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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聚焦研究前沿 深化自主创新

• Publish or Perish（发表或者灭亡）
• 科研成果：如果没有发表，就等于不曾存在；科研人员：没有论著发表，职业生涯将难以为继

• 论文如果投稿到不适合的期刊：因选题不适合投稿期刊，被编辑直接拒稿；编辑和审稿人对作者研究领域的了解比较模糊，

导致稿件受到较差或不公正的同行评议；论文即使发表了，但是学术价值无法完全体现。

• 如何选择合适的投稿期刊？

• 1、论文写作前如何选择合适的投稿期刊

• 2、利用TDA分析论文关键词选择合适的投稿期刊

• 3、 利用基金资助课题号选择投稿期刊

• 4、高被引论文投稿期刊选择

• 5、投稿期刊参考文献评价



1、论文写作前如何选择合适的投稿期刊



写什么和如何写
• 论文的作者必须回答以下4个问题

• 你为何要开始（Why did you start ） ?

• 你做了什么（ Why does it mean ）？

• 你发现了什么（What did you find）？

• 它的意义是什么（What does it mean ）？

• 这4个问题在论文中有固定的格式来阐述和回答，即论文的IMRAD结构：

• 引言（Introduction)、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结果

（Results)和讨论（Discussion)

• 再加上题名（Title)、摘要（Abstract)、关键词（Key words)、致谢

（Acknowledgements)和参考文献（References)，构成一篇完整的论文。



一半论文在送审前被退：
选刊不对；格式有问题；



论文写作前的准备工作
• 在着手撰写论文的初稿之前,需要准备的工作有

• (1)拟定论文的试用题名和摘要

• 论文的试用题名和摘要对于规定选题和明确文章的范围具有指导性意

义.论文定稿后的题名和摘要在于引导读者了解文章的内容和资料检索,

试用题名和摘耍的目的则是为了帮助作者有条不紊地整理写作思路

• (2)整理、分析研究结果

• 论文的选题确定以后就可以收集并整理分析作为论据的研究结果(或数

据)了。在结果(或数据)整理与分析中应认真、仔细地思考将要采用哪

些插图和表格(图表的选择和设计应遵循必要、清楚的原则).如果在图

表的制作与分析中发现数据(论据)有欠缺,就要决定是否还需要进行更

多的实验或观察,是否需要修改(甚至放弃)原来的设想或结论



论文写作前的准备工作

• (3)检索并查阅参考文献对参考文献的选择与标引在论文的撰写中最容易被轻视,同时

也是出现问题最多的环节.目前我国科技论文中普遍存在着对参考文献引用严重不足

的状况统计表明,我国科技期刊的平均篇论文参考文献数量大多不及同类国际性期刊

的一半。此外,有相当多作者的引证行为也有明显的失妥之处,具体表现为故意（或非

故意）回避引用重要参考文献、自引过多（只侧重引用作者本人早期的工作）、随意

转引（从他人论文中间接地引用文献）等,并因此在学术界造成很多不良影响. 

• 国外许多期刊编辑部或专业性学会对参考文献的选择与引用均有严格而明确的要求,例

如,美国化学会(ACS)在其修订的“作者的道德责任”中明确指出:“作者有履行检索并

引用(与本人工作)密切相关的原始论著的责任”（An author is obligated to perform a 

literature search to find, and then cite original publications that describe closely related work  

P420）.因此,作者没有任何理由辩解因为没看到某篇最相关的文献,所以没有引用。那

种认为只要不是故意漏引就没有责任的、掩耳盗铃式的做法,在学术界是不被接受的。

实际上,一旦有引证行为严重失妥的现象出现，不仅论文的作者会受到同行的谴责，刊

载论文的期刊一般也需要发布致歉失察的声明.....



没有正确地引用已有文献被撤销论文
• 2012年《化学物理期刊》（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刊登撤销声明称，

应作者要求，撤销国内某大学某课题组

的一篇论文。

作者在声明中表示，之所以撤销该文是由于论文中势能面数据被
他们误以为是首次计算得到的。实际上，该势能面数据已由另一
位科学家于两年前计算得出并将结果发表在同一本期刊上了。作
者为“没有正确地引用已有文献以及在未获得原作者允许的情况
下就重复该结果”而道歉。



论文写作前的准备工作

• 鉴此，在整理、分析研究结果（或数据）的同时，一定要充分

重视检索并查阅重耍的相关文献，具体包括：具研究背景意义

的文献、供实验（研究）方法参考或引用的文献、有支持或冲

突性证据的文献、供论据或论点比较用的文献等。

• 为方便文献的查阅和引用，建议作者在日常的文献阅读时养成

随时采集重要文献书目详细信息的习惯;对于极重要的参考文献,

应复制保留，以备将来不之需.....

• 为方便论文撰写和修改中对参考文献的增删,建议在定稿之前对

参考文献的标引采用著者-出版年体系，定稿后采用顺序编码体

系。



选择合适的投稿期刊
• 作者必须要十分了解自己研究领域的重要期刊，力求所选择期刊的出版内容与稿件的专

题确实密切相关。可以利用SCI数据库来分析选择和您课题相关的热点期刊。

• 如果稿件投向了不合适的期刊，则有可能出现下列3种情况：

• （1）稿件被简单地退回，理由是稿件的内容“不适合本刊”。这种判断通常是经过编

辑初评或同行评议得出的，并有可能经历了数周或数月的时间，这无疑会耽搁稿件的尽

快发表。

• （2）尽管期刊所刊载的论文范围涉及稿件的主题，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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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

换成另外一个与稿件主题密切相关的期刊，该稿件可能会被接受，并且作者也不会被自

己并不同意的修改意见所烦扰。

• （3）即便稿件被接受和发表，作者的喜悦心情不久也会被失望所代替，因为自己的研

究成果被埋没在一份同行很少问津的期刊中，从而达不到与小同行交流的目的。该篇论

文也可能从没有被人引用。



如何选择拟投稿期刊
• 选择拟投稿的期刊时需要综合考虑的因素主要有：

• （1）稿件的主题是否适合于期刊所规定的范围

• 为确认哪些期刊能够发表自己的论文，作者首先应在SCI、SSCI、A&HCI数据库进行检

索分析；其次，要认真阅读准备投稿期刊的作者指南，尤其要注意其中有关刊载论文

范围的说明，还要仔细阅读最近几期拟投稿期刊的目录和相关论文，以确认是否与自

己的稿件的内容相适应。

• 由于不同学科期刊的影响因子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选择投稿的期刊应注意避免过

于看重期刊的影响因子。有时尽管期刊的影响因子很高，作者所投稿件的内容也非常

优秀，但因为期刊与稿件的主题不适合，从而使得稿件难以得到录用和发表。

• （2）期刊的读者群和显示度如何

• 谁阅读这份期刊？作者需要考虑将论文发表在最合适的期刊中。

• （3）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如何，录用率是否适当

• 利用JCR检索该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来了解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即期刊的总被

引频次和影响因子越高，则表明期刊被读者阅读和使用的可能性越大。进而可推断该

期刊的潜在的学术影响力也越大。



影响因子的合理使用
• 投稿和奖励的时候不能盲目追求影响因子

• 我的观点是投稿的时候不能盲目追求影响因子，注意力应该首先集中在如何提高文章

的质量上。比如：有本杂志叫Microporous and Mesoporous Materials《微孔与间孔

材料》1981年创刊，全年30期， Elsevier Science出版社，由于是重新改版、合并的

新杂志，所以2000年影响因子只有零点几（0.731），但是业内人士都知道那是一本很

权威的杂志。

• Chemical Communications《化学通讯》1982年创刊，全年24期，英国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出版，2000年影响因子3.477，被引频率38847，年载文量1182。

• 而Journal of Catalysis，2000年影响因子2.939，被引频率17639，年载文量379。但是

催化业内大家很少投Chemical Communication，而以Journal of Catalysis为荣，因为

后者发的是非常系统翔实的基础性文章，实验数据不厌其烦，文章长达二三十页，在

催化领域起重要作用。而前者以新颖性见长，但数据很少。两者各有千秋，但是催化

大师Somorjai和Goodman从来没有发Chemical Communication，至于A.T. Bell和E. 

