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参考指南

WEB OF SCIENCE®

WEB OF SCIENCE® 是什么？
检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艺术和人文领域的 12,000 种期刊和 120,000 种会议录，寻找与您
的兴趣领域最相关的高质量研究。使用被引参考文献把相关研究联系起来，并根据您所在领域的
专业研究人员发表的文献来探索文献间的主题联系。

一般检索

检索
结合字词和短语来检索 Web of
Science® 中的源记录。

选择检索字段
使用下拉菜单选择检索字段。按主题、
作者、出版物名称、基金资助机构或
ResearcherID 号进行检索。

选择 AND、OR、NOT 来改
变检索字段间的关系。

添加另一个检索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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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检索设置
修改文件收录年代，选择要检索的子数
据库，或关闭词形还原功能。

检索基础

检索运算符
使用

AND

来查找包含所有检索词的记录

使用 OR

来查找包含任一检索词的记录

使用

从检索中排除包含特定字词的记录

NOT

使用 NEAR/n

来查找在特定数量字词范围内包含所有检索词的记录（stress NEAR/3 sleep）

使用 SAME

在地址检索中查找在同一个地址的检索词（Tulane SAME Chem）

词干还原、停用词和拼写变体
检索所有字词（无停用词限制）
自动检索英国英语拼写（检索 behavior 同时找到 behavior 和 behaviour）
词形还原通过对单词复数形式（甚至复杂的复数形式，如 tooth/teeth）进行词形还原和检索各种动词时态
（run/running）与比较级（检索 big 找到 bigger 和 biggest）来自动帮助查找拼写变体。通过给检索词加引号可关闭词
形还原功能。

通配符
在关闭词形还原时使用截词功能加强对检索复数形式和相异拼写的控制。

*

= 零个至许多字符

?

= 一个字符

$

= 零个或一个字符

短语检索
在主题或题名检索中检索精确的短语，将短语包含中在引号中。
例如，检索 “energy conservation” 会找到包含精确短语 energy conservation 的记录。

圆括号
使用圆括号来对复合布尔逻辑语句进行分组。圆括号里的内容优先运算。例如：
(river or stream or pond) 和 (“waste water” or pollution)

作者姓名
先输入姓氏，后跟一个空格和最多五个首字母。
使用截词和检索替代拼写来查找姓名变体：
Driscoll C* 找到 Driscoll C、Driscoll CM、Driscoll Charles 等
等。
Driscoll 找到姓氏为 Driscoll 的所有作者。
De la Cruz f* OR Delacruz f* 找到 Delacruz FM、De La Cruz FM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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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记录
题名
完整题名已建立索引，可供检
索。

链接至全文和/或馆藏信息。

作者
所有作者均已建立索引。
使用姓氏和首字母（如garfield
e*）来检索。

被引参考文献
单击被引参考文献的数字，以转到
该记录的被引参考文献列表。

摘要
所有摘要均已按期刊原有格式提供
了预览功能（1991 年至今）。

作者关键词和 KeyWords Plus
作者关键词已建立索引，可以检
索。 KeyWords Plus 是从参考文
献标题中提取的字词和短语。

地址
所有作者地址均已建立索引，可以
检索。列出了通讯作者的电子邮件
地址（如果有的话）。常见地址检
索词将会使用缩写（Univ、Coll、
Hosp 等）。

基金资助信息
可检索基金资助机构、授权号和基
金资助致谢文字。（2008 年至
今）。

被引频次计数
对每个记录都显示针对 Web of Science® （所有版本）和
Web of Knowledge SM（包括 Web of Science® 、Biosis
Citation Index SM和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SM）的
被引频次计数。这一数字反映所有的引文总数且不受您的订购
年限限制。

ResearcherID
ResearcherID 可检索并显示（如
果有的话）。ResearcherID 是从
www.researcherid.com 上的公开
个人档案中提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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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参考文献
所有被引参考文献均已建立索引
并可通过被引参考文献检索来检
索。单击全记录页面的“参考文
献”链接可转到被引参考文献列
表。

相关记录
单击相关记录可找到引用了相同著
作的其他文献。

单击文献题名可转到全记录。

无链接的参考文献
未链接至全记录的参考文献将以纯文本显示，
包括：对 Web of Science ®未建立索引的文
献的引用;对您的订购年以外的期刊文献的
引用;引用变体。

被引参考文献将显示 Web of
Science® 中的被引频次计数并链接
至全文（如果有的话）。

检索结果摘要
排序检索结果
按出版日期（默认）、被引频次、来源出版物或第一作者姓名。

单击文章标题
转至全记录。亦可链接至全文（需订阅）。

精炼检索结果
使用精炼功能精炼全部检索结果集，以找出位于前
列的 100 个学科类别、来源期刊、出版年份、作者
或基金资助机构。

输出检索结果
导出至文献管理工具，如 EndNote®、EndNote® Web 或
Reference Manager®。或者另存为文本、电子邮件，或者向您的
临时标记结果列表添加最多 5,000 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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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第一步
按被引作者、被引著作、被
引年份、卷、期或页码进行
检索
需要缩写方面的帮助时可使
用期刊缩写列表

