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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聚焦研究前沿  深化自主创新 

第一部分：基金选题 

1、利用SCI、SSCI申请国家基金的体会与技巧 

2、如何利用SCI、SSCI进行基金的选题和创新研究 

3、如何利用ESI追踪研究前沿 

4、借助SCI、SSCI收录的科学新闻、社论帮助选题 

5、中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论文分析 

6、全球基金数据库： COS Pivot 

第二部分：如何撰写申请书 

1、基金题目、摘要写作技巧 

2、如何写立项依据、研究方案、技术路线、研究基础 

3、参考文献与高水平基金申请书的关系 

4、高水平基金与国际合作 

5、同行评议与如何提高中稿率  
 

 

 

 



利用SCI、 SSCI、A&HCI  
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
科学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的体会与技巧 
 



基金项目申请条件 

•有重要科学意义，瞄准国际科学发展前沿，尤其是我

国具有优势的基础研究；或有重要应用前景，围绕我

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难点和紧迫的科学技术

问题开展的应用基础研究。 

•学术思想新颖，创新性强，立论根据充分，研究目标

明确，研究内容具体，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合理、可

行，可获得新的科学发现或取得重要进展。 

•有稳定的研究队伍，申请者与项目组成员具有较高的

研究水平和可靠的时间保证。所在单位能提供基本的

研究条件。 

•经费预算实事求是。 

 



图书馆开展2014年国家基金申报课题 
代查代检及原文传递服务 

 

 



国家基金申报中的课题检索工作  

为学校申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基金开展课题查新、国家基金结题等需要

进行论文收录、引用情况查证的课题服务。 

• 从2000年开始每年利用SCI、EI、ISTP 等数据库为申报国家和省基金项目提

供了免费的文献检索服务和查新服务，2000-2005年提供服务的有60多项国

家基金项目、80多项浙江省基金项目课题申报成功 

• 其中有一项国家基金从申报、做课题、结题（ 2003年）一直进行服务，该

课题被国家基金结题时评为A。 

• 2005年服务的一项目“先进陶瓷精密高效加工技术基础研究”还得到了国家

基金重点项目。 

• 2005年服务的“控制系统的分析和综合”项目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2006年服务的环境化学（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查新 申报成功 

• 2006年服务的环境化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查新 申报成功 

• 为浙江师范大学等多所学校教师申报国家基金项目进行查新，有多项课题申

报成功 



免费为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提供课题查新及原文传递服务  

• 为给我校教师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作提供有力的文献支持与保障，图书馆信

息咨询部特于2006年2月17日至3月27日开展了为期1月余的“图书馆免费为2006

年度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老师提供课题查新及原文传递服务”活动。 

• 每位申报项目的教师可免费获得您所需申报项目的查新服务以及免费查找到该
项目申报所需的中外文全文文献。  

• 得到了申报项目教师的热烈响应以及广泛好评。  

• 2006年免费查新28项目 ，免费提供原文传递 191篇。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4

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3项，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1项，浙江省高等学校

特聘教授查新1项 

• 2006年获三十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总经费达到862万元，其中海外青

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1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1项 

• 2007年共有38个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获资助经费近千万 ，获资助

项目数量与去年相比较增长26.7％，获资助金额与去年相比较增长9.0％。 

   2008共有49个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其中重点项目1项，面上项目48

项，获资助经费达1500万元，获资助项目数量与去年相比增长了28.9％，获资

助经费与去年相比增长了58.5％。 

 

  

 

 



 

浙江工业大学2009年共有54个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其中面上项目29项、青年科学基金21项. 

2010年共有88个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为申报国家基金、省基金、省社科规划项目
的老师提供免费课题检索及原文传递服务 

 

2011年共有87个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2012年共有95个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图书馆开展2013年国家基金申报课题 
代查代检及原文传递服务 

 

 

2013年共有123个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2013年浙江工业大学获得12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1项，面上项目62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59项，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1项，获资助经费达6351.5

万元，较去年同期经费增长37.2%。 

• 2013年我校自然科学基金总立项率为29.6%，其中面上项目的立

项率为27.2%，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立项率为36%，总立项率与

两类项目的立项率均高于基金委的平均立项率。 

• 其中数学物理科学部13项、化学科学部29项、生命科学部6项、

地球科学部4项、工程与材料科学部29项、信息科学部29项、管

理学部13项 。 

• 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相关政策的影响，我校2013年度申

报数量相比去年有所减少。 



好的科研与选题是获资助前提 

• 做好自身的科研工作，创造主客观条件，积累文献，掌

握信息，创造性思维，选好题目是获得资助的必要条件； 

• 支持自由选题的创新性的科学研究。充分了解国内外科

技发展现状与动态，瞄准科技发展前沿或结合国家战略

需求，认真构思，自行确定立论依据充分和创新性强的

研究方向、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案，开展具有重要科学

意义或重要应用前景的基础研究，鼓励开展前瞻性和探

索性研究，力图通过研究得到新的发现或取得重要进展； 

 



科研与项目资助的关系 

•选题、学术研究、发表高水平论文、获得项

目资助、做好科学研究、发表高水平论文 

良性循环 



基金的特点 

 资助定位：基础研究、自由探索 

 阶段定位：研发活动中具有基础性、前瞻性、探
索性的研究内容； 

 成果形式：高水平论文论著、引用及公开评价、
成果奖励、发明专利、国际标准 

强调项目的创新性、可行性和工作基础三个方面。 

原始科学创新、关键技术创新、系统集成创新 

     



基金的评审 

评审原则： 

    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 

方式： 

    专家函评（3＋X）：对项目的研究价值、方案、研究
条件以及申请者的创新能力等做出独立判断和评价。收回3份
以上的评议为有效评议。 

    会审：在同行评议的基础上重点评议非共识创新项目，
结合总体资助战略提出资助建议。 



基金的评审 

评审表内容： 

  对项目研究领域的熟悉程度； 

  对申请项目的整体评价； 

  资助意见； 

  具体评价意见。 



基金的评审 

整体评价： 

 研究方案的创新性和合理性 

 评议项目的创新性和研究价值。明确指出项目的特
色和创新之处。 

 对整体研究方案进行综合评议；对研究队伍状况、
前期工作基础和项目的经费预算进行评价。 

 对青年基金，可不强调积累，关键看发展潜力。 

 



基金的评审 

结论： 

优：创新性强，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或应用前景，研究内容
恰当，总体研究方案合理。 

良：立意新颖，有较重要的科学意义或应用前景。研究内容
和总体方案较好。 

中：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价值或应用前景。研究内容和总体
方案尚可，但需修改。 

差：某些关键方面有明显不足。 

核心：认识、凝练、把握、解决科学问题。 



同行评议的准则 

一、项目的创新性 

 项目的学术价值或潜在的应用前景 

基础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 

    是否为开拓新的学科领域进行全新超前的理论探索； 

    是否能对本领域新发现和进展产生实质性影响； 

    是否为发展知识密集型高技术产品提供新思想。 

应用研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 

    能否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及相关技术的完善起到基础性作用 

    能否满足经济、国防、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建设的需要 



同行评议的准则 

一、项目的创新性 

   研究方案的创新性和合理性 

      项目是否在科学上有所创新是基金评议的核心标准。一

般通过考虑以下因素来评估研究方案的创新性 

1.  选题是否有创意 

      是否为获得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并对其进行创造性应用，或
是发展基础研究成果确定其可能用途； 