Iglesia更是以Journal of Catalysis为自己的阵地了。



•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化学通讯》英国

• ISSN:1359-7345，1982年创刊，

全 年 52 期 ，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出版。SCI收录期刊，

SCI 2006年影响因子4.521。刊载

世界化学领域最新科研成果的简

报，出版快速。其论文通常会随

着工作的逐步完成而全文发表。

Journal of Catalysis《催化杂志》美国

ISSN:0021-9517，1982年创刊，全年16

期，Elsevier Science出版社，SCI、EI

收录期刊，SCI 2005年影响因子4.780，
2005年EI收录387篇。侧重研究多相和

均相催化，表面化学加工的催化特性，
与催化相关的表面化学和工程学。发表
论文、札记和书评。



如何选择拟投稿期刊

• 要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在不能确定拟投稿期刊

在稿件录用是否具有的倾向性时，可以在SCI数据库检索分析统

计该期刊中论文作者的国家来源，帮助作者选择确定投稿期刊。

• （4）期刊的编辑技术和印刷质量如何

• 稿件自被接受至发表的时间在选择期刊时也需要考虑。根据拟

投稿的期刊论文的收稿日期（Submitted date）和接受日期

（Accepted date）及期刊的出版日期来推测。

• （5）期刊是否收发表版面费

• 期刊是否收版面费和彩版制作费、审稿费和抽印本制作费



如何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 在不能确定拟投稿期刊在稿件录用是否具有的倾向性时，可以

在SCI数据库检索分析统计该期刊中论文作者的国家来源，帮助

作者选择确定投稿期刊

如何了解电子工程学
科中国学者主要发表

论文的期刊？



如何了解电子工程学科中国学者主要发表论文的期刊？

分析电子工程学科



如何了解电子工程学科中国学者主要发表论文的期刊？



如何了解电子工程学科中国学者主要发表论文的期刊？

主要刊登的期刊



如何了解电子工程学科中国学者主要发表论文的期刊？

电子工程学科中国学者发文前10种期刊



如何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 在不能确定拟投稿期刊在稿件录用是否具有的倾向性时，可以

在SCI数据库检索分析统计该期刊中论文作者的国家来源，帮助

作者选择确定投稿期刊

china same "Med Univ"

如何了解国内医科大学主要发
表论文的期刊？



如何了解国内医科大学主要发表论文的期刊？

点击分析检索结果
了解投稿期刊



如何了解国内医科大学主要发表论文的期刊？

《肿瘤生物学》

《分子医学报告》

《亚太癌症预防杂志》

《肿瘤学报告》

《神经科学快报》



Springer因同行评审造假撤销107篇医学论文

• 2017年4月20日，Springer发

布声明称，107篇已发表于《

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的论文因涉嫌同行

评审造假被撤稿。

Springer 《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期刊撤销107篇论文声明

至今已被引8次

每篇论文均有撤销说明



掠夺性开放存取、掠夺性期刊

74篇在题目、摘要、关键词中有掠夺性开放存取，掠夺性期刊论文

"PREDATORY OPEN ACCES*" OR "PREDATORY OA" 
OR "PREDATORY JOURNAL*"



如何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 在不能确定拟投稿期刊在稿件录用是否具有的倾向性时，可以

在SCI数据库检索分析统计该期刊中论文作者的国家来源，帮助

作者选择确定投稿期刊

例如选择Automatica《自动学》英国
ISSN:0005-1098，1962年创刊，全年12期，
Elsevier Science出版社，SCI、EI收录期刊，
SCI 2014年影响因子3.02， 2014年5年期影
响因子4.363。 2014年JCR自动化与控制系
统排名第5位（58种）、Q1（一区），电子工
程学科排名第22位（249种）、Q1（一区）。
刊载控制系统的理论、实验研究与应用方面
的论文、简讯及书评，包括在国际自动控制

联合会会议宣读的论文。

1990-2015中国学者在该刊发文排名第二



如何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 SCI数据库检索分析统计该期刊中论文作者的国家来源，帮助作

者选择确定投稿期刊

输入：Automatica

选择字段：出版物名称



如何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点击引文报告图标
对该刊的发文情况
进行分析，了解该
刊论文年录用率、
平均引用、H指数等。



如何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该刊年发文量 被引次数、H指数

篇均被引28.57

H指数171

高被引论文



如何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点击分析检索结果
图标可以对检索结
果进行分析。您可
以按照多种途径进
行分析，包括作者、
国家、作者机构、
刊名、主题分类、
出版年度、语种、
文献类型等。



如何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分析国家

（Country/Territory）

中国作者在该期刊
发表论文排名第二

选择中国点击
查看记录

分析中国作者在该期刊上发表论
文的研究机构，了解竞争对手



如何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点击分析检索结果
图标再对中国作者
发表的1118篇论文
分析作者机构、刊
名、主题分类、出
版年度、语种、文
献类型等。



如何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分析中国作者的研究机构
（Institution Name）

分析中国作者在该期刊上发表论
文的研究机构，了解竞争对手



如何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点击期刊名称了
解影响因子



了解该期刊的影响因子

点击了解该期刊的影响因子



了解该期刊的影响因子

可以了解期刊自引情况，如果期刊自引率过高，可能不
会立即被SCI剔除，但是会放入期刊的警告名单
（suppressed titles)

选择投稿期刊时，
还需要关注自引
率是否偏高，如
果该指标过高，
作者投稿需要谨
慎面对。



了解该期刊的影响因子



了解该期刊的影响因子



进入JCR数据库了解该期刊的影响因子
文章所在期刊在最近5年的影响因子变化

2011年影响因子2.011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用该期
刊前两年发表论文在当年被引用的次数
除以该期刊前两年发表论文的总数所得
到的值。可以用来评估同一研究领域不
同期刊的相对重要性



如何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点击引文报告图标
对该刊的中国学者
发文情况进行分析，
了解该刊中国学者
论文年录用率、平
均引用、H指数等。



如何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中国学者在该刊年发文量
被引次数、H指数

篇均被引34.26

H指数100

中国学者在该刊发表的高被引论文



阅读“作者须知”或“投稿指南”
• 阅读“作者须知”

• 几乎所有的期刊都有作者须知或投稿指南(Instructions to Authors, 

Notes to Contributors),有些期刊每一期都会刊登简明的“作者须

知”,有些则只登在每卷的第一期上,并且不同期刊作者须知的细节可

能不尽相同,但目的都是为了给读者提供准备稿件的指南,从而使得稿

件更容易、快捷和正确地发表.

• 作为对期刊投稿糊的一般性了解,作者可阅读一些具广泛意义的投稿

要求,例如,被生物医学类期刊广泛采用的“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一

要求”（http://jama.ama-assn.org)的内容包括:投稿前应考虑的因

素(重复发表问题、对病人权利和隐私的保护等);稿件的准备（基本

的投稿要求、标题页、作者、摘要和关键词、引言、方法、结果、讨

论、参考文献、图、表等）；量和单位;缩写与符号;利益冲突;保密;

同行评议;等等。



向SCI、 SSCI、A&HCI收录期刊
投稿需要了解投稿指南

• 即使拟投稿的期刊是作者经常阅读的，并且作者也熟知该期刊所包括的研究领域和论文

类型，还是必须在投稿前阅读该期刊的“作者须知”。由于编辑方针和具体措施是不断

地逐步形成的，因此必须查阅最新版本的作者须知.尽管有些期刊作者须知的某些部分可

能过于详细如Journal of Bacteriology《细菌学杂志》（刊载细菌和其他微型有机体，

包括真菌和其他单细胞和原核有机体的基础研究论文）的作者须知长达19页

http://jb.asm.org/misc/itoa.pdf，不能逐一细读，但还是应该浏览一遍

• 通过“作者须知”可以了解的信息主要有:

• (1)刊物的宗旨和范围

• (2)同栏目论文的长度、主要章节的顺序安排,等

• (3)投稿要求,如:投稿的份数、形式(可否以电子版形式投稿)、图表如何投寄,等

• (4)是否履行同行评议?如果期刊采用的是双盲形式的同行评议,应如何避免在稿件中出现

可识别作者身份的信息,等.

•



向SCI、 SSCI、A&HCI收录期刊
投稿需要了解投稿指南

• (5)多长时间后能决定可否录用

• (6)采取何种体例格式?如:页边距、纸张大小、文献和图表的体例,等. 