第二步
选择参考文献（包括变化形
式），然后单击“完成检
索”以显示检索结果。

查看全记录

检索提示：
• 对被引作者和被引作者使用截词功能可以帮助查全。
• 在完成检索前检索变化形式（有时论文引用不正确）
• “施引文献”计数反映了来自所有年份和所有 Web of
Science ®版本（包括您没有订购的年份和版本）的引
文。

• 所有被引参考文献均已建立索引，并可检索，包括书
籍、专利、文献等的引用。
• 自动对 Web of KnowledgeSM 中的所有来源记录进行第二被引
作者、全源期刊和非标准来源缩写进行检索。请注意这种检索
可能只返回部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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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关系图
引证关系图
单击该按钮来创建引证关系图。引
证关系图允许您探索两代前向和后
向引证。

改变外观
通过调整颜色、排列顺序和每个节
点上显示的文字来改变引证关系图
的外观。

导航引证关系图
单击并拖动节点至引证关系图。滚动节
点可显示更多出版物信息。引证关系图
底部的面板显示了所选节点的概览以及
引证关系图中包含的所有记录的列表。

引文报告
创建引文报告
对结果少于10,000 条的检索结果集创
建引文报告。单击结果摘要页面右上
方的链接，或从标记结果列表创建引
文报告。

引文报告拥有详实的数据及可视化的
图表，它可强有力地帮助科研人员了
解相应的科研产出及绩效指标：
• 年出版数量
• 年引文数量
• H 指数（带有至少 N 个引文的 N 个
记录）
• 针对所有文献的总被引频次
• 篇均被引频次
• 去除自引的施引文献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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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

创建 Web of KnowledgeSM 个人档
案，以便：
• 保存检索
• 创建定题服务
• 创建引文跟踪
• 建立 Endnote® Web 个人图书馆
• 创建 ResearcherID 个人档案

单 击 “ 登 录 ” 以 注 册 Web of
Knowledge SM 个人档案
单击“检索历史”以查看您本次
登录以来的全部检索历史。

单击“我的引文跟踪”或“我保存的检索”来管理
您的检索和跟踪*
运行任何已保存的检索
更新跟踪（定题服务有效期为 24 个星期，引文跟
踪的有效期为一年）。
修改您的提醒设置
设置 RSS Feed
*定题服务将基于您的检索历史中的上一次检索并
保持有效 24 个星期。跟踪到期的前两个星期您会
收得相关通知。过期提醒将作为保存的检索保留在
您的个人档案中，直到您予以删除。

管理检索结果
EndNote® Web
在您的个人 EndNote® Web 图
书馆中保存最多 10,000 条参考
文献记录。使用 EndNote
®
Web，您能够从全世界的在线
数据库和馆藏目录收集参考文
献。从 Web of Knowledge SM导
入您的图书馆的参考文献将带有
EndNote® Web 图标。
使用 EndNote® Web 的强大
Cite While You Write（边写边
引）工具来添加参考文献和编排
您正在撰写的文章的书目格式。
在您创建了EndNote® Web 图
书馆后，您就能从您的 Web of
Knowledge SM 个人档案或通过
转到 www.myendnoteweb.com
并输入您的 Web of Knowledge
SM
用户 ID 和密码来随时访问
它。EndNote® Web 还可与
EndNote® 资源实现全面整合。

分享
与 任 何
EndNote®
Web 用户分享您的参
考文献组

组织
使用“组”来组织您
的图书馆。

馆藏
转到“馆藏”来开始检索馆
藏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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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erID

ResearcherID 是您拥有唯一
ResearcherID 号和创建个人档案
的免费、公开的在线空间。您的
ResearcherID 个人档案可包括有
关您的所在机构和研究方向的信息
以及出版物列表。来自 Web of
Science 的出版物信息将具有实时
被引频次信息（每星期更新一次）
并包括对源记录的直接链接。在您
将您的出版物添加到您的
ResearcherID 个人档案后，您的
唯一 ResearcherID 号将自动与您
在 Web of Science ®中的出版物相
关联，建立从 Web of Science®
记录到您的 ResearcherID 个人档
案的直接链接。

单击“Citation Metrics”链接以查看引文指标，如 H 指
数和 ResearcherID 个人档案中所包括记录的平均引文
数。

获得帮助

单击任何页面上的“帮助”按钮可获得有关功能的详
细帮助以及详细检索提示和实例。
了解有关 Web of Knowledge 的最新信息：wokinfo.com
联系技术支持部门：
science.thomsonreuters.com/support/
联系培训团队：
science.thomsonreuters.com/info/contacttraining/
更多培训资料视频和实时 Web 培训，请登录：
thomsonreuters.com/products_services/science/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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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R 1104 532
©2011 Thomson Reuters。保留所有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