

• 文学评论

• 文学

• 音乐

• 哲学

• 诗歌

• 宗教

• 戏剧…

• 考古学

• 建筑

• 艺术

• 亚洲研究

• 古典

• 舞蹈

• 电影/广播/电视

• 民俗

• 历叱

• …



超过一百多种期刊在中国发表（包括澳门和香港），其
中收录在SSCI和A&HCI的期刊：

– SSCI: 9种期刊

– A&HCI: 5种期刊

Web of Science 中的中国期刊



SSCI中的中国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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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刊名 中文刊名 ISSN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经济学与金融年刊》 1529-7373

Asia Pacific Law Review 《亚太法律评论》 1019-2557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亚太会计与经济学期刊》 1608-1625

China & World Economy 《中国与世界经济》 1671-2234

China Review-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n Greater China
《中国评论-大中华跨学科期刊》 1680-2012

Hong Kong Law Journal 《香港法律学刊》 0378-0600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管理和组织评论》 1740-8776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太平洋经济评论》 1361-374X 

Transportmetrica A-Transport Science 《交通运输计量A- 运输科学》 1812-8602



SSCI收录有关中国方面的期刊介绍
• China Journal 《中国杂志》 澳大利亚

• ISSN: 1324-9347 ， 1975年创刊，全年2期，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

文化，发表论文、评论和书评。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 

RESEARCH SCH PACIFIC STUDIES, AUSTRALIAN NATL UNIV, GPO BOX 

4, CANBERRA, AUSTRALIA, 2601

• China Quarterly 《中国季刊》 英国

• ISSN: 0305-7410， 1959年创刊，全年4期，刊载有关当代中国，包括台湾地

区和海外华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学艺术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文章。

CAMBRIDGE UNIV PRESS, 32 AVENUE OF THE AMERICAS, NEW YORK, 

USA, NY, 10013-2473

• Modern China《现代中国》 美国

• ISSN: 0097-7004， 1975年创刊，全年4期，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科学领域问

题的刊物。SAGE PUBLICATIONS INC, 2455 TELLER RD, THOUSAND 

OAKS, USA, CA, 91320 



SSCI收录有关中国方面的期刊介绍

•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中国语言学杂志》 美国

• ISSN: 0091-3723，刊载中国语言及其邻近地区语言的研究文章。UNIV CALIF, 

PROJECT LINGUISTIC ANALYSIS 2222 PIEDMONT AVE, BERKELEY, USA, 

CA, 94720 

•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中国传播学期刊》 英国

• ISSN: 1754-4750. ROUTLEDGE JOURNALS, TAYLOR & FRANCIS LTD, 4 

PARK SQUARE, MILTON PARK, ABINGDON, ENGLAND, OXFORDSHIRE, 

OX14 4RN

•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中国管理研究》 英国

• ISSN: 1750-614X.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HOWARD 

HOUSE, WAGON LANE, BINGLEY, ENGLAND, W YORKSHIRE, BD16 1WA



A&HCI中的中国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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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刊名 中文刊名 ISSN 

Arts of Aisa 《亚洲艺术》 0004-4083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中国历史研究》 0009-4633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当代中国思想》 1097-1467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外国文学研究》 1003-7519

Logos & Pneuma-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 1023-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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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

如何让科学研究更有效率、更有乐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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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SSCI/A&HCI出版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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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SSCI/A&HCI论文涉及的WOS学科类别



中国SSCI/A&HCI论文的主要发文机构



中国SSCI/A&HCI论文主要的合作国家

约40%的中国SSCI/A&HCI论文为

国际合作论文，充分说明了中国人

文社会科学已经开始“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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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SSCI/A&HCI投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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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科学研究更有效率、更有乐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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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科学选题

• 1. 课题选择和国际接轨。想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文献，就必须了解国际研究动

态，选择与国际学术研究合拍的课题。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科学研究
选题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一定距离。(不能仅仅依靠中文文献）

2. 课题要有可发展性。课题可发展性对高水平论文的持续产出具有极大作用。

作为新兴研究领域，该理论本身有许多尚待研究之处，同时该理论也可用来解
决最优化方面的问题。反之，有人由于所接触的问题已处于该研究分支的末
端，即使在该点上有所突破，也难持续发展。

3. 借助工具选题：①查阅有关领域的检索工具，这些工具各高校都有；②了解
SCI/SSCI收录期刊所反映的科技动态，期刊信息可从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mjl查获，③利用工具帮助选题，例如，能