      是否为达到具体的、预定的目标确定应采取的新方法或新
途径。 



同行评议的准则 

二、申请者的科学素质－科研能力及在本领域的影响 

 工作基础和工作能力 

      发表文章（刊物、影响因子、引用率）； 

      对于应用研究，是否获得过发明专利； 

      获奖情况（学术奖励、人才奖励）； 

      学术任职； 

 科技信用 

      以前承担项目的完成情况。 

 



同行评议的准则 

二、申请者的科学素质－科研能力及在本领域的影响 

  注意事项 

    申请者在申请书中提到的领域所做出的贡献和影响； 

     研究团队在知识和技能上是否可以形成有效互补； 

     在个人介绍中描述合作者各自在合作研究或共同发表物中的
贡献； 

 



同行评议的准则 

三、研究的环境和条件 

 学术氛围 

   研究需要的特殊仪器设备等 

四、经费预算 

  预算是否适当、合理； 

  对申请者的其它资金来源的考察 

五、其它 

    与其它项目的衔接、协调；对培养人才的贡献 



基金未获资助的一些原因 

 选题科学意义不大，不符合资助条件； 

 课题论证不够充分（社会意义多于科学意义、难点不突
出）； 

 选题过大，研究内容过多； 

 一些交叉学科选题在实施方案和人员配置中过于粗糙； 

 篇幅过长，主次不清，热点过多，创新点不突出； 

 技术路线或方法缺乏必要论证，难以判断实施的可行性； 

 最终成果不明确； 

 课题组以非固定人员为主，稳定性不够； 

 低水平重复； 



未获资助的一些原因 

立论依据部分 

 论述空泛、简单，科学依据不足，不能信服人； 

 就事论事，对研究问题的理论基础论述不够；解决实际问
题时理论升华不够； 

 找不出科学问题在哪里。 

国内外研究现状部分 

 阐述国内外现状不充分、不具体； 

 评论国内外同行工作不客观，贬低同行的工作； 

 夸大自己的工作（滥用填补空白、国内领先、国际领先）； 

 引用的文章缺乏相关性。 



未获资助的一些原因 

研究内容部分 

 学术思想不明确，目标不够明确，内容不具体、不一致、
分散； 

 内容偏多、重点不突出、缺乏特色、深度。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部分 

 方法、路线不恰当，难以实现； 

 学术思想有新意，但技术路线不够先进，研究方法属于
一般性跟踪 

 研究方法与需要解决的问题脱节，或不匹配； 

 研究方法表述讲“套话”，流于一般，缺乏创新。 



未获资助的一些原因 

研究基础和条件部分 

 相关基础和积累不够 

 不具备关键性的研究条件 

 研究队伍组成结构不合理 

 经费预算不合理 

 与已经资助过的项目有何区别？基础研究方面有何深入
之处？ 



申请人的素质 

 要有新的想法； 

 要有与人交往的能力（善于表达）； 

 良好的心里素质； 

      不迷信、不自卑、不抱怨、不责难 

       执着、不轻言放弃 

 良好的学风 

      求真、务实 



申请前的准备－长远准备 

  积极参加学术交流，结交朋友，扩大影响； 

  关注学科前沿； 

  研究规范的训练； 

  发表高水平的论文（SCI、引用）； 

  争取学术任职； 

  积累申报研究成果奖励、人才计划 



申请前的准备－近期准备 

  了解基金的任务，认真研究项目指南； 

       新出现的研究内容、热点；国家基金重点支持方向；国
家基金委鼓励的项目，把个人兴趣与NSFC兴趣结合一致。 

  文献检索，扫描所在领域的国际前沿；   

  写好申请书是申请成功的重要条件； 

   把申请书写作当成一项研究任务；请更多的人来对申请书
进行评审“演习”  

 做好自身的科研工作，创造主客观条件，积累文
献，掌握信息，创造性思维，选择好项目是获得资
助的必要条件 



好的科研与选题是获基金资助前提 

利用Web of Science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进行课题的选题和创新研究  



选题十问 

• 选定一个课题之前，先要反复思量，缜密行事，问自己如下十个问题，

即“选题十问”： 

1. 你选的基础研究课题对社会发展、学科进展有何裨益？ 

2. 该选题是否处于当今学科发展前沿领域？ 

3. 该研究方向国内外有多少人在关注？著名课题组何在？ 

4. 该方向每年发表论文、专著、专利总量约为多少？ 

5. 该课题已有多少主要研究成果？ 

6. 国内外的有关权威人士何在？有何成果？见解如何？ 

7. 该课题有哪些关键问题急待解决？研究热点何在？ 

8. 你对该课题是否非常感兴趣？ 

9. 你是否有能力和潜质去完成所选课题？ 

10. 该课题能否在八至十年内成为你的主攻方向？ 



Web of Science 可以帮助科研人员

选取研究主题， 
了解学术价值或潜在的应用前景 

吸引同行评议的兴趣  



Web of Science （简称WOS）包括 
•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科学引文索引 ,简称SCI  

• 8,827种 （截止到2016年3月10日） 1899- 

•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简称SSCI 

•  3,230种 （截止到2016年3月10日） 1898- 

•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 ,简称A&HCI    

1 ,769种 （截止到2016年3月10日） 1975- 

•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ISTP、ISSHP）会议录引文索引 

• 原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ndex to Scientific & Technical Proceedings，简称

ISTP）和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会议录索引（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Proceedings，简称ISSHP）1990- 

• 两个化学信息事实型数据库 

• Current Chemical Reactions,简称CCR     75万条化学反应       1840- 

• Index Chemicus,简称IC   150万个化合物           1993- 

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  
ISI Web of Knowledge 



点击进入Web of Science平台
http://www.webofknowledge.com/ 

 

点击选择数据库 

选择Web of Science核心集进
入SCI、SSCI、A&HCI 

Derwent专利 



选择Web of Science核心集数据库 点击进入 
 

 

点击更多设置选择SCI、SSCI、A&HCI 



选择Web of Science核心集数据库  

 



如何了解某课题被那些基金资助？ 

 

选题调研，获取思路，激发研究思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否资助堰塞湖
（Quake lakes）的课题，如何获得该
方面的研究论文？  

选择主题输入："Quake lake*" 

选择基金资助输入：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OR NSF 



如何了解某课题被那些基金资助？ 

 
8篇堰塞湖论文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 



如何了解某课题被那些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如何了解某课题被那些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如何了解美国机械工程学科课题被那些基金资助？ 

 

选题调研，获取思路，激发研究思想 

检索范围选择： 地址 usa 

检索范围选择：出版年2010-2014 



如何了解美国机械工程学科课题被那些基金资助？ 

 分析机械工程程学科基金资助 



如何了解美国机械工程学科课题被那些基金资助？ 

 

2010-2014年美国学者共发表12634
篇机械工程学科论文 



如何了解美国机械工程学科课题被那些基金资助？ 

 

分析基金资助 



如何了解美国机械工程学科课题被那些基金资助？ 

 

美国自然科学基金 

 

中国自然科学基金 



如何了解美国机械工程学科课题被那些基金资助？ 

 

1662篇论文、23篇综述得到美国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点击分析检索结果了
解基金资助发文机构 

点击引文报告了解基金
资助论文引用 



如何了解美国机械工程学科课题被那些基金资助？ 

 

1662篇论文、23篇综述得到美国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点击分析检索结果了
解基金资助发文机构 