• (7)如果稿件中涉及对人或动物所作的实验,则需弄清楚拟投稿期刊在伦理方面有哪些

具体要求.有关人和其他动物研究的基本伦理原则是一致的,但是不同国家在某些研究

过程的细节方面不尽相同,因此,尽管作者的实验可能与本国的习惯做法相符,但是如果

把描述这些实验的文章投向具有不同规定的国家的期刊,就有可能被拒绝

• (8)采用国际计量单位制(SI)对于某些特殊单位(如货币单位)或某些非SI的单位(如英

制单位),如果对某些读者有帮助,也可在圆括号里附注用相关单位所表示的数值。例如：

Since 1999,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SFC) has been 

allocating each year ￥ 3 million (about ￡ 220，000）to support scientific 

journal 

• (9)其他，如对语言的要求（采用英国英语拼写还是美国英语拼写）、所推荐的词典或

文体指南、有关缩写和术语方面的规定。

• 以上内容中大部分是作者在准备稿件时必须了解的，否则，稿件有可能被简单的退回，

理由是“不符合本刊的投稿要求”。



Wiley-Blackwell 《管理研究杂志》（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作者须知（Author Guidelines）
•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管

理研究杂志》美国

• ISSN: 0022-2380，1964年创刊，全年

8期， Wiley-Blackwell出版社，SSCI

收录期刊，SSCI 2010年影响因子

3.817。刊载管理学，包括经验研究、

新理论探讨和管理学的实际应用等方

面的研究论述。

•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管

理研究杂志》主页：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jo

urnal/10.1111/(ISSN)1467-6486



Wiley-Blackwell 《管理研究杂志》（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作者须知（Author Guidelines）全部内容（中文翻译）

•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创刊于1963年，专门刊登见解创新独特的

高质量论文。这些论文深化了管理领域的理性认识和经验认识，同时推动了

管理领域的实践。

• “深化理性认识和经验认识”，指的是论文必须瞄准一个目标：即拥有理论

和/或经验的深刻洞察力，帮助人们深化对组织内部行为和组织自身行为的

理解。该期刊对研究课题或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均一视同仁，只要有理论根

据即可。基于此，我们强调我们欢迎全方位的、题材广泛的投稿。我们唯一

的条件是，作者在研究操守和研究报告中，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学宗旨必须

保持一致。论文的最终录用标准是一个有见识的读者能够从论文中学到一些

新东西，而这些新东西对其知识主体的连贯发展颇有裨益。

• “推动实践”，指的是论文必须能让实践者或实践教学者从中获得对管理和

组织的洞察力。我们强调，实践课程需要以严谨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为基

础。



Wiley-Blackwell 《管理研究杂志》（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作者须知（Author Guidelines）全部内容（中文翻译）
•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只接受用英文写作的投稿

• 母语并非英语的作者，可以选择在投稿前对文稿进行专业化的编辑，以提高英语表达效果。

编辑服务的独立提供商名单可在以下网址获取

www.blackwellpublishing.com/bauthor/english_language.asp。所有的服务由作者自行

安排并付费。使用这些服务并不能保证稿件一定被录用，或者优先发表。

• 投稿者将文稿通过电子邮件提交给Jo Brudenell，邮箱地址为

J.M.Brudenell@durham.ac.uk。

• 所有的文稿必须附上一封信，简要说明为什么这篇文章适合在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发表，同时证明这篇文章从未在其他地方发表过，或者正由其他杂志审阅。

• 所有的文稿必须根据以下指示进行准备；

• 1、文稿必须从头至尾使用双倍空格（包括批注和参考书目），留有充分的空白。应当用

MS Word格式发送。



Wiley-Blackwell 《管理研究杂志》（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作者须知（Author Guidelines）全部内容（中文翻译）

• 2、论文长度应当在 7 000 至 11 000 个词之间。必须制作精细，简洁明了。

• 3、为保证匿名性，作者的名字不可以出现在文稿中，而是在附上的封面上写明文章的题目以

及详细的作者身份信息（姓名，地址，电话，传真号，电子邮箱地址）。文稿的题目应当出现

在论文的第一页，并附有摘要、关键词。请尽量避免在文章中出现暗示作者身份的语句。此外，

在投稿之前，必须把Microsoft Word中“文件”这一选项中的文稿“属性”隐去。任何来自

“修订跟踪”的身份信息必须去除。

• 4、封面页后面应为信息丰富的摘要，摘要不能超过150个词，并留有双倍空格。在摘要下面，

必须列出4-6个关键词，按字母顺序排列。关键词应能精确表达出文章内容，因为它们将被用

于检索 。

• 5、不可使用脚注。尾注必须以单独的纸张提供，紧跟着正文，并置于NOTES抬头之下。尾注必

须提供有意义的评论，而不是简单地列出参考文献。这些内容必须尽可能简要。



Wiley-Blackwell 《管理研究杂志》（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作者须知（Author Guidelines）全部内容（中文翻译）
• 6、文中出现的所有插图，作者都必须提供高质量的图片。清晰度不良的复制品是不合适

的。表格和图形应当单独编号。表格使用罗马数字，图形使用阿拉伯数字（Table I, 

Table II…; Figure 1, Figure 2…）。每张表格和图形应当给出一个标题，并且以单独

的页面提供，置于文稿末尾。从已经发表的作品上复制的图形和表格，应当附上原作者

（如果不是出版商，版权所有者亦可）的许可。请标明这些图形和表格在文章中的位置。

• 7、参考文献必须以字母顺序排列，置于文稿末尾。

• 参考期刊的排列如下所示：

• Child, J. and Smith, C. (1987). 'The context and process of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 Cadbury Limited in its sector'.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4, 565-93.

参考书目的排列如下所示：

• Law, J. (1994). Organizing 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Wiley-Blackwell 《管理研究杂志》（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作者须知（Author Guidelines）全部内容（中文翻译）
• 书中章节的排列如下所示：

• Wilson, M. (1996) 'Asking questions', in Sapsford, R. and Jupp, V. 

(Eds),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London: Sage.

• 在文中，凡是参考文献的作者的姓名出现的地方，写作日期必须置于后面，使用括号，

比如：Mintzberg (1985).如果作者的姓名并没有在文章中出现，也要插入一个括号，

把作者姓名和日期置于其中，举例(Mintzberg, 1985).

• 多个参考文献必须按字母顺序排列并置于括号中，之间用逗号隔开，举例：(Jackson, 

1996; Watson, 1986).

• 页码可以用来提示某一个有特别关联的篇章，或者指明引用的来源，因此也应当出现在

括号里，举例(Willmott, 1992, p. 12).

• 如果有不止一种文献是由同一作者在同一年撰写的，在日期后面标上a,b,c等。举例：

(Sparrow, 1998a).



Wiley-Blackwell 《管理研究杂志》（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作者须知（Author Guidelines）全部内容（中文翻译）
• 会议论文集类的参考文献的排列如下所示：

• Smith, A. G. and Jones, C. H. (2002). Presentation/Paper Title in Italics.
Conference Title, University, City/Town.

网站类的参考文献的排列如下所示：

• Smith, A. (1999). Select committee report into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 

http://www.dhss.gov.uk/reports/report015285.html(accessed on 7 November 2003).

投稿和制作流程

• 编辑接收到论文后，将会仔细阅读并决定是否向外发给阅评人。一般来说这个决定会在两周

内做出。在3个月之内，会收集3个阅评者的报告，并做出一个初始决定。

• 投稿即意味着承诺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投稿给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即意味着

该论文从未在其他地方发表过，也未有其他杂志考虑发表。对投稿条件有疑问的作者，可以

咨询我们的总编之一。



Wiley-Blackwell 《管理研究杂志》（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作者须知（Author Guidelines）全部内容（中文翻译）

• 作为回报，我们期望投稿给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的作者能

够在需要的时候，担当我们的阅评人。

• 文档应当是MS Word格式。鼓励作者尝试将表格和图形放在主体文档中，

作为文档的一部分。

• 版权委托表格

• 作者需要在他们的论文中承诺版权属于Wiley-Blackwell。版权转让是

论文出版的一个条件，如果我们未获版权转让，论文不会被提交出版。

为了方便作者，当论文确定录用时，编辑办公室会给作者提供一份合

适的版权转让表格。政府雇员需要填写一份作者保证书，虽然在这种

情况下，不需要转让版权。



Wiley-Blackwell 《管理研究杂志》（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作者须知（Author Guidelines）全部内容（中文翻译）

• 出版进程在线跟踪

• 通过Wiley-Blackwell提供的Author Services，您能够在线跟踪您的

论文出版进程。Author Services可让作者跟踪他们的文章——从确定

录用开始——经过整个在线文档处理直至付印。作者可以在线查询其

文章的状态，并选择在关键的几个出版阶段接收自动通知邮件。作者

将收到一封带有独特链接的邮件，利用此链接完成注册并自动将其文

章添加到系统中去。请确保投稿时提供完整的电子邮件地址。关于在

线跟踪的更多细节，以及更多的信息资源，包括在文章准备、投稿方

面的常见疑问和小贴士，请访问网页

www.blackwellpublishing.com/bauthor。



利用Web of Science获得投稿指南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欧洲教育杂志》