对正在开展的工作进行量化分析以保证用户科学研究同科学发展趋向一致的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介绍有关最杰出人物研究状况、有关领域研究
热点（Science Watch）和发展趋向的(ISI Highly Cited.com)；④利用网上数据
库了解国际学术研究动态及有关资料。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


浙江苍南城管被打事件

英国地铁工人罢工“APAC北京会议”



课题案例一：集体行动

社会心理学中的群体行为（勒
庞，1895），社会学的社会运动
范畴（斯梅尔塞，1962；梯利，
2004），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
迁（道格拉斯·诺斯，1981；埃莉
诺·奥斯特罗姆，1993），以及公
共管理学中公共物品（或集体物
品）供给（奥尔森，1966；埃莉
诺·奥斯特罗姆，1993）等有关集

团利益或共同利益的追求问题，
都属于集体行动的范畴。那么，
何谓集体行动呢？芝加哥大学社
会学系赵鼎新教授将集体行动看
作是与社会运动、革命同一范畴
的三个概念。－摘自百度百科



输入关键词

检索式: 主题="collect* action"





科技文献的获取途径



Stop Searching         Start Discov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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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快速锁定高影响力
的论文？



快速锁定高影响力的论文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
诺·奥斯特罗姆的代表作《集体行动
理性选择理论的行为分析》，其中
对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产生
的问题做了系统阐释。



… …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对公共事

务从建设性角度提出新的集
体行动和自主组织的创新方
案。在公共管理与可持续发
展方面，正是奥斯特罗姆的
研究冲破了公共事务只能由
政府管理的唯一性教条，冲
破了政府既是公共事务的安
排者又是提供者的传统教
条，提出了公共事务管理可
以有多种组织和多种机制
（多中心主义）的新看法。



全记录的引文链接（施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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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记录的引文链接（施引文献）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集体行动研究
领域的另一代表作《理解制度的多
样性》



全记录的引文链接（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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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研究领域
的经典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
对后世集体行动的研究产生了极为
深远影响。总被引次数超过6500余
次。



全记录的引文链接（相关记录）



Web of Science中的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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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甲 论文乙

A B C D E F



全记录的引文链接（相关记录）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其他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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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记录的引文链接 ——引证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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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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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整体上把握课题
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快速锁定特定学科领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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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特定学科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



快速锁定不同的文献类型-书评、综述



文献的深入分析

64

 分析某研究课题的总体发展趋势。
 找到该研究课题中潜在的合作者和合作机构。
 对该课题领域的国家信息分析，例：国家内领先机构和高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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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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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年分析：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以及判断课题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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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

奥斯特罗姆

著者分析：

- 发现该领域的高产出研究人员

- 有利于机构的人才招聘

- 选择小同行审稿专家

- 选择潜在的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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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 发现该领域高产出的大学及研究机构

- 有利于机构间的合作

- 发现深造的研究机构



国家和地区：发现该领域高产出的国家与地区



70

World Development --Elsevier

期刊

- 选择合适投稿的期刊

- 关于跟自己课题相关的期刊



如果稿件投向了不合适的期刊会遭遇：

• 退稿：内容“不适合本刊”，使稿件延迟数周或数
月发表；

• 不公正的同行评议：由于编辑和审稿人对作者研究
领域的了解比较模糊，从而有可能导致稿件受到较
差或不公正的同行评议；

• 少有同行关注：埋没在一份同行很少问津的期刊
中，达不到与小同行交流的目的。也可能从没有被
人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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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此功能发现中国在该领域:

– 引领机构, 高产出, 高影响力的作者
– 经常发表中国作者论文的期刊
– 与中国学者合作的国家和机构
– 该课题在中国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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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报告呈现该领域的总体趋势



迅速锁定高影响力论文\高热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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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引文索引－通过文献的引证关系了解课题的发展脉络

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沿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道路…

Cited
References

1993
1991

1998

1980

越查越深

Related 
Records

2004

1999

2002

1994 越查越广

2010

2003

Times 
Cited

2008

2006

越查越新



利用Web of Science获取思路，激发研究思想

• 以一篇高质量的文章为检索起点进行被引参考文献检索Cited 

Reference Search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的特点：

• 以一篇文章、一个作者、一个期刊、一篇会议文献戒者一本书作为检

索词,进行被引文献的检索. 在不了解关键词戒者难于限定关键词的时

候，您可以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了解课题的全貌。

– 某一理论有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是否已经应用到了新的领域?