点击引文报告了解基金
资助论文引用 

分析基金资助发文机构 

基金资助发文机构 

开展国际合作，寻求高访和科研工作的合作伙伴 

伊利诺伊大学  

密歇根大学 

佐治亚理工学院  

普度大学 

德州农工大学 

西北大学 

密歇根州立大学    

卡内基梅隆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  



如何了解美国机械工程学科课题被那些基金资助？ 

 

1662篇论文、23篇综述得到美国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评估基金支持的科学研究质量、影响力 H指数：26 

有26篇文章每篇最少被引用26次以上  

篇均引用
次数 3.41 

基金资助论文引用报告 

高被引论文 



如何了解美国机械工程学科课题被那些基金资助？ 

 

美国自然科学基金 

 

中国自然科学基金 

313篇美国学者和中国学者合作论文获得中国自然科学科学基金资助 



如何了解美国机械工程学科课题被那些基金资助？ 

 

313篇美国学者和中国学者合作论文获得中国自然科学科学基金资助 
 



如何了解美国机械工程学科课题被那些基金资助？ 

 

313篇美国学者和中国学者合作论文获得中国自然科学科学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国际疲劳杂志》  

北京工业大学、阿拉巴马大学合作 



如何了解美国机械工程学科课题被那些基金资助？ 

 

51篇论文获得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自然科学科学基金联合资助 



如何了解美国机械工程学科课题被那些基金资助？ 

 

51篇论文获得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自然科学科学基金联合资助 

 
获得中美国家基金联合资助 

《机械系统与信号处理》  

康涅狄格大学 、东南大学合作 



如何了解美国机械工程学科课题被那些基金资助？ 

 

51篇论文获得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自然科学科学基金联合资助 

 
获得中美国家基金联合资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明尼苏达大学合作 

《流体力学实验》 

该刊JCR2012年SCI机
械工程学科排名第27
位（125种），Q1
（一区） 



如何了解某基金课题发表了那些论文？ 

 

输入：Fuzhou Univ，选择：地址 

输入：2000-2015，选择：出版年 



如何了解某基金课题发表了那些论文？ 

 
2000-2015福州大学发表的SCI论文 

分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如何了解某基金课题发表了那些论文？ 

 分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如何了解某基金课题发表了那些论文？ 
 

 

200-2015福州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论文 



如何了解某基金课题发表了那些论文？ 

 

2000-2015福州大学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论文 

69篇进入ESI高被引论文全球前1% 

2篇进入ESI热点论文全球前0.1% 



如何了解某基金课题发表了那些论文？ 

 
福州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论文 

福州大学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21173045项目发表

的SCI论文 

基金号21173045  



如何了解某基金课题发表了那些论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石墨
烯-半导体化合物复合型光催化剂制备
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21173045） 

徐艺军教授  

输入福州大学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21173045项目号 



如何了解某基金课题发表了那些论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石墨
烯-半导体化合物复合型光催化剂制备
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21173045）共
发表了69篇SCI论文 

 期刊学
科分布 



如何了解某基金课题发表了那些论文？ 

 

28篇ESI高被引论文全球前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石墨
烯-半导体化合物复合型光催化剂制备
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21173045）共
发表了69篇SCI论文 

 



如何了解某基金课题发表了那些论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石墨
烯-半导体化合物复合型光催化剂制备
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21173045）共
发表了69篇SCI论文 

 

该论文荣获2013年度“中国
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

文”。 



如何了解某基金课题发表了那些论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石墨
烯-半导体化合物复合型光催化剂制备
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21173045）共
发表了69篇SCI论文 

 

2篇ESI热点论文全球前0.1% 



如何了解某基金课题发表了那些论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石墨烯
-半导体化合物复合型光催化剂制备及

其催化性能研究” （21173045） 

被RSC
《化学
会评论》
选为封

面文章  

对近年来石墨烯-半导体纳米复合材料在光催化领域中的应
用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评述  

石墨烯基复合光催化材料

综述论文  

徐艺军教授  



基金论文评价: 基金号2117304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石墨烯-半导体化合物复合型光催化剂

制备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21173045）共发表了72篇SCI论文 



基金论文评价: 基金号2117304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石墨烯-半导体化合物复合型光催化剂

制备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21173045）共发表了72篇SCI论文 



基金论文评价: 基金号2117304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石墨烯-半导体化合物复合型光催化剂

制备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21173045）共发表了72篇SCI论文 



基金论文评价: 基金号2117304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石墨烯-半导体化合物复合型光催化剂

制备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21173045）共发表了72篇SCI论文 

发文学科影响力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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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号2117304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石墨烯-半导体化合物复合型光催化剂

制备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21173045）共发表了72篇SCI论文 



基金论文评价: 基金号2117304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石墨烯-半导体化合物复合型光催化剂

制备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21173045）共发表了72篇SCI论文 



基金论文评价: 基金号2117304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石墨烯-半导体化合物复合型光催化剂

制备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21173045）共发表了72篇SCI论文 

图 1：基金 21173045引证文献的地区分布 
 



基金论文评价: 基金号2117304 
 

 



基金论文评价: 基金号2117304 
 

 



基金论文评价: 基金号2117304 
 

 



基金论文评价: 基金号2117304 
 

 



基金论文评价: 基金号2117304 

• 基金论文海外合作对于学科发展的影响分析 

• 观察基金论文海外合作的比率，篇均被引次数和前1%高被引文

献的比率的关联 



基金论文评价: 基金号2117304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石墨烯-半导体化合物复合型光催化剂

制备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21173045）共发表了72篇SCI论文 



 



选题实例一：并联机器人 
• "parallel mechanism*" or "parallel robot*" or "parallel 

manipulator*" or "parallel kinematic*" or "closed loop 

kinematic" or ("closed chain" and 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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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联机器人 
点击分析检索结果
图标可以对检索结
果进行分析。您可
以按照多种途径对
记录进行分析，包
括作者、国家、作
者机构、刊名、研
究方向、基金资助
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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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大的分析功能 - 能够处理100万条记录 

    多层次的限定与精确的检索: 

 发现某研究领域的隐含的发展趋势 

 把握学科领域的最新动态 

 了解某特定课题在不同学科的分布情况 

 获取某学科领域的核心研究人员的信息 

17个字段的深入分析： 

 著者 

 出版年 

 研究机构 

 来源期刊 

 研究方向 

 基金资助机构  

 国家与地区  

 文献类型 

 文献语种 

 



Web of Science 的检索结果分析功能 

• 分析功能可以帮助您清晰准确的了解检索到的记录的相关信息。

在本例中您可以通过分析功能了解： 

 

• --发表有关并联机器人研究论文最多的作者是谁 

• --发表有关并联机器人研究论文最多的国家 

• --发表有关并联机器人研究论文最多的机构是哪些 

• --并联机器人论文在哪一年发表的最多 

• --并联机器人研究论文主要发表在那些杂志上 

• --并联机器人研究论文主要涉及了哪些研究领域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并联机器人 

 

检索结果分析：基金资助 

中国自然科学基金 

了解课题基金资助情况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并联机器人 

 

检索分析发现有349篇论文得到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点击分析检索结果
了解基金资助机构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并联机器人 

 

检索分析发现有349篇论文得到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竞争对手：国家基金资助机构 

清华大学 

燕山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天津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http://www.nsfc.gov.cn/Portal0/default152.htm 