如何Web of Science获得投稿指南

连接期刊全
文，获得投

稿指南



获得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欧洲教育杂志》 投稿指南

点击Author Guidelines 了解作者指南

获得全文



获得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欧洲教育杂志》 投稿指南

作者投稿指南



获得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欧洲教育杂志》 投稿指南

点击Editorial Board 了解编委会
点击Submit an Article可以进行在线投稿



获得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欧洲教育杂志》 投稿指南

点击Submit an Article可以进行在线投稿

https://mc.manuscriptcentral.com/ejed



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
ScholarOne Manuscripts 投稿平台

• 所有用户，包括作者、审稿专家、主编、编委、编辑部人员等，只要能够
访问互联网，即可使用ScholarOne Manuscripts平台，无需安装任何客户
端软件，随时随地可以处理稿件

• 期刊可以定制该刊投稿各步中的网页提示文字，方便对作者的投稿指导

• 在审稿过程中，作者可以登录ScholarOne Manuscripts查看审稿进度

• 各期刊可以设置对作者的独特的投稿填表项、关键词、文件类型等等

• 可把作者原文件自动转换成 HTML 或 PDF 格式显示

• 支持投稿作者和合作作者均能查看审稿进展

• 如果作者用Endnote撰写稿件，系统可自动提取稿件的标题、摘要、关键词、
参考文献等题录信息，这样不光信息准确，还为作者省去填表的麻烦



采用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
ScholarOne Manuscripts投稿平台的出版社

• WileyBlackwell 

• Taylor & Francis 

• Springer 

• Emerald 

• Thieme 

• Sag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LEY-BLACKWELL出版社ScholarOne Manuscripts投稿平台

http://mc.manuscriptcentral.com/jade

Wiley-blackwell出版社A&HCI收录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 & Design Education

《国际艺术设计与教育杂志》在线投稿



Taylor & Francis出版社ScholarOne Manuscripts投稿平台

Taylor & Francis出版社A&HCI收录期刊
CoDesig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creation in 

Design And the Arts 《协同设计:国际设计与艺术杂志》
在线投稿

http://mc.manuscriptcentral.com/ncdn



Emerald出版社SSCI收录期刊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中国管理研究》在线投稿

Emerald出版社ScholarOne Manuscripts投稿平台



SAGE出版社ScholarOne Manuscripts投稿平台

SSCI收录期刊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美国公共行政管理评论》在线投

稿



Cambridge出版社ScholarOne Manuscripts投稿平台

SSCI收录期刊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制度学派经济学杂志》在线投稿



选题实例：屋顶绿化（Roof Greening）、
墙面绿化（green walls）

"Roof* Green*" or "Green Roof*"   or "green* wall*" or "wall* 
green*"

社会热点问题常常是综合和跨学科的，学科的最前沿也常常是跨学科的

社会科学学科是在交叉融合过程中不断演化

该选题涉及城市、环境、土木建筑、能源、生态、健康、水资源、园艺、地理、
旅游、体育、艺术、历史等学科



选题实例：屋顶绿化（Roof Greening）、
墙面绿化（green walls）

• 为使检索得到的文献最大限度的反映屋顶绿化的真实研究状态，提高文

献查全率是必须的工作，因此关键词的选取至关重要。为了克服中英文

翻译上的误差，需要通过直接阅读英文文摘或原文收集相关关键词。该

课题关键词选择“屋顶绿化”、“绿色屋顶”、“生态屋顶”、“屋顶

花园”、“屋顶种植”、“墙面绿化”、“生态墙面”、“墙面种植”等。

• 英文关键词检索式(“roof* green*” or “Green* Roof*” or “roof* 

garden*” or “rooftop garden*” or “vegetative roof*” or “livin* 

roof*” or “ecoroof*” or “ecological roof*” or “sod roof*” or 

“roof* plant*” or “green* wall*” or “wall* green*” or “wall* 

plant*”)输入检索框，通过主题字段进行检索利用SCI、SSCI、A&HCI进行选题分析



课题选题实例：屋顶绿化（Roof Greening）、
墙面绿化（green walls）

“roof* green*” or “Green* Roof*” or “roof* 
garden*” or “rooftop garden*” or “vegetative 
roof*” or “livin* roof*” or “ecoroof*” or 
“ecological roof*” or “sod roof*” or “roof* 
plant*” or “green* wall*” or “wall* green*” 
or “wall* plant*” 

输入检索式



利用WOS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分析工具
分析工具

分析学科



利用WOS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分析工具
分析工具

该选题涉及城市、环境、土木建筑、能源、生态、健康、水资源、园艺、地理、
旅游、体育、艺术、历史等学科



利用WOS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分析工具
分析工具

分析ESI热点论文、
高被引论文



利用WOS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分析工具
分析工具

投稿期刊选择

投稿期刊涉及460种SCI、SSCI、A&HCI期刊

《建筑与环境》

《景观建筑》

《园林与城市规划》

《生态工程》

《能源与建筑物》

《园艺科学》



如何向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建筑与环境》期刊投稿? 

点击论文题目在全记录界面了解该期刊的影响因子

点击期刊名称了解该期刊的影响因子和分区

点击引文报告了解该刊
刊登有关屋顶绿化年发
文情况

选择开题报告与基金申请书的投稿期刊

评价该刊刊登有关屋顶绿化、墙面绿化论文作者关键词



如何向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建筑与环境》期刊投
稿? 

点击期刊名称了解该期刊的影响因子和分区



如何向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建筑与环境》期刊投
稿? 

论文详细记录

点击了解了解该期刊的影响因子

评估作者关键词是否和投稿论文相符

屋顶花园



如何向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建筑与环境》期刊投
稿? 

点击了解详细的JCR         
影响因子报告



如何向Building and Environment《建筑与环境》期刊投稿?

了解该刊刊登有关屋顶绿化、墙面绿化文章年
发文情况，以及平均引用次数,了解发展趋势

篇均被引
27.46

H指数27

锁定该课题的高影响力论文

评估该课题的影响力
了解该选题的年发文量



如何向Building and Environment《建筑与环境》期刊投稿?

点击引文报告图标可以
对中国学者发表屋顶绿化、墙

面绿化检索结果进行整
体分析。

中国学者发表屋顶绿化、墙面绿化课题论文引文情况，了解发展趋势



如何向Building and Environment《建筑与环境》期刊投稿?

评估中国学者发表屋顶绿化、
墙面绿化论文的影响力

篇均被引
28.64

中国学者该课题年发文量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评估SCI发表屋顶绿化、墙面绿化论文的影响力

篇均被引
17.94SCI收录该课题年发文量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建筑与环
境》期刊篇均被引27.46，
而中国学者发表在该期刊
篇均被引28. 64



评估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建筑与环境》
刊登有关屋顶绿化、墙面绿化论文作者关键词是否和投稿论文相符

点击添加到标记结果列表



评估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建筑与环境》
刊登有关屋顶绿化、墙面绿化论文作者关键词是否和投稿论文相符

点击标记结果列表分
析作者关键词



评估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建筑与环境》
刊登有关屋顶绿化、墙面绿化论文作者关键词是否和投稿论文相符

分析作者关键词

点击打印格式



评估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建筑与环境》
刊登有关屋顶绿化、墙面绿化论文作者关键词是否和投稿论文相符

分析作者关键词

点击打印格式

如该刊有关屋顶绿
化作者关键词和投
稿论文相符，该刊
就是您的门当户对
投稿期刊



判断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建筑与环境》

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 SCI数据库检索分析统计该期刊中论文作者的国家来源，帮助作者选择确定投稿期刊



判断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建筑与环境》

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 SCI数据库检索分析统计该期刊中论文作者的国家来源，帮助作者选择确定投稿期刊

中国学者在该刊
发文排名第一

点击引文报告图标
对该刊的发文情况
进行分析，了解该
刊论文年录用率、
平均引用、H指数等。



如何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该刊年发文数

篇均被引次数15.68



判断该刊中国学者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被引次数、H指数
中国学者年发文量



如何向Building and Environment《建筑与环境》期刊投稿?

