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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需要不斷做決定。。。

選擇研究

主題

開展研究

撰寫論文
選則期刊
發表論文

展示成果
申請資助

如何透過文獻快速了解研究背景？
如何抓住重要文獻？
如何把握研究趨勢？

如何持續跟踪研究進展
不掉隊？
如何找到優質合作？

如何找到相關性高+影響
力高的期刊？
如何盡快發表成果？
如何找到有如天助的審
稿人？

如何展示個人的學術能
量，獲取更多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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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 如何全面掌握研究背景與變化趨勢

• 如何選擇優秀期刊發表研究成果

• 如何利用作者專屬研究檔案，讓研

究看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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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了全球220個國家/地區，5000多家出版商的科技出版內容，覆蓋
了40多種語言；實現全領域，全文獻類型的覆蓋；每日更新

Source: Scopus.com, January 30, 2018

23,507
Peer-reviewed journals

301
Trade journals

3,784
Active Gold Open Access 
journals

>8,000
Articles in Press
Full metadata, abstracts and cited 
references

Physical 
Sciences 
12,263

Health 
Sciences 
13,819

Social 
Sciences 
10,905

Life 
Sciences 
6,809

106K
Conference events

8.3M
Conference papers
Mainly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s

613
Book series

38K
Volumes

1.5M
Items

165,768
Stand-alone books

1.34M
Items
Focus on Social
Sciences and A&H

Number of 
Journals by 
subject area Journals Conference Books

全球最大引文索引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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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審查機制，獨立的內容審查與諮詢委員會
Content Selection & Advisory Board (CSAB)

全球多家權威組織、機構—研究與學術表現的唯一數據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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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研究

主題

開展研究

撰寫論文
選則期刊
發表論文

展示成果
申請資助

如何透過文獻快速了解研究背景？
如何抓住重要文獻？
如何把握研究趨勢？

如何持續跟踪研究進展
不掉隊？
如何找到優質合作？

如何找到相關性高+影響
力高的期刊？
如何盡快發表成果？
如何找到有如天助的審
稿人？

如何展示個人的學術能
量，獲取更多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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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聚焦至

350+ 

Review

這個領域怎樣？要不要去研究？

關鍵詞輕鬆檢索2萬+論文
聚焦至350+ 

Review

查閱Review
• 快速掌握研究進程和主要成果
• 發現待解決的問題
• 發現可能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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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去研究？--從論文數量看發展趨勢

迅速增長

快速下降（低於5年
前--2007年)

緩慢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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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朝哪個方向去突破？--看主題分佈，了解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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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讀哪些論文？--抓關鍵論文

 最新論文--最新進展
 高引用論文--技術突破，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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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資訊」分析論文價值

從每年的引用概覽，精確識
別近年被引頻次較高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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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了解該研究的前期基礎

Citation

了解該研究的後續發展

看論文就是閱讀論文這麼簡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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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從論文直達相關研究領域

該研究參與的研究主題是
全球前1%熱門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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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影響力的學者

關鍵詞詞云
By fingerprint技術

直達Topic能獲取哪些訊息？

最重要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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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研究-關注重要作者的最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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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研究

關注重要作者的最新施引
論文，拓展到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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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研究--關鍵詞搜尋結果的新知通報

靈活設置通知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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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與選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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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學科領域有哪些期刊？排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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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支持3種
期刊影響力指標

例如

Citescore SNIP  SJR

對應子學科出版物
引用影響力，收錄論文和引用情況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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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core- Scopus中用於衡量期刊表現的指標

B

A

CiteScore 2015 value 
B

A
=

CiteScore Impact Factor

A = citations to 3 years of documents A = citations to 2 or 5 years of documents

B = all documents indexed in Scopus, same as A B = only citable items (articles and reviews), 
different from A

免費使用，3年時間週期，涵蓋所有文獻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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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來源出版物詳情

查看每年收錄的論
文數目及引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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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期刊的文獻
通知，確保及時
獲得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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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方向/課題，適合選擇哪些期刊投稿

2. 期刊表現和引用情
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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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Abstract

https://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Journalfinder工具

怎樣從高水平期刊中找到審稿快 & 接受率高的期刊？

以Nano energy為例

https://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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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Finder 頁面

期刊的接受率，審稿
速度，發表速度等數
據一目了然

注：journalfinder僅支持Elsevier出版期刊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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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專屬研究檔案，讓研究看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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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已涵蓋1600萬完善的學者個人學術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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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的論文和引用-數量及趨勢

H指數

總論文

總引用

列舉重要& 有影響力的論文 Citation

學者個人學術名片
年輕學者用增長趨
勢展示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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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影響力-被哪些國家、機構的關注

論文實力-

學者個人學術名片

主要發表期刊 優勢學科領域

• 展示專長的學科領域
或者
• 跨領域融合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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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標認識

• 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FWCI) 領域權重引用影響力

• 依相同學科領域、同出版年與同文章類型比較。

• FWCI=1，表示該篇文章引用影響力等於全球平均水準。

• FWCI>1，高於全球平均水準。假如一研究團隊的FWCI為2.15，代表該

研究團隊的引用影響力比全球平均高出215%

• FWCI已用於THE排名，計算機構/學科在引用影響力的排名分數。

• Outputs in Top Citation Percentiles (高被引文章)

• 同ㄧ學科分類下，當年全球範圍內排在全部文獻被引用次數前10%的文

獻數量。另可設定前1%，5%，10% 等

• 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高品質期刊)

• 機構的文獻發表在全球標準化影響指數排名前1%，10%的期刊的數量或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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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試用一個月。快來體驗吧

2018/10/26 - 2018/11/25

登錄 www.scopus.com 即可快速體驗

http://www.scop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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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lsevier.com/research-intelligence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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