科学基金网络信息 

 

http://isisn.nsfc.gov.cn/egrantweb/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检索系统 

 

http://isisn.nsfc.gov.cn/egrantindex/funcindex/prjsearch-
list 



2009-2012并联机器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情况 

 



2013年并联机器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情况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并联机器人 

 

检索结果分析：作者 

高
影
响
力
作
者 

寻
找
论
文
同
行
评
议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并联机器人 

 

了解拉瓦尔大学（Univ Laval ）发表的有关并联机器人论
文的高被引论文情况 

 

快速了解高被引论文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并联机器人 

 

了解拉瓦尔大学（Univ Laval ）发文情况 

点击引文报告，了解该作者
论文被引情况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并联机器人 

 

了解拉瓦尔大学（Univ Laval ）发表的有关并联机器人论
文的高被引论文情况 

 

寻找国际合作 

H指数：33 

篇均引用
次数 
29.47 

高被引论文 

有33篇文章每篇最少被引用33次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并联机器人 

 H指数：26 

有26篇文章每篇最少被引用26次  

H指数：26 

篇均引用
次数 
22.06 

检索结果分析：研究机构 

了
解
竞
争
对
手 

发表并联机器人论文最多
的研究机构：拉瓦尔大学 了

解
竞
争
对
手 

寻
找
国
家
基
金
的
合
作
机
构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并联机器人 

 

研究
论文
最多
的国
家分
布 

检索结果分析：国家与地区分布 

研究
论文
最多
的国
家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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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等„„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并联机器人 

 

检索结果分析：文献类型 

热点课题：科学新闻、社论、
会议论文、评论、通讯、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并联机器人 

 

文献类型：综述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并联机器人 

 

检索结果的分析：来源出版物 

442种期刊发表该课题论文 

515种期刊发表该课题论文 

投
稿
期
刊
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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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向《Mechanism and Machine Theory 》
《机构学与机械原理》期刊投稿？ 

 
选择开题报告与基金申请书

的投稿期刊 

点击论文名称了解详细记录 



如何向《Mechanism and Machine Theory 》
《机构学与机械原理》期刊投稿？ 

 
该论文详细记录 

点击了解了解该期刊的
影响因子 



如何向《Mechanism and Machine Theory 》 
《机构学与机械原理》期刊投稿？ 

 



如何利用JCR了解期刊的影响因子？ 

 

文章所在期刊《Mechanism and Machine Theory 》在最近5年的
影响因子变化 



如何了利用JCR解期刊的影响因子？ 

 

了解该期刊分区 

了解某一学科中的
其它SCI期刊 



如何利用JCR了解期刊的影响因子？ 

 

可以按照不同的字段排序 

 
该期刊的影响因子在
所属学科排名第1 位 

2012年JCR机械工程学科125种期刊 



如何利用JCR了解期刊的影响因子？ 
了解该期刊在学科中所处的影响因子四分位区间  

 

该刊在机械工程学
科125种期刊排名38
位，Q2 （2区） 

影响因子的四分位区间是指将一个
学科领域内所有期刊影响因子大小
顺序排列后，将所有期刊分成四等
份，从而形成四个区间并分别标记

为Q1，Q2，Q3，Q4  



如何向《Mechanism and Machine Theory 》
《机构学与机械原理》期刊投稿？ 

 
点击论文名称了解详细记录 

点击引文报告图标
对并联机器人在该
刊物的发文情况进
行分析，了解论文
录用率等。 



判断期刊刊登对来稿（并联机器人）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选择开题报告与基金申请书的投稿期刊 

《Mechanism and Machine 
Theory 》刊登并联机器人论文

年发文数 
篇均被引次数

17.36 

H指数41 



如何向《Mechanism and Machine Theory 》
《机构学与机械原理》期刊投稿？ 

 
点击分析检索结果了解中国学

者在该刊发文情况 



如何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如何向《Mechanism and Machine Theory 》
《机构学与机械原理》期刊投稿？ 

了解中国学者发文情况 



如何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点击引文报告了解中
国学者发文情况 

如何向《Mechanism and Machine Theory 》
《机构学与机械原理》期刊投稿？ 



如何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中国学者在Mechanism and 
Machine Theory年发文情况 

H指数22 

篇均被引次数
17.05 

高被引论文 



如何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中国学者在
Mechanism and 

Machine Theory 》
《机构学与机械原理》
发文的主要机构情况 

 



如何从整体上把握课题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并联机器人 

对现有文献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以发现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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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径对记录进行分析，包
括作者、国家、作者机
构、刊名、研究方向、
基金资助机构、出版年
度、语种、文献类型等。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并联机器人 

 

检索结果的分析：研究主题 

•研究论文主要涉及了

哪些研究领域 

•共涉及机械工程、机

器人、自动控制、工程

制造、电子工程、人工

智能、计算机、工程学

等135个研究领域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并联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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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2013 并联机器人年发文情况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并联机器人 

对现有文献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以发现有用的信息 

 

点击引文报告图标
可以对检索结果进
行整体分析。 

分析工具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并联机器人 

 

并联机器人课题引文情况，了解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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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均引用11.89 

H指数75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并联机器人 

 

中国学者发表并联机器人课题论文引文情况，了解发展趋势 

篇均引用7.79 

H指数38 

锁定该课题的高影响力论文 

评估该课题的影响力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并联机器人 

 

美国学者发表并联机器人课题论文引文情况，了解发展趋势 

篇均引用20.69 

H指数50 

锁定该课题的高影响力论文 

评估该课题的影响力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并联机器人 

 

加拿大学者发表并联机器人课题论文引文情况，了解发展趋势 

篇均引用18.19 

H指数40 



并联机器人的论文被哪些期刊引用？ 

 

点击查看施引文献，在施引文献结果中点击分析检索结果 
 

您的论文可以向这些引用并联
机器人论文的核心期刊投稿 

《机构学与机械原理》  

也可在精炼检索结果点击来源出版物 



并联机器人的论文被哪些高影响力作者引用？ 

 

点击查看施引文献，在施引文献结果中点击分析检索结果，
也可在精炼检索结果点击作者 

 

高
影
响
力
作
者
引
用 



并联机器人的论文被哪些研究机构引用？ 

 

点击查看施引文献，在施引文献结果中点击分析检索结果，
也可在精炼检索结果点击机构 

 

了解潜在竞争对手 



并联机器人的论文被MIT研究机构引用？ 

 

点击查看施引文献，在施引文献结果中点击分析检索结果，
也可在精炼检索结果点击机构 

 

跨学科应用 

了解潜在竞争对手 



选题实例二：认知无线电（Cognitive radio） 

 

Cognitive radio 



课题选题实例：认知无线电（Cognitive radio） 

 



课题选题实例：认知无线电（Cognitive radio）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课题选题实例：认知无线电（Cognitive radio）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认知无线电课题
的研究资助机构 

北京邮电大学 

解放军理工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清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2012年37项认知无线电课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2013年24项认知无线电课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课题选题实例：认知无线电（Cognitive radio） 

 

美国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认知无线电课题的研究机构 

佐治亚理工学院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 

休斯顿大学 

密歇根大学 

田纳西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课题选题实例：认知无线电（Cognitive radio） 

 

检索结果分析：研究机构 

发表认知无线电论文最多
的研究机构：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解放军理工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清华大学 

