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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Web of Science新增功能及细节优化盘点

3



4

不断变化的行业趋势和发展需求正在推动全球研究生态的变化

• 竞争日益激烈和快速变化的研究

环境需要新工具来减轻信息过载

并提高研究效率

• 机构和资助者的新任务增加了研

究人员的管理任务，导致多个配

置文件和重复系统，从而占用了

研究时间

• 开放科学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工

作流程，更加强调透明度和成

果的共享

• 资助者正在加速向开放科学的

过渡，这给作者、出版商和评

估人员带来了挑战

• 科研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需要评估和证明公共研究投资

在现实世界中的收益

• 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复杂性正在

推动对支持战略融资和投资决

策的高级分析需求

• 对效率和生产力不断增长的需求

正在推动加强国际合作、政企合

作和社区互动

• 决策者需要在整个研究生命周期

中跟踪产出，从而推动改进跨生

态系统工作流程和网络的需求

研究体验 开放科学 研究社群研究影响



加大投资帮助科研界将伟大的想法转化为有价值的成果
持续改进的Web of Science 帮助您在复杂的环境中脱颖而出

研究体验

研究影响

开放科学

研究社群

研究
效率

• 通过个性化服务在正确的时

间提供正确的信息

• 通过集成的研究情报平台简

化工作流程

• 支持开放研究质量评估

• 推动各种开放研究成果的

发现和验证

• 提供更多元的影响力指标以

推动负责任的科研评估

• 通过AI驱动的预测分析优化

研究和资助成果

• 促进资助者和研究人员之间的

有效互动

• 通过多种社区工具促进科研合

作和伙伴关系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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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功能双平台切换时间节点

新版Web of Science升级更新速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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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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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引参考文献深度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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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全部用户直接访问New WoS, 并可返回Classic WoS

• 2022年1月，计划关闭Classic W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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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简洁的检索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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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平台首页面

语言切换

产品选择

账号登陆

模块切换

子数据库选择

检索方式选择

检索字段选择

高级检索切换
更多条件限定

检索式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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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方式：日期、被引频次、使用次数……

分析检索结果
创建引文报告检索结果

定题跟踪

Web of Science平台检索结果页面

个性化推荐

精炼检索结果区域

检索结果列表

检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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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效的检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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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检索：字段变更及新增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可供检索的字段

所有字段 作者关键词

主题 会议

标题 文献类型

作者 DOI

出版物标题 编者

出版年 基金资助机构

所属机构（机构扩展） 授权号

出版商 团体作者

出版日期 Keyword Plus®

摘要 语种

入藏号 PubMed ID

地址 Web of Science类别

作者标识符 ……

字段名称变更

新增检索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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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输入内容推荐提示归并后的机构

基本检索：所属机构字段新增联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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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检索：支持一串DOI、入藏号、PubMed ID智能检索，无需布尔运算符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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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检索：自动构建检索式；新增“精确检索”选项

将检索词添加到检索式

选择是否进行精确检索

预览检索式

可供检索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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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检索历史（或组配检索式）

高级检索：可追踪的检索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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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检索式

新增：检索历史时间戳

复制检索链接

管理检索历史：保留检索时间信息；可复制检索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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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检索：支持作者姓名/作者标识符检索

选择作者姓名/作者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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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检索：支持多种精炼方式；支持合并作者记录

根据作者名称变体、组织名称、学科等进行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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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检索：支持提交作者信息修正



20

作者记录界面选择期刊
标题查看期刊影响力

获奖记录

作者检索：新增控制面板，全方位展示作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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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参考文献检索：支持全库检索

以一篇文章、一个作者、一本期刊或者
一本书作为检索词，进行被引参考文献
检索，在不了解关键词或者难于限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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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Web of
Science平台收录的文献同样支持被引
参考文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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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丰富的文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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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大基金数据来源