利用Web of Science获得投稿指南

连接期刊全文，
获得投稿指南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建筑与环境》投稿指南

获得全文

点击期刊名称进入投稿主页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建筑与环境》投稿指南

点击About this Journal 进入投稿主页

点击Submit Your Paper

进入投稿系统，进行在线投稿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建筑与环境》投稿指南

作者指南

点击Submit Your Paper

进入投稿系统，进行在线
投稿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建筑与环境》投稿指南

作者指南

摘要150-250字，
最多提供6个关键

字， 2个同行评
审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建筑与环境》投稿指南

点击Submit Your Paper

进入投稿系统，进行在线投稿



课题选题实例：屋顶绿化（Roof Greening）、
墙面绿化（green walls）

“roof* green*” or “Green* Roof*” or “roof* 
garden*” or “rooftop garden*” or “vegetative 
roof*” or “livin* roof*” or “ecoroof*” or 
“ecological roof*” or “sod roof*” or “roof* 
plant*” or “green* wall*” or “wall* green*” 
or “wall* plant*” 

输入检索式选择SSCI、A&HCI



利用WOS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分析工具
分析工具

学科涉及环境、
建筑、城市、生
态学、地理学等

利用分析工具了解学科、投
稿期刊、研究机构

科学新闻

社会热点



利用WOS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园林与城市规划》

《景观建筑》

《绿色建筑杂志》

《可持续发展》

《城市林学与城市绿化》

《建筑设计》

投稿期刊涉及91种SSCI、A&HCI期刊

投稿期刊选择



利用WOS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分析工具
分析工具

分析学科涉及城市
投稿期刊

SSCI投稿期刊

利用分析工具了解学科、投
稿期刊、研究机构

《园林与城市规划》

《城市林学与城市绿化》《城市工程杂志》

《国际城乡居住杂志》

《国际住房》



利用WOS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屋顶绿化

分析工具
分析工具

分析学科涉及城市
投稿期刊

投稿期刊

SSCI城市研究 ESI高被引论文



A&HCI《国际艺术设计与教育杂志》 :屋顶花园



课题选题实例：中国传统中医药对肝病的治疗
• ("tradition* chin* med*" or TCM) and (liver* or

hepat*)

•使用引号进行精确检索

•可以使用通配符：

−* 0-n个字符

−? 任意一个字符

−$ 0-1个字符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中医肝病诊治

点击分析检索结果
图标可以对检索结
果进行分析。您可
以按照多种途径记
录进行分析，包括
作者、国家、作者
机构、刊名、主题
分类、出版年度、
语种、文献类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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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了解某一研究理论是如何发展和被应用的，以发现新的研究思路。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中医肝病诊治 检索结果的分析：来源出版物

442种期刊发表该课题论文

《机构学与机械原理》
《机械设计杂志；美国
机械工程师学会汇刊》

《机器人学》
《机械学和机器人技术杂志；
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汇刊》

投
稿
期
刊
选
择

189种期刊发表该课题论文

《民族药物学杂志》
《美洲中国医学杂志》

《植物疗法研究》

《循证替代补充医学》

《中医杂志》



2、利用TDA分析论文关键词选择合适的投稿期刊



热点论文的参考文献大多也是热点论文、高被引论文

参考文献66篇，引用了7篇热点
论文、14篇高被引论文

要发表热点论文，需要广交朋
友，了解竞争对手，参考文献
要多引热点论文、高被引论文



热点论文也大量被热点论文引用
浙江工业大学张逢质教授发表的热点论文

热点研究前沿：碳氢键活化



热点论文也大量被热点论文引用

被6篇热点论文、6篇高
被引论文引用

浙江工业大学张逢质教授发表的热点论文



热点论文的参考文献大多也是热点论文、高被引论文

参考文献78篇，引用了46篇
ESI高被引论文

要发表热点论文，需要广交朋
友，了解竞争对手，参考文献
要多引热点论文、高被引论文

浙江工业大学张逢质教授发表的热点论文



热点研究前沿：碳氢键活化

•碳氢键活化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热门领域。基

于C–H键活化策略的化学合成可以简化原料、

缩短反应流程，实现常规方法难以制备的目标

产物，是最经济、简洁、高效的合成途径之一

，特别是在天然产物合成及药物合成上具有重

要价值,，近年来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被誉为

‘化学的圣杯’。



热点研究前沿：碳氢键活化

22篇热点论文



热点研究前沿：碳氢键活化

22篇热点论文
657篇高被引论文



1996 - 2015年碳氢键活化前30个最常用的作者关键字的气泡图



1996 - 2015年发表碳氢键活化论文前20种期刊的气泡图



1996 - 2015年发表碳氢键活化论文前20种期刊的气泡图



利用Thomson Data Analyzer二维报表开展ESI基金学科服务

作
者
关
键
字

“压
缩感
知”
和
“稀
疏表
示”

Compressed Sensing & Sparse Representation: A Bibiometrics Survey
2006 - 2015年期间压缩感知与稀疏表示前20个最常用的作者关键字的气泡图



利用Thomson Data Analyzer二维报表开展ESI基金学科服务
Compressed Sensing & Sparse Representation: A Bibiometrics Survey

研
究
机
构

“压
缩感
知”
和
“稀
疏表
示”

2006 - 2015年期间压缩感知与稀疏表示前20个研究机构气泡图



利用Thomson Data Analyzer二维报表开展ESI学科服务

研究机构

关键词

Compressed Sensing & Sparse Representation: A Bibiometrics Survey

“压
缩感
知”
和
“稀
疏表
示”

2006 - 2015年压缩感知与稀疏表示28篇高被引论文与8619篇作者关键词比较气泡图



压缩感知与稀疏表示投稿期刊选择

字典学习



压缩感知与稀疏表示投稿期刊选择

字典学习



压缩感知与稀疏表示投稿期刊选择

《IEEE图像处理汇刊》

字典学习



压缩感知与稀疏表示投稿期刊选择

字典学习

《IEEE图像处理汇刊》



2006 - 2016年SSCI数据库中ESI高被引论文前20种期刊的气泡图



3、利用基金资助课题号选择投稿期刊



如何了解某学者发表的SCI论文被那些基金资助？
•

Liu NA or Liu Naian

研究： Fire whirls火龙卷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or NSFC

Fire Safety Journal
《消防安全杂志》

刘乃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火灾
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如何了解某学者发表的SCI论文被那些基金资助？

刘乃安13篇有关火龙
卷(Fire whirls)的论
文来自NSFC基金资助

研究关键词：火龙卷
(Fire whirls)



如何了解某学者发表的SCI论文被那些基金资助？

《消防安全杂志》
2015年影响因子1.016



如何了解某学者发表的SCI论文被那些基金资助？

研究关键词：火龙卷
(Fire whirls)

NSFC基金号： 51476156 



如何了解NSFC基金51476156发表了那些论文？

选择字段：授权号

输入 NSFC基金号： 51476156



了解NSFC基金51476156投稿期刊

研究关键词：火龙卷
(Fire whirls)



哪些基金资助火龙卷研究？

“Fire whirl*”



哪些基金资助火龙卷研究？

点击分析基金资助机构

《消防安全杂志》

《高温》

《燃烧学会会议录》



哪些基金资助火龙卷研究？

NSFC、973均资助火龙卷研究



了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火龙卷课题发表的论文

《燃烧与火焰》

《消防技术》

《消防安全杂志》

《燃烧学会会议录》

火龙卷基金投稿期刊选择



基金论文评价与投稿期刊选择

输入湖南城市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1374086项目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滞随机关联系

统的分散控制与估计” （ 61374086 ）

项目负责人： 褚玉明
项目参与人： 李永民 赵振江 肖卫初 涂立 杨格兰

杨利辉



基金论文评价与投稿期刊选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滞随机关联系统的分散控

制与估计” （ 61374086 ）共发表了110篇SCI论文



基金论文评价与投稿期刊选择

评估基金支持的科学研究质量、影响力

基金资助论文引用报告 有7篇文章每篇最少被引用7次以上

H指数：7

篇均引用
次数 1.8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滞随机关联系统的分散控

制与估计” （ 61374086 ）共发表了110篇SCI论文



基金论文评价与投稿期刊选择

1篇ESI高被引论文全球前1%

杨镇杭、褚玉明



基金论文评价与投稿期刊选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滞随机关联系统的分散控

制与估计” （ 61374086 ）共发表了110篇SCI论文

• 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是指按学科、出版年和文献类型统计的规范化的引文
影响力 （论文篇均引文数），标准值（全球平均水平）为1，大于1表示论文的
引文影响力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小于1，则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在科研基金组
织中，可以作为定量绩效指标来跟踪资助项目的成果，评价申请基金的科研小
组的历史绩效等。