佐治亚理工学院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了
解
竞
争
对
手 

寻
找
国
际
基
金
的
合
作
机
构 



课题选题实例：认知无线电（Cognitive radio） 

 《IEEE无线通信汇刊》 

《IEEE运载工具技术汇刊》 

《电子信息通信学会汇刊：通信》 

《IEEE通讯快报》 

《IEEE通信选题杂志》 

《无线个人通信》 

投
稿
期
刊
选
择 

348种期刊发表认知无线电论文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篇均引用
次数 9.50 

认知无线电（Cognitive radio） 评估该课题的影响力 

锁定该课题的高影响力论文 

了解该选题的年发文量 

篇均引用
次数 
10.55 

认知无线电课题引文情况，了解发展趋势 

H指数：77 

锁定该课题的高影响力论文 

了解该选题的年发文量 

1999年发表
的认知无线
电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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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2014 认知无线电年发文情况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认知无线电（Cognitive radio） 

中国科学引文索引  

1999年发表的认知无线电论文 

中国学者引用最多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认知无线电（Cognitive radio） 

锁定中国学者的高影响力论文 

篇均引用4.58 

H指数29 

中国学者发表认知无线电课题论文引文情况，了解发展趋势 

评估该课题的影响力 

了解中国学者该选题的年发文量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认知无线电（Cognitive radio） 
美国学者发表认知无线电课题论文引文情况，了解发展趋势 

锁定美国学者的高影响力论文 

篇均引用17.17 评估该课题的影响力 

H指数65 

了解美国学者该选题的年发文量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认知无线电（Cognitive radio） 
加拿大学者发表认知无线电课题论文引文情况，了解发展趋势 

锁定加拿大学者的高影响力论文 

H指数35 

评估该课题的影响力 
篇均引用19.33 了解加拿大学者该选题的年发文量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认知无线电（Cognitive radio） 

韩国学者发表认知无线电课题论文引文情况，了解发展趋势 

评估该课题的影响力 
篇均引用3.73 

H指数17 

锁定韩国学者的高影响力论文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认知无线电（Cognitive radio） 
英格兰学者发表认知无线电课题论文引文情况，了解发展趋势 

评估该课题的影响力 
篇均引用6.90 

H指数18 

锁定英格兰学者的高影响力论文 



选题实例三（SSCI ）：移民、迁徙（Migration）  

• SSCI收录了5种移民期刊： 

• 1.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亚太移民杂志》  

Quarterly ISSN: 0117-1968，1992年创刊，季刊，菲律宾  

• 2. EUROPEAN JOURNAL OF MIGRATION AND LAW《欧洲移民和法律杂志》

Quarterly ISSN: 1388-364X，1999年创刊，季刊，荷兰  

• 3、INTERNATIONAL MIGRATION 《国际移民评论》 Bimonthly ISSN: 

0020-7985， 1966年创刊，双月刊，英国 

• 4.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国际移民评论》 Quarterly 

ISSN: 0197-9183，1966年创刊， 季刊，英国 

• 5.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种族学与迁徙研究杂

志》Monthly ISSN: 1369-183X，1971年创刊，月刊，英国  



选题实例三（ SSCI）：移民 
Chin*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SSCI课题案例：移民 
Chin*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中国国内的移民形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为改善经济状况，农民由农村向城市的

大批迁徙的劳动力移民； 

•二是因经济建设开发，原住地居民向政府安

置地的迁移； 

•三是因为就业家庭等原因由一个城市向另外

一个城市的移民。  
 

(China or Chinese)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SSCI课题案例：移民 
Chin*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学科涉及商业经济、区域研究、地
理学、公共环境职业健康、人口学、
生态学、社会学、公共管理、人类
学、城市研究、心理学、历史、民
族学、精神病、教育学等157个 

H指数56 

篇均引用7.73 



选题实例（ SSCI）：移民 
 (China or Chinese)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经济学期刊 



选题实例（ SSCI）：移民 
 (China or Chinese)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在经济学期刊发表论文
的竞争对手 



选题实例（ SSCI）：移民 
 (China or Chinese)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心理学期刊发表中国移民论文 

社交焦虑 



选题实例（ SSCI）：移民 
 (China or Chinese)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same “Social Anxiety” 

 

中国移民青少年的心理调适 

社交焦虑 

《青年和青春期杂志》   



选题实例（ SSCI）：移民 
 (China or Chinese)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心理学期刊发表中国移民论文 

《国际文化间关系杂志》  

《艾滋病护理》  



《艾滋病护理》 

 



《艾滋病护理》 

 



选题实例（ SSCI）：移民 
 (China or Chinese)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教育学期刊发表中国移民论文 

《艾滋病教育与预防》  

《国际教育开发杂志》  



SSCI课题案例：移民 
Chin*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返乡的中国农
村的职业选择 



SSCI课题案例：移民 
Chin*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中国教育收益率和城市
农民工工资差距 

维多利亚大学 



SSCI课题案例：移民 
Chin*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中国农村父母移民与留守
儿童的营养缺乏关系 



SSCI课题案例：移民 
Chin*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中国移民研究发文国
家与地区：美国966篇、

中国901篇 

中国移民研究发文机构 

香港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中国科学院 

复旦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中山大学 

牛津大学 

韦恩州立大学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浙江大学 



中国移民研究成为SSCI发文热点 

 

1904-2014年SSCI收录中国移民研究论文2589篇 



1904年SSCI收录的有关中国移民论文 

 

书评 



中国移民研究成为SSCI发文热点 

1975-2014年SSCI收录中国移民研究论文2577篇 



移民热点论文 

 



移民关键词统计  
• 文章关键词可以更为深入清晰了解目前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热点

情况。本文对出现频次在10次以上的关键词进行统计  

和中国移民
有关的文章
中研究中国
城镇化、农
民工迁移及
艾滋病、健
康等问题是
目前研究关
注较多的内
容，其次是
户籍和妇女
儿童等问题。 



中国城市化（ China Urbanize） ——研究前沿 

 

中国户籍制度，中国废除，中国城市化，中国快速城市化  

2013年1月 



中国城市化（ China Urbanize） ——研究前沿 

 

中国快速城市化  



延伸检索“城市化Urbanization” 

地理  
环境 
研究 
城市 
研究 高被引

论文：
中国城
市化的
快速增
长：对
土壤保
护和食
品安全
的一个
挑战 



高被引论文的进一步分析 

中国科学院，土
壤学研究所，土
壤与农业可持续
发展国家重点实

验室 



高被引论文的进一步分析 

中国科学院，土
壤学研究所，土
壤与农业可持续
发展国家重点实

验室 



延伸检索 标题(Urbanization) AND 主题: (Chin*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中国城市化与心理学 

 

《家族心理学杂志》  

《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杂志》  



中国城市化与户籍 

 



中国城市化与户籍 

 

《欧亚地理学与经济学》  

中国城市化2020年：新的蓝图和方向 

华盛顿大学  



延伸检索：移民与艾滋病 

 
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HIV/ 
STD高危行为和观念 



• 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艾

滋

病

课

题

24

项 



主要的高资助额度或多基金合作项目 

 
结核病挑战项目 

由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美
国国际发展局、 Bureau for Global 
Health (BGH)全球卫生管理局等基金会
合作资助，资助总额为$550,000,000USD。 

主要学科方向为：Drug Resistance抗药性、Disease Control
疾病控制、HIV、Health or Nutrition Programs - 

Developing Countries健康或营养计划 - 发展中国家、
Tuberculosis结核病、Infectious Diseases or Agents传染