• 纳入更多基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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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数据：更丰富的基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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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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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数据：更丰富的基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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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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行评审数据：文献全记录界面显示Publons透明同行评议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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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参考文献深度分析：更深入的引文内容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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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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论文记录链接：https://www.webofscience.com/wos/woscc/summary/9b50cb44-d9d1-4b12-b629-bb93327f7100-00069405/relevance/1

被引参考文献深度分析：更深入的引文内容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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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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论文记录链接：https://www.webofscience.com/wos/woscc/summary/9b50cb44-d9d1-4b12-b629-bb93327f7100-00069405/relevance/1

被引参考文献深度分析：更深入的引文内容定位



Insert footer 2929

• 快速评估一篇论文在全

球范围内的重要性

• 预测论文的被引潜力

• 我可以相信这篇论文的结果吗？

• 其他论文对此有何评论？

• 我还应该看哪些其他论文？

• 专家们怎么看？

• 这篇论文有多重要？

被引参考文献深度分析：更深入的引文内容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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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文章视图（panoramic article view）：全面把握论文收录、分类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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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个性化的检索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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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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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能也想要：文献个性化推荐



检索导航：新增检索导航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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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炼选项：支持精炼选项展开及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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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检索结果界面：多维分析维度默认收起，呈现更清晰的可视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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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迁移的导出功能：EndNote online、
EndNote desktop、纯文本文件、Excel、
Publons、InCites、 BibTex、制表符分隔文
件、可打印的HTML文件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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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信息导出：更多元的多出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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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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ll Text Links全文选项：更丰富的全文获取途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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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设计的帮助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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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资源中心为喜爱的产品建议点赞

期待您更多的建议反馈



如何借助Web of Science高效获取目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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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平台资源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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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 平台

17,000,000+
附加基金数据的记录

128,000+
图书

14,000,000+
数据集和数据研究

21,000+
核心合集期刊

34,000+
全平台期刊

101,000,000+
专利

数据更新时间：2021年10月

227,000+
会议

184,000,000+
文献记录

1864
最早回溯年

2,100,000,00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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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科学引文索引)

数学 计算机科学 园艺学 地质学

物理 自动控制 能源与燃料 工程

化学 植物学 医学 材料科学

生物 昆虫学、动物学 心理学 教育

生态学 结晶学 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 海洋学

生理学 环境科学 食品科学 光学

农业、农学 行为科学 声学 ……

178
Web of Science 类别

9,500+
期刊

58,000,000+
文献记录

1900
最早回溯年

数据更新时间：202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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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人类学 经济学 老年医学 法律

区域研究 教育和教育研究 卫生政策和服务 语言学

商业 环境研究 历史 管理学

文化研究 人类工程学 休闲、运动和旅游 护理

沟通 伦理学 工业关系与劳工问题 心理学

犯罪学和刑罚学 家庭研究 图书馆学与情报学 政治学

人口统计学 地理 国际关系 ……

58
Web of Science 类别

3,500+
期刊

10,000,000+
文献记录

1900
最早回溯年

数据更新时间：202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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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AHCI，艺术人文引文索引)

考古学 文化研究 人类学 音乐

建筑学 舞蹈 语言和语言学 哲学

艺术 电影、广播、电视 文学、文学评论 诗歌

亚洲研究 民俗 文学理论和批评 宗教

古典希腊和罗马文学 历史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研究 ……

28
Web of Science 类别

1,800+
期刊

5,000,000+
文献记录

1975
最早回溯年

数据更新时间：2021年10月



Web of Science平台完善的引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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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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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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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的不断演变，造成漏检，

错过高影响力的重要文献

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沿着

科学研究的发展道路前行

相关记录

2004

1999

1976

1994

引用

▪ 越查越广

2010

1989

施引文献

1984

1980

▪ 越查越新

1979

参考文献

1970
1977

1976

1973

▪ 越查越深

引文索引 OR 关键词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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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相关记录
论文甲 论文乙