基金论文评价与投稿期刊选择

30种投稿期刊

ESI学科涉及数学、工程、计算机科学



ESI数学学科收录486种期刊
•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应用数学和计算》

• Acta Mathematica Scientia《数学物理学报》

•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Optimization《应用数学和优化》

• Bulletin of the Malaysian Mathematical Sciences Society《马来西亚数学科学会通

报》

• Journal of Geometry and Physics《几何学与物理学杂志》

• Mathematische Nachrichten《数学通讯》

•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Inequalities《数学不等式杂志》

• Journal of Inequalities and Applications《不等式及其应用杂志》

• Journal of Number Theory《数论杂志》

• Rocky Mountain Journal of Mathematics《落基山数学杂志》

• Journal of Nonlinear Sciences and its Applications《非线性科学及其应用杂志》

• Journal of Function Spaces《函数空间杂志》



ESI工程学学科收录839种期刊
• Applied Mathematical Modelling《应用数学模型》

•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应用数学和力学》

• COMPEL-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Computation and Mathematic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计算与数学杂志》

• Discrete Applied Mathematics《离散应用数学》

• IMA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Control & Information《数学及其应用学会数学控制与信息杂志》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Mathematics《国际计算机数学杂志》

• Journal of Engineering Mathematics《工程数学杂志》

• Journal of the Franklin Institute-Engineering and Applied Mathematics《佛兰克林学会杂志：工程与应用数学》

• Mathematical Methods of Operations Research《运筹学研究中的数学方法》

•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工程数学问题》

•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Simulation《系统模拟中的数学与计算机》

•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of Solids《数学与固体力学》

• Mathematics of Control Signals and Systems 《控制、信号和系统的数学问题》

• PMM Journal of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应用数学与力学杂志》

• Quarterly Journal of Mechanics and Applied Mathematics《力学和应用数学季刊》

• Russian Journal of Numerical Analysis and Mathematical Modelling 《俄罗斯数值分析与数学建模杂志》

• SIAM Journal on Discrete Mathematics《工业与应用数学会离散数学杂志》

• ZAMM-Zeitschrift fuer Angewandte Mathematik und Mechanik 《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

• 4OR-A Quarterly Journal of Operations Research《4OR；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运筹学会季刊》



4、高被引论文投稿期刊选择



ESI高被引论文——投稿期刊选择
期刊排名

点击期刊（Journals）排名——了解高水平期刊

ESI期刊 – 各学科影响力的前50%



ESI高被引论文——投稿期刊选择
• ESI收录期刊比SCI、SSCI收录期刊要少50%，如

2017年3月10日更新的ESI收录期刊6590种（包括

SCI、SSCI期刊），而3月10日SCI公布收录期刊是

8896种、SSCI公布收录期刊是3250种（实际上SCI

和SSCI收录期刊部分期刊是被SCI和SSCI收录共同

收录的，所以实际SCI和SSCI收录期刊在11468种），

ESI热点论文和高被引论文是统计在ESI收录期刊

上发表论文的被引前1%和0.1%



ESI高被引论文——投稿期刊选择 3月10日更新

6590种期刊进入ESI 2006年1月1日 - 2016年12月31日

《美国国家科学院汇刊》

总被引次数排名第1位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总被引次数排名第11位



ESI高被引论文——临床医学投稿期刊选择

ESI期刊 – 临床医学学科影响力的前50%

选择期刊

选择临床医学学科

ESI收录1086种临床医学学科TOP期刊



ESI高被引论文——临床医学投稿期刊选择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总被引次数排名第1位

高被引论文篇数



ESI高被引论文——临床医学投稿期刊选择

Journal of Pediatric Surgery 
《小儿外科杂志》IF1.733 

没有ESI高被引论文

Journal of Surgical 
Research 《外科研究杂志》

IF2.198



ESI高被引论文——临床医学投稿期刊选择
Molecular Vision 《分子图象》
IF2.11 没有ESI高被引论文

Journal of Surgical Oncology

《外科肿瘤学杂志》 IF3.151



ESI高被引论文——临床医学投稿期刊选择

没有ESI高被引论文

Surgical Oncology

《外科肿瘤学》 IF3.514

Australian Dental Journal 
《澳大利亚牙科杂志》IF1.272



ESI高被引论文——药理学与毒理学投稿期刊选择

ESI期刊 – 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影响力的前50%

ESI收录167种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期刊



ESI高被引论文——药理学与毒理学投稿期刊选择

《抗微生物剂与化疗》

《控制释放杂志》

《自然评论：药物发现》



ESI高被引论文——化学投稿期刊选择
ESI收录312种化学期刊

ESI期刊 – 化学学科影响力的前50%



ESI高被引论文——化学投稿期刊选择
ESI收录312种化学期刊

《应用化学》

《化学通讯》

高被引论文篇数



ESI高被引论文——化学投稿期刊选择
ESI收录312种化学期刊

《应用化学》

《化学通讯》

没有ESI高被引论文
《巴西化学会志》2017 IF1.096

《瑞士化学学报》IF1.087



ESI高被引论文——社会科学投稿期刊选择
ESI收录1060种社会科学TOP期刊

涉及城市、体育、教育、
法律、语言、环境、健康、
护理学、老年学、旅游、
图书情报、传播学、社会
学、国际关系、伦理学等

《能源政策》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衰老研究杂志》是ESI社会科学期刊



ESI高被引论文——社会科学投稿期刊选择
ESI收录1060种社会科学TOP期刊

ESI高被引论文篇数



ESI高被引论文——投稿期刊选择

选择期刊

选择数学学科

ESI收录276种数学学科期刊

ESI期刊 – 数学学科影响力的前50%



ESI高被引论文——数学投稿期刊选择
ESI收录276种数学学科期刊

高被引论文篇数

《应用数学和计算》

总被引次数排名第1位



ESI高被引论文——数学投稿期刊选择

输入：SURF ENG

没有高被引论文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应用数学和
计算》280篇论文进入全球前
1% 的高被引论文（包括4篇
热点论文），中国116篇

Elsevier期刊



ESI高被引论文——数学投稿期刊选择

输入：SURF ENG

没有高被引论文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应用数学和
计算》280篇论文进入全球前
1% 的高被引论文（包括4篇
热点论文），中国116篇

Elsevier期刊



ESI高被引论文——数学投稿期刊选择
Elsevier期刊

Nonlinear Analysis《非线
性分析》155篇论文进入全
球前1% 的高被引论文（包
括1篇热点论文），中国45

篇



ESI高被引论文——数学投稿期刊选择
Elsevier期刊

Computers & 

Mathematics with 

Applications 《计算机与数
学及其应用》 131篇论文进
入全球前1% 的高被引论文
（包括2篇热点论文），中
国54篇



ESI高被引论文——数学投稿期刊选择

Annals of Pure and Applied 
Logic 《理论与应用逻辑纪事》
Elsevier，IF0.582

没有ESI高被引论文

Journal of Algebraic 
Combinatorics 《代数组合学杂
志》 SPRINGER，IF0.874



ESI高被引论文——投稿期刊选择
ESI收录204种农业科学期刊

《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

总被引次数排名第1位

《食品化学》

ELSEVIER

ESI高被引论文篇数



ESI高被引论文——投稿期刊选择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农业与食品
化学杂志》

216篇论文进入ESI全球前
1% 的高被引论文



ESI高被引论文——投稿期刊选择
浙江工业大学在《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 上发表37篇论文



ESI高被引论文——投稿期刊选择
浙江农林大学在《农业与食品
化学杂志》 上发表36篇论文



ESI高被引论文——投稿期刊选择

Food Chemistry《食品化学》

528篇论文进入全球前1% 的高被引论文
浙江省高校在Food Chemistry《食
品化学》发表14篇ESI高被引导论文



ESI高被引论文——工程学投稿期刊选择

ESI收录502种工程学学期刊

前6种全为ELSEVIER



ESI高被引论文——工程学投稿期刊选择
ESI收录502种工程学学期刊

《电源杂志》

《国际氢能杂志》

《化学工程杂志》

高被引论文篇数



ESI高被引论文——工程学投稿期刊选择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电源杂志》1203篇论文进入
全球前1% 的高被引论文，其

中中国学者546篇

西安交通大学在《电源杂志》
发表10篇ESI高被引论文



ESI高被引论文——工程学投稿期刊选择

Applied Mathematical 
Modelling《应用数学模型》

47篇论文进入全球前1% 的
高被引论文（包括2篇热点

论文），中国21篇，

Elsevier期刊



ESI高被引论文——工程学投稿期刊选择
HINDAW期刊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工程数学问
题》9篇论文进入全球前1% 
的高被引论文，中国8篇，