病或代理商、Disease Prevention疾病预防 



延伸检索：移民与肺结核 

 



移民与肺结核 

 人口老龄化与农民工：中国农村结核病控制的瓶颈 

中国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对结核病防治前景黯淡 



移民与社交网络 

 



 

利用S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移民 
检索结果分析：基金资助 

中国自然科学基金 

973 



SSCI课题案例：移民 
Chin*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对农民工的劳动力和
资本市场在中国的市
民化影响的动态CGE模

型与仿真分析 



SSCI课题案例：移民 
Chin*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移民课题11项 



SSCI课题案例：移民 
Chin*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移民课题11项 



SSCI课题案例：移民 
Chin*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201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移民课题7项 



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移民课题22项 
 



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移民课题22项 
 

 



SSCI课题案例 
延伸检索：农民工(China or Chinese)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or  peasant)  same  Worker* 

 



SSCI课题案例：农民工 
Chin*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or  peasant)  same  Workers 

 



SSCI课题案例：农民工 
Chin*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or  peasant)  same  Workers 

 
题目中出现农民工的论文 



SSCI课题案例：农民工 
Chin*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or  peasant)  same  Workers 

 

健康状况对中国的农民
工非农收入的影响 



SSCI课题案例：农民工 
Chin* same ("Migration* Worker*" or "Migrant* Worker*" or  "peasant* 
Worker*") 

 
在中国劳动力市场方言的回报 



SSCI课题案例：农民工 
Chin* same ("Migration* Worker*" or "Migrant* Worker*" or  
"peasant* Worker*") 

 
性传播疾病在中国的流行：控制和
未来前景的影响  

农民工与疾病传播的论文 



SSCI课题案例：农民工 
Chin* same ("Migration* Worker*" or "Migrant* Worker*" or  "peasant* 
Worker*") 

 

中国妇女吸烟相关因素的系统评价 

2014年 



SSCI课题案例：农民工 
Chin* same ("Migration* Worker*" or "Migrant* Worker*" or  "peasant* 

Worker*") 

 
心理学期刊发表有关农民工论文 

求助者心理困扰 



201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农民工课题8项 

 



 

• 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农

民

工

课

题

34

项 

2014年 



SSCI课题案例：移民 
Chin*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890种期刊发表该课题论文 

 

《中国季刊》 

《中国经济评论》 

《国际移民评论》 

《环境与规划A辑》 

《国际移民》 

《欧亚地理学与经济学》 

《城市研究》 

《亚太移民杂志》 

《种族学与迁徙研究杂志》 



SSCI课题案例：农民工 
(China or Chinese)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or  
peasant)  same  Worker* 

 



SSCI课题案例：农民工 
 (China or Chinese)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or  
peasant)  same  Worker* 

 



SSCI课题案例：农民工 
Chin*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or  peasant)  same  Workers 

 

159篇论文题目中出现农民工 



SSCI课题案例：农民工 
Chin* same (Migration* or Migrant* or  peasant)  same  Workers 

 

健康状况对中国的农民
工非农收入的影响 



SSCI课题案例：农民工 
Chin* same ("Migration* Worker*" or "Migrant* Worker*" or  "peasant* 
Worker*") 

 
在中国劳动力市场方言的回报 



SSCI课题案例：农民工 
Chin* same ("Migration* Worker*" or "Migrant* Worker*" or  
"peasant* Worker*") 

 
性传播疾病在中国的流行：控制和未
来前景的影响  

农民工与疾病传播的论文 



SSCI课题案例：农民工 
Chin* same ("Migration* Worker*" or "Migrant* Worker*" or  "peasant* 
Worker*") 

 

中国妇女吸烟相关因素的系统评价 

2014年 



2014年国际自然科学基金农民工课题8项 

 



 

• 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农

民

工

课

题

34

项 

2014年 



如何利用ESI追踪学科前沿 



利用著名的科学分析管理工具ESI 确定课题选题 

•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ESI ）是

汤森路透在汇集和分析 Web of Science® (SCIE/SSCI)所收录的学

术文献及其所引用的参考文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分析型数据库。

ESI提供十年滚动数据，每两个月更新一次，最近一次更新为2016

年3月18日（本期ESI数据时间跨度：200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

31日）。 

• ESI从引文分析的角度，将全部科学分为22个专业领域，分别对国

家、研究机构、期刊、论文以及科学家进行统计分析和排序。 

 

网址：http://isiknowledge.com/esi 

追踪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前沿 



什么是ESI 

•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ESI）是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和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权威数据建立的分析型数据库，能够

为科技政策制定者、科研管理人员、信息分析专家和研究人员提

供多角度的学术成果分析。 

• 利用ESI帮助科研人员跟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发展趋

势，评估潜在的合作者或同行，辅助科技政策、经济政策及科技

发展规划的制定。学术成果分析。 

• 针对机构、个人或学科的分析报告，可以支持学校发展规划处、

科技处、研究生处、人事处等决策层工作。如科技处、发展规划

处关注的本机构的科研产出、学术影响力、重点学科发展状况及

与同领域机构的发展比较等；辅助人事处做好人才评估和引进工

作等。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定量分析研究绩效的工具 

• 热点论文（Hot Papers）：由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

根据ESI收录期刊每两个月根据引文数量统计22个学科的热

点论文。这些论文是最近两年内发表且被引频次在最近两个月

内排名达到各学科领域的前0.1%。 

• 高被引论文 （Highly Cited Papers）：根据ESI收录期刊

每两个月根据引文数量统计22个学科的高被引论文。

最近10年发表的论文，总被引次数与同年度，同学科

发表论文相比排名位于全球前1%的论文。 

• 研究前沿（Research Fronts）：由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根据共被引分析和聚类算法选出的学科最新研究前

沿，反映现代科学中的研究密集型和突破性领域，每个研究前

沿包含一组高被引论文。 



全球高被引论文的国家分布（2005-2015） 

高被引论文超过1万篇的国家： 
          美国： 69,632  绝对优势 

英国： 18,412 
中国： 16,961 
德国： 16,318 
法国： 107,78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的ESI数据库 

高被引论文
134,830篇  



全球热点论文的国家分布（2005-2015）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的ESI数据库 

热点论文： 
 美国： 1474 
中国： 535 
英国： 833  
德国： 358 
法国： 302 

 

热点论文 

2,732篇  



 

利用ESI、SSCI编辑了30多本社会科学研究前沿，学科
涉及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传播学、心理学、艺
术学、法律等，许多研究前沿均是跨学科的。   

追踪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前沿 



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基本科学指标数据
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ESI） 

 

网址：http://isiknowledge.com/esi 

点击进入ESI 



利用著名的科学分析管理工具ESI 确定选题 

 

网址：http://isiknowledge.com/esi 

10年加8个月  

11月6日更新 

专家分析 

科学家, 机构 – 各学科影响力的前1% 

国家/地区, 期刊 – 各学科影响力的前50% 

2004年1月1日 - 2014年8月31日  

引文排名 

高被引论文 

引文分析 



利用著名的科学分析管理工具ESI 确定选题 

 