A B C D E F

Synthesis of Amino Ac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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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al. They not only serve as 
the building blocks for proteins 
but also as starting points for the 
synthesis of many important 
cellular molecules including 
vitamins and nucleot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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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sis of Amino Acids

Synthesis and/or colle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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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mins and nucleot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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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研究前沿》探寻研究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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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前沿报告

Clarivate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发布《2014研究前

沿》 《2015研究前沿》 《2016研究前沿》

《2017研究前沿》《2018研究前沿》《2019研

究前沿》《2020研究前沿》报告。《2020研究

前沿》报告依托于中国科学院杰出的文献分析实

力，根据科睿唯安Web of Science和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基础科学指标，简称ESI

）的高质量数据，遴选出了2020年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的 11 个大学科领域排名最前的 110个热

点前沿和 38 个新兴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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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研究前沿报告发布现场（扫码下载研究前沿报告）



案例：探索进行冠状病毒研究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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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在系统分类上属套式病毒目（Nidovirales）冠状病毒科（Coronaviridae）

冠状病毒属（Coronavirus）。冠状病毒属的病毒是具囊膜（envelope）、基因组为线性单

股正链的RNA病毒，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一大类病毒。

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引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是目前已知的

第7种可以感染人的冠状病毒，其余6种分别是HCoV-229E、HCoV-OC43、HCoV-NL63、

HCoV-HKU1、SARS-CoV（引发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和MERS-CoV（引发中东呼吸综合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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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领域值得研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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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检索式初步搜集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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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审视当前研究成果——分析检索结果

分析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15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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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审视当前研究成果——分析检索结果
出版年

SARSMERS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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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审视当前研究成果——分析检索结果

加州大学系统

伦敦大学

哈佛大学

华中科技
大学

59

所属机构



一体化总览研究成果——创建引文报告

检索结果：9,769
创建引文报告

60

以Immunology领域论文为例



一体化总览研究成果——创建引文报告

篇均被引频次：22.58

被引频次总计：220,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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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总览研究成果——创建引文报告

按年份的被引频次和出版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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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结论：冠状病毒相关研究，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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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相关领域，已经做了哪些研究，

进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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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综述（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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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领域研究进展——查看综述（REVIEW）

综述论文-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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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领域研究进展——查看综述（REVIEW）

检索结果：15,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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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了解研究进展后，如何选择有价值/交

叉的方向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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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查看Web of Science类别

Step1：选择“MEDICINE GENERAL INTERNAL”

Step2：选择“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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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查看Web of Science类别

检索结果：1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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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0篇？？？！！！！

我应该先读哪些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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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最有价值文献——被引频次降序

被引频次：最高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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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最有价值文献——进入TOP1论文全记录页面

通讯作者：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曹彬；北京协和
医院王健伟。第一作者：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黄朝
林；北京地坛医院传染病临床研究中心李兴旺教授；中国医学科学
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任丽丽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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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最有价值文献——通过施引文献追踪后续研究

被引频次：16,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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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最有价值文献——通过施引文献追踪后续研究

77

被引频次：最高优先

中国2019年冠状病毒病临床特征，发
表 于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通讯作者为中国工程院
院士、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



发现最有价值文献——通过参考文献追溯研究基础

引用的参考文献：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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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最有价值文献——通过参考文献追溯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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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最有价值文献——通过参考文献追溯研究基础

SARS相关研究
发表于《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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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最有价值文献——通过相关记录拓展文献视野

查看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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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最有价值文献——通过相关记录拓展文献视野

相关性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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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影响力的经典文献有了，想看最新前沿

研究文献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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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最新研究成果——日期排序

日期：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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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近期热门成果——使用次数排序

使用次数：最多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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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使用次数