ESI高被引论文——工程学投稿期刊选择
SPRINGER期刊

Journal of Engineering 
Mathematics《工程数学杂志》2篇
论文进入全球前1% 的高被引论文



馆藏评价：一流学科建设发文核心期刊文献计量分析

•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化学工程杂志》

• ISSN:1385-8947，1970年创刊，全年24期，

Elsevier Science出版社，SCI、EI收录期刊，SCI 

2015年影响因子5.310，2015年5年影响因子5.439

• ESI工程学科收录期刊，ESI热点论文14篇、高被引

论文624篇，中国学者在该期刊发表ESI热点论文7篇

、高被引论文279篇
2006-2016年中国学者在该期刊发表
论文3735篇（论文3698篇，综述37
篇）。其中中科院490篇、清华大学
198篇、天津大学136篇、华南理工大
学130篇、哈尔滨工业大学129篇、大
连理工大学126篇、南开大学125篇、
山东大学120篇、浙江大学117篇。



ESI高被引论文——投稿期刊选择

湖南省高校在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化学工程杂志》发表16篇ESI 高
被引论文

湖南大学13篇，湖南师范大学2篇



ESI高被引论文——投稿期刊选择
河南大学在《化学工程杂志》发表10篇论文，
其中2篇是ESI高被引论文，通讯作者陈西良

国际合作，非第一作者单位



ESI高被引论文——投稿期刊选择

浙江省高校在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化学工程杂志》发表18篇ESI 
高被引论文

浙江大学9篇，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
江工商大学各个2篇、台州大学1篇



ESI高被引论文——投稿期刊选择
江苏大学在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化学工程杂志》
发表93篇论文，其中ESI热点论文1篇、高被引论文10篇。



馆藏评价：一流学科建设发文核心期刊文献计量分析

•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化学工程杂志》

• SCI 2015年影响因子5.310，JCR化学工程学科排名

第8位（135种），Q1（一区）

• ESI工程学科收录期刊，ESI热点论文14篇、高被引

论文624篇，中国学者在该期刊发表ESI热点论文7篇

、高被引论文279篇

2016年6篇
2015年10篇
2014年4篇
2013年6篇
2012年4篇
2011年2篇
2010年1篇

浙江工业大学在该期刊上发文 42篇
ESI高被引论文2篇



馆藏评价：一流学科建设发文核心期刊文献计量分析

•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化学工程杂志》

• SCI 2015年影响因子5.310，JCR化学工程学科排名第8位（135种

），Q1（一区）

• ESI工程学科收录期刊，ESI热点论文14篇、高被引论文624篇

• 中国学者在该期刊发表ESI热点论文7篇、高被引论文279篇

浙江工业大学共有624篇论文引
用了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化学工程杂志》期刊

2016年128篇
2015年135篇
2014年90篇
2013年85篇
2012年40篇
2011年49篇



馆藏评价：一流学科建设发文核心期刊文献计量分析

•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化学工程杂志》

• SCI 2015年影响因子5.310，JCR化学工程学科排名

第8位（135种），Q1（一区）

• ESI工程学科收录期刊，ESI热点论文14篇、高被引论文624篇

• 中国学者在该期刊发表ESI热点论文7篇、高被引论文279篇

浙江工业大学学者发表论文引用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化学工程杂志》期刊

浙江工业大学发表论文引用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化学工程杂志》

被引比较高的前2篇论文均
是ESI高被引论文

浙江工业大学3篇ESI论文引用了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化
学工程杂志》期刊



馆藏评价：一流学科建设发文核心期刊文献计量分析

•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化学工程杂志》

• SCI 2015年影响因子5.310，JCR化学工程学科排名

第8位（135种），Q1（一区）

• ESI工程学科收录期刊，ESI热点论文14篇、高被引论文624篇

• 中国学者在该期刊发表ESI热点论文7篇、高被引论文279篇

2008-2016 SCI论文引用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化学工程杂志》较
多的前4种期刊：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RSC Advances 、Industrial 
Engineering Chemistry Research 、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第1、3种期刊也是浙江工业大学学者引用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化学工程
杂志》最多的期刊，其他第2、4种期刊也是
浙江工业大学学者引用Chemical 



ESI高被引论文——材料科学投稿期刊选择
ESI收录217种材料科学TOP期刊



ESI高被引论文——材料科学投稿期刊选择
ESI收录217种材料科学TOP期刊



材料科学高水平期刊——投稿期刊选择
浙江工业大学在ESI材料科学前60种期刊发文分析

Wiley



材料科学高水平期刊——投稿期刊选择
浙江工业大学在ESI材料科学前60种期刊发文分析



高被引论文投稿期刊选择

不同领域（学科）高被引论文呈现出不同的篇均被引频次



不同领域呈现出不同的篇均被引频次；
较早发表的文章具有较高的被引频次

Fields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All 

All Fields 18.24 17.67 16.48 15.09 13.24 11.49 9.14 6.52 4.18 1.68 0.26 10.06 

Agricultural Sciences 12.10 12.22 11.13 10.23 9.35 8.02 6.19 4.51 2.69 0.93 0.14 6.40 

Biochemistry 29.24 28.53 26.10 23.56 20.79 17.60 13.65 9.62 6.12 2.52 0.36 16.35 

Chemistry 16.68 16.83 15.39 15.02 13.31 11.81 9.77 7.13 4.69 2.06 0.32 10.10 

Clinical Medicine 21.29 20.65 19.52 18.18 16.38 14.24 11.55 8.21 5.17 1.96 0.30 12.14 

Computer Science 6.84 6.27 6.58 6.66 4.32 3.12 2.50 1.54 1.57 0.60 0.10 3.25 

Economics & 
Business 

10.67 10.07 9.00 8.89 7.56 6.35 4.71 3.08 1.76 0.63 0.13 5.37 

Engineering 7.28 7.13 6.90 6.26 5.66 5.10 4.00 2.86 1.97 0.76 0.14 4.18 

Environment/Ecology 19.46 19.66 17.21 15.87 14.01 11.95 9.25 6.55 4.12 1.49 0.26 10.10 

Geosciences 17.74 16.16 15.15 12.83 11.55 9.76 7.72 5.83 3.25 1.38 0.32 8.91 

Immunology 34.47 34.80 32.79 29.27 25.74 23.09 18.16 13.26 8.66 3.48 0.48 20.66 

Materials Science 10.18 10.49 9.90 8.98 8.63 7.39 5.93 4.46 2.89 1.21 0.19 6.09 

Mathematics 6.38 5.78 5.09 4.91 4.26 3.65 2.97 2.13 1.31 0.56 0.12 3.17 

Microbiology 28.14 26.51 24.52 22.11 19.58 17.05 14.18 9.57 5.85 2.38 0.30 14.98 

Molecular Biology 46.55 44.58 41.32 37.24 31.82 27.30 21.17 15.21 9.54 3.97 0.55 24.71 

Neurosciences 33.69 32.14 30.51 26.91 22.76 19.64 15.72 11.32 6.92 2.72 0.38 18.29 

Pharmacology 19.39 19.24 18.63 17.82 15.05 13.93 10.54 8.29 5.07 2.04 0.28 11.32 

Physics 14.15 14.01 12.76 11.54 10.35 9.43 7.72 5.73 3.42 1.59 0.25 8.45 

Plant, Animal Science 13.22 12.84 11.84 10.82 9.48 8.23 6.29 4.49 2.76 1.10 0.20 7.16 

Psychiatry/Psychology 19.97 18.56 17.57 15.33 14.11 11.83 9.03 6.30 3.62 1.35 0.23 10.21 

Social Sciences 8.00 7.83 7.13 6.72 5.95 5.31 4.26 2.91 1.69 0.62 0.14 4.26 

Space Science 24.42 19.35 21.21 16.83 17.61 14.97 12.97 9.83 7.31 3.00 0.76 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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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 22 学科
• Agricultural Sciences 

• Biology & Biochemistry

• Chemistry 

• Clinical Medicine 

• Computer Science 

• Economics & Business

• Engineering 

• Environment/Ecology 

• Geosciences 

• Immunology 

• Materials Science

Mathematics 
Micro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 Genetics

Multidisciplinary 

Neuroscience & Behavior 

Pharmacology & Toxicology 

Physics 

Plant & Animal Science 

Psychiatry/Psychology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Space Science



22学科高被引论文年代分布



三种研究绩效基准线

• Average Citation Rates: 平均引文率按照10 年间各

年进行统计，表示各学科中每年发表论文的篇均被引次

数.