– 某项研究的最新进展极其延伸？

– 某个实验斱法是否得到改进？

– 如何了解某篇论文/某部论著被引用情况？以揭示其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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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以Mancur Olson教授1965年撰写的学术专著《集体行

动的经济逻辑》为例

被引文献作者

被引著作

录入信息时需注意缩写情况，比如

人名：姓是全拼+名是首字母缩写





二次检索：
查看该专著对于现代中国

的启示？



中国的社会科学走向国际舞台的思考

论文的选题－－一点之见皆成文

• 愈本土的题材，戒许愈有国际参考价值，而且愈具
自己的独特性。别人戒许没有这样的机会、脉络，
站在这样的角度去做这样的研究。可以通过本土的
特殊事件做为脉络，去看一个重要的概念及研究议
题。

• 但应避免本土到这个议题完全无法让别人产生共鸣

• 有关于中国的特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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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国乡村选丼
("RURAL elect*" or "VILLAGE* elect*") same China



例: C2C market, Tao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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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是怎样
研究中国艺术
与中国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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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艺术和中国画相关的
研究成果共有53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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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艺术和中国画相关的艺
术类研究成果的来源.



一篇由威斯康辛大学的学者发表的文章，
研究了中国的寺庙中供奉的孔子像。指出
不同寺庙中孔子像的视觉特征在很大程度
上受到当时的皇帝为孔子及其学生追授衔
级的高低，而且这一现象同样出现在道教
和佛教供奉的神像中间。



比如这篇由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研
究学者发表的论文，研究了中国戏曲
表演艺术和移动影像媒体之间的关
系。



报告提纲

为什么要人文社科国际化

 Web of Science引文索引简介

中国SSCI/A&HCI投稿趋势

利用SSCI/A&HCI捕捉国际学术热点及研究社会科学中的共

性问题

如何让科学研究更有效率、更有乐趌？

如何获得更多的学习资源助力科研？



如何让科学研究更有效率，更有乐趣 ？

Web of Science的管理和写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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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Web of Science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 怎样利用Web of Science将有关课题的最新文献信
息自动发送到您的Email邮箱?

– 定题跟踪

– 引文跟踪



保存检索历史,创建定题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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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题跟踪”：可实时跟踪某课题、某作者、
某机构等的最新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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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引文跟踪”－随时掌握最新研究进展



如何有效地管理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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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 Basic：参考文献的收集



Endnote：参考文献的收集（from WOS平台）



Endnote：参考文献的收集（外库资源）

外库资源导入EndnoteBasic前要
在自己的PC机上做一下存盘，然
后再导入EndnoteBasic中









WOS平台数据导入Endnote Basic后：

建立文件夹分类管理参考文献

快速检索需要的参考文献



Reference 参考文献格式

在2004年投向Nature的中国文章有55%,，
2003年更是高达62％， 未经编委审查，在
期刊初审阶段就退稿，很大一部分是格式
问题，特别是参考文献格式

即使是最高水平的期刊，其中也有30％的
文章有参考文献的错误，这大大降低了文
章被引用次数的统计

• 不同领域
• 不同期刊
• 不同院校的硕博士论文

参考文献格式要求不尽相同
Endnote Basic

Endnote



小插件：实现Word和Endnote Basic之间的对接



小插件：实现word与EndnoteBasic之间的对接



如何边写作边插入参考文献？

Sheng. L



如何边写作边插入参考文献？







如何统一做格式化处理？

找到目标参考文献格式，点击！
e.g. Turabian Biol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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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个人library‖——按课题建立图书馆，存放收集
到的所有文献资料

二、收集管理资料——数据库检索导入、搜索引擎导
入、直接从Endnote Basic远程连接导入、手工导入检索

到的文献，并随时可以检索、更新、编辑、共享相关文
献

三、编排参考文献——使用Endnote Basic方便地插入参
考文献，按照期刊要求的格式，自动生成参考文献列表

四、随时随地通过 http://my.endnoteweb.com 使用您的
Endnote Basic

Endnote Basic能做什么？

http://www.myendnoteweb.com/


报告提纲

为什么要人文社科国际化

 Web of Science引文索引简介

中国SSCI/A&HCI投稿趋势

利用SSCI/A&HCI捕捉国际学术热点及研究社会科学中的共

性问题

如何让科学研究更有效率、更有乐趌？

如何获得更多的学习资源助力科研？



免费查询某期刊
当前是否被Web of Science收录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mjl/