网址：http://isiknowledge.com/esi 

10年加8个月  

11月6日更新 

专家分析 

2004年1月1日 - 2014年8月31日  

引文排名 

高被引论文 

引文分析 

高影响论文-各学科影响力的前1% 

热点论文-各学科影响力的前0.1% 

全球各学科论文影响力基准值 

研究前沿-各学科影响力的前1% 



利用著名的科学分析管理工具ESI 确定选题 

• 研究人员可以系统地、有针对性地分析国际科技文献, 从而了解一些著名的

科学家、研究机构（或大学）、国家（或区域）和学术期刊在某一学科领域

的发展和影响；同时科研管理人员也可以利用该资源找到影响决策分析的基

础数据。 

• 1、分析特定研究机构、国家、公司和学术期刊的研究绩效和影响力；  

2、在22个专业领域内分别对国家、研究机构、期刊、论文、科学家进行统 

• 计分析和排序；  

3、跟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研究发展趋势，给出衡量研究绩效的 

• 标尺；  

4、评估潜在的合作者、评论家、同行和雇员；  

5、测定特定研究领域的研究产出与影响；  

• 6、及时获知各领域内高被引论文和近期最关注的话题； 

• 7、通过共引分析方法，揭示各个学科当前的研究前沿，锁定隐含的突破性

研究； 

• 8、通过引文数据库揭示不同学科发展的趋势。 



重视新兴的交叉领域  
• 2013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科院考察时发表跨学科的讲话：要

加强新兴前沿交叉领域部署，这一要求，体现了对科技发展的深刻洞

察，对未来科技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 

• 科学前沿的很多重大突破得益于学科交叉融合，近百年来获得诺贝尔

自然科学奖的334项成果中，近半数是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例如DNA

分子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依靠物理学、生物学、化学交叉融合取

得的。 

• 随着科学的发展，仅凭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已很难解决复杂的现实问

题。比如研究公共安全问题，就要把计算机、信息、法学、公共管理、

化工、材料、物流、信息网络技术结合起来，甚至还要与传媒结合。 

• 多学科的相互交叉、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向各领域的渗透、先进技术

和手段的运用等，是发展前沿的重要特征。学科交叉点往往就是科学

新的生长点、新的前沿，最有可能产生重大突破，使科学发生革命性

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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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踪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 热点论文（Hot Papers）：由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每两个月根据引文数量统计的22个学科的

热点论文。这些论文是最近两年内发表且被引频次在

最近两个月内排名达到各学科领域的前0.1%。 

 



追踪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有些论文在发表后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大量的引用，而
它们往往都是所在研究领域的核心论文 

点击- Hot Papers (last 2 years) ——了解学科前沿 



追踪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有些论文在发表后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大量的引用，而
它们往往都是所在研究领域的核心论文 

点击- Hot Papers (last 2 years) ——了解学科前沿 



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Hot Papers: 在最近两年里发表的论文中,按照
最近两个月里某个学科领域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
论文排序而来 

选择工程学领域，了解热点课题 



追踪经济与商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利用ESI检索到经济学有48篇进入热点论文（Hot Papers） 

数据更新时间2016年3月18日 
热点论文 

点击热点论文图标了解最近
2个月引用情况 

论文是最近两年内发表
被引频次在最近两个月
内排名达到经济与商学
学科领域的前0.1% 

引用统计包括自引 



追踪经济与商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点击热点论文图标了解最近2个月引用情况 

 

详细了解最
近2个月引
用情况 



追踪经济与商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数据更新时间2016年3月18日 热点论文 
研究前沿 

点击热点论文图标了解最近
2个月引用情况 

按出版年排序 



追踪经济与商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点击热点论文图标了解最近2个月引用情况 

 

详细了解最
近2个月引
用情况 



追踪经济与商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中国学者发表的经济学热点论文 

Ecological Economics 《生态经济学》

Elsevier  

2014影响因子2.72 

同济大学 

数据更新时间2016年3月18日 



追踪经济与商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中国学者发表的经济学热点论文 

Springer 《群体决策与谈判》

2014影响因子2.14  
中南大学商学院 

数据更新时间2016年1月14日 



追踪经济与商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中国学者发表的经济学热点论文 

Springer 《亚洲-太平洋管理杂

志》 2014影响因子2.091  

中欧商学院 

数据更新时间2016年1月14日 



中国学者发表2篇经济与商学热点论文 

 

可以在Web of Science 检索发现
热点论文 



中国学者发表2篇经济与商学热点论文 

 

热点论文 

Springer 《亚洲-太平洋管理杂

志》 2014影响因子2.091  

中欧商学院 



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利用ESI检索到社会科学有134篇进入热点论文（Hot Papers） 

热点论文 研究前沿 

链接到Web of Science  
识别社交网络影响力和易感成员 

《科学》 



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点击研究前沿图标了解该组研究前沿：5篇社交网络高被引论文全球前1%  

点击获得5篇社交网络高被引论文 

社交网络 

社会网络 

跨SOCIAL SCIENCES, GENERAL、ECONOMICS & BUSINESS等两个研究领域  



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点击链接到Web of Science图标了解该篇热点论文的详细情况 

基金资助情况 

那些学者引用了该论文？ 



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分析那些
基金资助
论文引用
了该论文 

中国自然科学基金 

973、863项目 



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中国自然科学基金、973、863项目
资助论文引用了该论文 

在信息传播的时空尺度 



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那些学者引用了该论文？ 

麻省理工学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http://isisn.nsfc.gov.cn/egrantindex/funcindex/prjse
arch-list 

项目主题词：社交网络 



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2013年社交网络32项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2014年社交网络32项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交网络课题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最近2年工程学领域有185篇论文进入ESI热点论文（Hot Papers） 

更新为2014年5月15日 

薄膜太阳电池  
热点论文 

研究前沿 

链接到Web of Science  

学科研究前沿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薄膜太阳电池  

更新为2014年9月11日 

学科研究前沿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薄膜太阳电池  



薄膜太阳电池（Film Solar Cell）热点论文 

 
跨学科 更新为2014年9月11日 

学科研究前沿 



薄膜太阳电池（Film Solar Cell）热点论文 

 
更新为2014年11月6日 

跨学科 

2013-2014 

热点论文 

学科研究前沿 

研究前沿 

链接到Web of Science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点击热点论文图标了解最近2个月引用情况 

 更新为2014年11月6日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点击研究前沿图标了解该组研究前沿：5篇太阳能电池高被引论文全球前1%  

点击获得5篇太阳能电池高被引论文 

薄膜太阳能电池 、
高效的太阳能电池 

更新为2014年5月15日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点击研究前沿图标了解该组研究前沿：23篇薄膜太阳能电池高被引论文全球前1%  

更新为2014年11月6日 

薄膜太阳能电池 、
高效的太阳能电池 

点击获得23篇薄膜太阳能电池高被引论文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点击链接到Web of Science图标了解该篇热点论文的详细情况 

基金资助情况 

点击JCR了解该期刊的影响因子 

那些学者引用了该论文？ 

IBM公司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分析那些
基金资助
论文引用
了该论文 

中国自然科学基金、973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中国那些学者的基金论文引用了该论文？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38篇论文引
用了IBM发表的薄膜太阳电池论文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中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
计划（973计划）基金资助论
文引用了IBM发表的薄膜太阳

电池论文的文献 

学科研究前沿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论文引用了IBM发表的薄膜太

阳电池论文的文献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分析那些
研究机构
引用了该

论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新南威尔士大学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2013年太阳能电池 122项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2013年薄膜太阳能电池 4项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学科研究前沿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2014年薄膜太阳能电池 11项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学科研究
前沿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2014年薄膜太阳能电池 3项获得 
美国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基金案例：追踪工程学学科前沿——热点论文 