使用次数反映了某篇论文满足用户信息需要的次数，具体表现为：

1.用户点击了指向出版商处全文的链接（通过直接链接或 Open URL）。

2.对论文进行了保存以便在题录管理工具中使用（通过直接导出或保存为可以之后

重新导入的其他格式）。

使用次数是所有Web of Science用户执行的活动的记录，而不仅仅是您所在机构

的用户执行的活动。使用次数每天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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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近期高水平研究成果——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领域中的高被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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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近期高水平研究成果——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检索结果：61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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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高被引/热点论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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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ESI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文

高影响力论文

（Top Paper）

高被引论文

(Highly Cited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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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论文

(Hot Paper)

过去２年中所发表的论文,在最近

两个月中其被引频次排在某学科前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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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炼条件 精炼条件

高被引论文 开放获取

热点论文 在线发表

出版年 会议名称

Web of Science类别 国家/地区

文献类型 编者

所属机构 团体作者

基金资助机构 语种

作者 研究方向

出版物标题 Web of Science索引

91

更多精炼条件



Web of Science每天都在更新，如何快速追

踪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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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跟踪——创建跟踪服务

创建跟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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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跟踪——创建跟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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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跟踪——创建引文跟踪

创建引文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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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跟踪——创建引文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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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对了文献，

是不是要开始研读文献全文了？

98



了解更多文献信息——论文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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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EndNote Click（一键获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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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划重点：EndNote Click（一键获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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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EndNote Click（一键获取全文）



EndNote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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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EndNote Click（一键获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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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EndNote Click（一键获取全文）



划重点：更多全文下载方式

WoS全文链接按钮

馆际互借

图书馆文献传递

免费全文网站

提供免费全文的期刊

作者E-mail联系或作者主页

开放获取（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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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一键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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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翻译——谷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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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翻译——谷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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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太多？ EndNote online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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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管理神器——EndNote online

111

End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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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 online——保存至Endnote online

保存至Endnot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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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 online——保存至Endnote online

有效地组织管理自己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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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 online——第三方资源的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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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 online——第三方资源的导入

Step1：选择“收集”

Step2：选择“导入参考文献”

Step3：选择已经下载的“TXT文件”

Step4：选择“EndNote Import”

Step5：选择已有分组或新建分组



Web of Science在论文写作及选刊投稿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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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参考文献自动插入？

117



参考文献-Reference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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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期刊的参考文献格式不尽相同

参考文献格式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我们文章投稿的成功率



EndNote online——实现word与Endnote online之间的对接

边写作边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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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 online——如何插入参考文献？

120

Step1：Word上方工具栏选择“EndNote”

Step2：最左侧选择“Insert Citations”

Step3：在弹出窗口中检索已经导入EndNote的目标参考文献

Step4：点击”Insert”



EndNote online——如何插入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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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EndNote online——如何统一做格式化处理？

在“Style” 中选择目标期刊参考文献格式

修改前

修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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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告成，准备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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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取最新SCIE/SSCI/AHCI期刊目录？

124



借助Master Journal List获取最新SCIE/SSCI/AHCI期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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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自动匹配投稿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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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 online——找到最合适您投稿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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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 online——找到最合适您投稿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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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全方位彰显个人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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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审认证——Publons.com

Over 3000,000 researchers

(1)展示个人所有学术出版物；

(2)自动通过Web of science同步引文指标；

(3)通过WebofScience ResearcherID自动添加出版物

(4)验证过的同行评议记录及期刊编辑工作；

(5)便捷下载的学术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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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访问 Publons？ ☛Publ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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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期刊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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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专家信息

135

认可期刊的科研人员

TOP期刊编辑专家

TOP同行评审专家



浏览专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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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评审记录

137



浏览评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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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官方平台，第一时间获取最新资讯！

科睿唯安
微信公众号

更多课程

更多材料

更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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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官方平台，第一时间获取最新资讯！

科睿唯安
知乎机构号

科睿唯安
微信公众号

科睿唯安
B站官方账号

科睿唯安学术研究
微信服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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