• Percentiles: 每年发表的论文达到某个百分点基准应

被引用的次数

• Field Rankings: 显示某个学科中的论文总数和引文总

数



近十年论文发表平均引文率基准线

按照每一学科和年限比较引文平均数的大小



近十年论文发表平均引文率基准线
参照学科领域与论文
发表年，查看平均引
文率基准线，2010年
发表的数学类论文平
均被引频次为6.14，
此篇论文已被引用15
次，高于平均引文率。

某作者2010 年发表
的一篇数学类论文，
截至2017 年2月28 
日，在SCI数据库中
共被引用15次，根据
其被引用情况进行国
际影响力的综合评价。



近十年论文发表百分点基准线
利用百分比了解一篇研究论文的被引情况在该学科中所处的位置

2017.5月ESI



近十年论文发表百分点基准线
利用百分比了解一篇研究论文的被引情况在该学科中所处的位置

化学科学学科，2010年发表，前1%阈值被引161次，前1‰阈值被引566次



近十年论文发表百分点基准线
利用百分比了解一篇研究论文的被引情况在该学科中所处的位置

材料科学学科，2010年发表，前1%阈值被引154次，前1‰阈值被引570次



近十年论文发表百分点基准线
利用百分比了解一篇研究论文的被引情况在该学科中所处的位置

工程学学科，2010年发表，前1%阈值被引84次，前1‰阈值被引230次



近十年论文发表百分点基准线
利用百分比了解一篇研究论文的被引情况在该学科中所处的位置

物理学学科，2010年发表，前1%阈值被引132次，前1‰阈值被引460次



近十年论文发表百分点基准线
利用百分比了解一篇研究论文的被引情况在该学科中所处的位置

计算机学科，2010年发表，前1%阈值被引87次，前1‰阈值被引394次



追踪可穿戴设备研究前沿——高被引论文

"wearable electronic*" or "wearable device*"



追踪可穿戴设备研究前沿——高被引论文

"wearable electronic*" or "wearable device*"



追踪可穿戴设备研究前沿——高被引论文

"wearable electronic*" or "wearable device*"

可穿戴设108篇ESI高被引论文、 6篇热点论文



追踪可穿戴设备研究前沿——高被引论文

"wearable electronic*" or "wearable device*"

108篇可穿戴设备高被引论文，其中6篇热点论文

ESI计算机科学

ESI临床医学

ESI材料科学

ESI材料科学



追踪可穿戴设备研究前沿——高被引论文

浙江理工大学2篇可穿戴设备论文

ESI化学学科

ESI物理学科

可穿戴设备论文投稿到什么学科期刊可以快速
成为ESI高被引论文？



追踪可穿戴设备研究前沿——高被引论文

ESI材料科学学科

ESI计算机科学学科

河南师范大学2篇可穿戴设备论文

可穿戴设备论文投稿到什么学科期刊可以快速
成为ESI高被引论文？



追踪可穿戴设备研究前沿——高被引论文

河南师范大学可穿戴设备论文

该篇穿戴设备论论文被引次数超过多
少次可以进入全球前1%？

2015年 Advanced Materials
是ESI 材料科学学科

2015材料科学论文被引次数超
过35次就是ESI高被引论文



追踪可穿戴设备研究前沿——高被引论文

该篇穿戴设备论论文被引次数超过多
少次可以进入全球前1%？

ACS Nano 是ESI 化学学科

2016化学论文被引次数超
过12次就是ESI高被引论文

北京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可穿戴设备论文



高被引论文不同领域(学科）呈现出不同的篇均被引频次
• 可穿戴设备2010年论文投稿到： ACS NANO (55)是ESI 化学学科，2010年论文被引次数超过

161次就是高被引论文，2014年论文被引次数超过67次就是高被引论文，2016论文被引次数

超过35次就是热点论文

• 可穿戴设备2010年论文投稿到： ACS APPLIED MATERIALS INTERFACES (79)是ESI 材料科学

学科， 2010年论文被引次数超过154次就是高被引论文，2014年论文被引次数超过62次就是

高被引论文， 2016论文被引次数超过29次就是热点论文

• 可穿戴设备2010年论文投稿到： NANOSCALE (25)是ESI 物理学学科，2010年论文被引次数

超过132次就是高被引论文，2014年论文被引次数超过52次就是高被引论文，2016论文被引

次数超过33次就是热点论文

• 可穿戴设备2010年论文投稿到：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13)是ESI 工程学学科，2010

年论文被引次数超过84次就是高被引论文，2014年论文被引次数超过32次就是高被引论文，

2016论文被引次数超过18次就是热点论文

• 可穿戴设备2010年论文投稿到： NEUROCOMPUTING (5)是ESI 计算机科学学科，2010年论文

被引次数超过87次就是高被引论文，2014年论文被引次数超过33次就是高被引论文，2016论

文被引次数超过18次就是热点论文

培
育
高
被
引
科
学
家



可穿戴设备投稿期刊选择
"wearable electronic*" or "wearable device*"

化学 材料科学

物理学

计算机

工程学

工程学



近十年论文发表百分点基准线
利用百分比了解一篇研究论文的被引情况在该学科中所处的位置

社会科学学科，2010年发表，前1%阈值被引75次，前1‰阈值被引200次



5、投稿期刊参考文献评价



高被引的论文比一般论文
文后的参考文献数量要多的多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记
忆与语言杂志》Elsevier 

5篇ESI高被引论文引用了317 篇
参考文献，篇均63.4篇

统计Article 

Elsevier 



高被引的论文比一般论文
文后的参考文献数量要多的多

Harvard Law Review 
《哈佛法律评论》

11篇ESI高被引论文引用了2136
篇参考文献，篇均194.18篇

统计Article 



高被引的论文比一般论文
文后的参考文献数量要多的多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婚姻与家庭杂志》

14篇ESI高被引论文引用了
1414篇参考文献，篇均101篇

统计Article 

WILEY-BLACKWELL



高被引的论文比一般论文
文后的参考文献数量要多的多

Communication Research 
《传播研究》

12篇ESI高被引论文引用了
855 篇参考文献，篇均71.25
篇

统计Article 

Sage



高被引的论文比一般论文
文后的参考文献数量要多的多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国际城市与地区研究杂志》

12篇ESI高被引论文引用了
942 篇参考文献，篇均78.5篇

Blackwell

统计Article 



高被引的论文比一般论文
文后的参考文献数量要多的多

廖世俊4篇数学高被引论
文参考文献篇均54篇



高被引的论文比一般论文
文后的参考文献数量要多的多

廖世俊数学高被引论文
参考文献73篇



高被引的论文比一般论文
文后的参考文献数量要多的多

李万同 兰州大学数学高被引
论文参考文献篇均43.8篇



馆藏评价：参考文献保障对科研产出的贡献

• 文献计量分析发现高被引论文的参考文献的数量和质量是有别于一

般论文， ESI化学领域全球总引次数排名前10的研究机构，如日本

京都大学2012年Scopus发表化学论文，被引前20论文的篇均施引参

考文献数量为65.8篇，而全部1004篇论文篇均施引参考文献数量为

33.8 篇。而中国科学院化学论文被引前20论文的篇均施引参考文

献数量为50.8篇，而全部1 250篇论文篇均施引参考文献数量为

32.9 篇。显而易见，高被引论文比一般论文的文后参考文献数量

要多得多，高被引论文更倾向于引用影响力高的期刊论文 。

• 参考文献：梁春慧,孙艳,万跃华. 高被引论文的参考文献特征研究

——以化学领域为例的实证分析[J]. 科技与出,2014,(7):119-122



参考文献的内容越新颖，信息质量越高，
影响因子就越高。

参考文献数量较多的论文它的平均
引文数量就比较大



参考文献保障对科研产出的贡献

2013年该期刊发表1979篇论文，有参考
文献38981篇，平均参考文献19.69篇，

前20篇高被引论文平均参考文
献41.75篇

参考文
献32篇

BIORESOURCE TECHNOLOGY《生物资源技术》



高被引的论文比一般论文
文后的参考文献数量要多的多

• 高被引论文的参考文献特征研究——以化学领域为例的实证分

析. 科技与出版,2014,07:119-122



高被引的论文比一般论文
文后的参考文献数量要多的多



• 越是高被引的论文它的文后参考文献数量越多 ，3所美国的大

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大学、西北大学、

高被引的论文比一般论文
文后的参考文献数量要多的多



高被引论文施引最多的10种期刊IF平均值同样比一般论文的高
（20.313>8.756）



高被引论文更倾向引用声望值高的期刊论文



高被引论文更倾向引用影响因子高的期刊论文



参考文献保障对高水平论文的贡献
• 统计各学校2011年发表的工程英文论文。

• 国内学者主要阅读高水平期刊的文献来获取”研究思想路“

• 发表研究论文的主要期刊的影响因子通常比发表参考文献的主

要期刊低一个量级。

检
索

分
析

发
现

创
新



感谢 大家的辛勤工作

希望 各位在高水平期刊上

发表论文

祝愿 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问题？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