汤森路透所有数

据库的使用课件

学习资源，网址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



模
块1

W
O
S

大
讲
堂
（
科
研
及
研
发
人
员
）

模块：WOS大讲堂（科研及研发人员）

3月-6月，每周二（六） 晚上19:00-20:00

网址：http://ip-

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

ne/Spring2014/research.htm



Web of Science科研平台
帮助您发现最重要和最相关的信息

 快速锁定本课题相关的高影响力的论文

 追踪溯源 – 检索某个课题的综述文献

 抽丝拨茧 – 分析全球研究前沿、发展趋势

 了解与自己研究斱向相关的机构、合作伙伴

 密切关注在该研究领域的顶尖的研究小组所发表的论文

 Cited reference search 帮助获取思路，激发研究思想



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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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1

2010年，与国
家教育行政学
院建立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

中国134所大
学引入Web of 

Science 数据
； 2008年10

月， Web of 

Science 正式
推出中文界面

每一项中国专
利申请都需要
经过检索汤森
路透的专利数
据从而完成审
查过程

Science 

Citation Index

为中国高校提
供世界顶尖的
科学研究与绩
效评估平台

科技部发布
“十二五”科
学与技术发展
规划

与中科院合作
建立面向未来
的联合研究中
心

与中国科学院建立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5所顶尖大学率先引进Web 

of Science,并组成CALIS (教育
部) 联盟采购集团

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 

引入 Web of Knowledge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
研究所(科技部)– 建

立联合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引入Web 

of Science; 目前成为
全球十大客户之一

与商务部达成建立世界
创新与投资促进平台的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与工业与信息产业化部

成立联合实验室

成为教育部 高级管

理人才培训项目的
主要合作伙伴



Web of Science在中国高校的发展

260+ 高校

30+ 机构

北京高校 29



东华大学 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 东北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 南京大学 河南工业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沈阳工业大

学
大连民族学院 中国计量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

复旦大学 北方工业大学 北京印刷学院 南京农业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上海电力学院
中国医科大

学
大连海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北京联合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兰州大学

上海第二工业大
学

吉林大学 沈阳药科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湖北医药学院

上海海洋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河南大学 安徽工业大学
东北师范大

学
哈尔滨工程大

学
西北大学 湖南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清华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新乡学院 安徽大学 常州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广东海洋大学

上海海事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内蒙古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大学 山东大学 西安理工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内蒙古工业大

学
安徽农业大学 江南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汕头大学

上海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南京工业大学
内蒙古农业大

学
苏州大学

西交利物浦
大学

福建农林大学 第四军医大学 暨南大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内蒙古科技大

学
河海大学 东南大学

福建中医药大
学

陕西师范大学 深圳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 浙江大学 南开大学 扬州大学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

华侨大学 新疆大学 广西医科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天津大学 南通大学
常熟理工学

院
厦门大学 广西大学

桂林电子科技
大学

第二军医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浙江理工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江苏师范大学
中国药科大

学
中南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 桂林理工大学

同济大学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信息科技大

学
郑州大学 西南石油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杭州电子科
技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温州医学院 东莞理工学院

江西师范大学 深圳大学城图书馆 湖北工业大学 石家庄铁道大学

海南医学院

南昌大学
浙江工商大

学
武汉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新疆医科大学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浙江师范大学 三峡大学 杭州师范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中山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中北大学
山西大学

*39所985高校
*97所211高校

*29所北京高校

*40+行业类高校



中国政法大学（校园网）
Web of Science数据库平台

访问网址：www.webofscience.com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科学引文索引, S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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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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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note Basic 文献管理工具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会议录引文索引-CPCI

已开通试用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期刊引证报告-JCR



1.检索式编写：

• media ethics; media 

moral ; media morality; 

media morals

• (media near ethics or 

media near m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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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新闻界最高奖。
@1994年4月公布的获奖名单中，
―特写性新闻摄影‖(Feature Photography) 

奖项获得者是拍摄的一张苏丹小女孩照片
的南非―自由记者‖凯文·卡特。
@他获普利策奖3个月后，
用一氧化碳自杀身亡。

凯文·卡特之死是记者追求―好的‖的新闻、
―精彩的‖的镜头，与社会伦理与公德之间
尖锐冲突的结果。

Web of Science应用课题:“媒体伦理研究”

2. 应用目的：

梳理本课题的研究历史和最新进展；
发现本课题研究中高影响力的论文成果；
了解本课题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机构和学者；
了解本课题研究获得的重要资助基金；
锁定关注本课题研究的国际学术期刊；
思考该课题对中国相关研究中的启示思路；
… …



Q & A



祝中国政法大学早日建成：
开放式、国际化、多科性、创新型的
世界知名法科强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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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冲
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集团
floyd.zhao@thomsonreuter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