薄
膜
太
阳
能
电
池 

重点项目：生物细胞纳米材料 

全
球
基
金
数
据
库 

国际基金动态信息 



热点论文 

什么是热点论文？ 

热点论文是指与同领域和同时期出版的论文相比，在出

版后很快就得到较高引用的论文。热点论文入选的条件

是出版时间不超过2年，而且是在当前两个月内被引。根

据以上条件，最后每个领域前0.1%的论文得以入选。 

 

用什么标准确定热点论文？  

    如果一篇论文在达到其领域和近两个月内的被引频次

界值就被选作热点论文。在编制出各个领域和时间组的

被引频次分布后，选择在各领域和时间段论文被引计数

最稠密的顶端小部分选定界值，而这一小部分定为抽取

论文的前0.1%。   



基金案例：追踪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研究前沿（Research Fronts）：由汤森路透

（Thomson Reuters）根据共被引分析和聚类算法选出

的学科最新研究前沿，反映现代科学中的研究密集型和

突破性领域，每个研究前沿包含一组高被引论文。 

 



基金案例：追踪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如何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追踪工程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点击研究前沿（Research Fronts） 

——了解各学科交叉学科前沿  



追踪工程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通过共引分析方法，揭示各个学科当前的研究
前沿，锁定隐含的突破性研究 

按照学科浏览列表或者查找聚类中所涉及的词或词组 



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可以按照篇均论文
被引数排序 

平均年份 

1097组工程学
研究前沿 点击了解高被引

论文的相关度 



追踪工程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输入：SAR(合成孔径雷达) 

研究前沿是一组高被引论文，是通过聚类
分析而定义的核心论文 



追踪工程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L-1范数正压缩传感方法;压缩传感的应用;压缩感知;
层析反演特区;星载断层星载合成孔径雷达成像  

多个发射机方位多梁星载合成孔径雷达成像，星载合成孔径
雷达自动目标识别，星载合成孔径雷达成像仿真，星载合成

孔径雷达成像，高分辨星载聚束式合成孔径雷达  



追踪工程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星载合成孔径雷达 

18篇高被引论文的相关度，篇均被引15.94次 

多个发射机方位多梁星载合成孔径雷达成像，
星载合成孔径雷达自动目标识别，星载合成孔
径雷达成像仿真，星载合成孔径雷达成像，高

分辨星载聚束式合成孔径雷达  



追踪工程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6篇高被引论文的相关度，篇均被引39.67次 

L-1范数正压缩传感方法;压缩传感的应
用;压缩感知;层析反演特区;星载断层

星载合成孔径雷达成像  

美国空军
（USAF） 

点击链接进入
SCI该论文页面 



追踪工程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美国空军科学研究局基金
AFOSR（Air Forc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追踪工程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高分辨聚束式星载合成孔径雷达，星载合
成孔径雷达成像仿真， 

更新为2014年5月15日 



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11篇高被引论文的相关度，篇均被引25.55次 

电子科技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更新为2014年5月15日 



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更新为2014年11月6日 

合成孔径雷达图像模拟;高分辨宽测绘带星载合成孔径雷达;运动目标检
测的方法;双通道合成孔径雷达系统; 基于成像的合成孔径雷达 



追踪工程学领域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更新为2014年11月6日 

电子科技大学 



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SAR(合成孔径雷达)课题 

 



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SAR(合成孔径雷达)课题 

 



2014年国际基金资助SAR(合成孔径雷达)课题 

 



追踪材料科学跨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点击研究前沿（Research Fronts） 

——了解各学科交叉学科前沿  



追踪材料科学跨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通过共引分析方法，揭示各个学科当前的研究
前沿，锁定隐含的突破性研究 

按照学科浏览列表或者查找聚类中所涉及的词或词组 



追踪材料科学跨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852组材料科学
研究前沿 

更新为2014年11月6日 



追踪材料科学跨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787组材料科学
研究前沿 

点击了解高被引
论文的相关度 

可以按照篇均论
文被引数排序 

平均出版年 

通明本体异质结聚合物太阳能电池;高效聚合物
太阳能电池为主;高性能聚合物太阳能电池;本体
异质结太阳电池;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制备纳米结构热电材料;高性能n型热电材料;高热
电性能;散装热电材料;散装热电半导体 

更新为2014年9月11日 



追踪材料科学跨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通明本体异质结聚合物太阳能电池;高效聚合物太阳能电池为主;高性能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本体异质结太阳电池;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16篇高被引论文的相关度，篇均被引598.19次 

跨PHYSICS、MATERIALS SCIENCE、CHEMISTRY等三个领域  



追踪材料科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制备纳米结构热电材料;高性能n型热电材料;高热
电性能;散装热电材料;散装热电半导体 

40篇高被引论文的相关度，篇均被引194.30次 

跨PHYSICS、MATERIALS SCIENCE、CHEMISTRY、ENVIRONMENT/ECOLOGY等四个领域  



追踪材料科学跨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直接甲酸燃料电池（DFAFC）;直接甲酸燃料电池;催化
甲酸氧化;甲酸氧化;甲酸 

旋涂高效率磷光有机发光二极管为主;深蓝色磷光有机发光二极管;
高效单发射层白光有机发光二极管基; RGB磷光有机发光 

跨ENGINEERING 、PHYSICS、 CHEMISTRY等三个领域  

跨MATERIALS SCIENCE 、PHYSICS、 CHEMISTRY等三个领域  



如何追踪跨学科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追踪跨学科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点击研究前沿（Research Fronts） 

——了解各学科交叉学科前沿  



追踪跨学科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通过共引分析方法，揭示各个学科当前的研究
前沿，锁定隐含的突破性研究 

按照学科浏览列表或者查找聚类中所涉及的词或词组 

追踪跨学科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如何追踪跨学科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平均年份 

生物燃料间接土地利用变化;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土
地利用状况;土地清理;温室气体 



如何追踪跨学科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适应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的政策响应;气候变化脆
弱性研究，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气候变化  

海水酸化影响海胆幼体发育，二氧化碳驱使海洋酸化根本上影响幼体成活
率;不久的将来海洋酸化，二氧化碳驱使海洋酸化，二氧化碳致使海洋酸化 

农作物用水生产率最大化; 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模型;农业水分生产率;生物质
水的生产力，减少农业用水 



如何追踪跨学科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适应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应对政策;气候变化脆弱性研究，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 

 

红树林，红树林生态系统，红树林的建立；富碳森林;全球气候变
化 

细颗粒空气污染;颗粒组成;住院 ;化学成分;微粒  



如何追踪跨学科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红树林，红树林生态系统，红树林的建立；富碳森林;全球气候变
化 

11篇高被引论文的相关度，篇均被引94.27次 

跨：PLANT & ANIMAL SCIENCE；
GEOSCIENCES；ENVIRONMENT/ECOLOGY等三

个领域 



如何追踪跨学科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如何追踪跨学科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如何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如何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点击Research Fronts-了解各学科交叉学科前沿  



如何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按照学科浏览列表或者查找聚类中所涉及的词或词组 



如何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917组社会科学研究前沿 



如何追踪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前沿 

 

了解城市绿色空间是否是研究热点 

输入GREEN SPACE 



如何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客观地衡量绿地空间的可达性;绿色空间;绿色空间生活环境; 

城市绿色空间,健康不平等 
 



如何追踪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客观地衡量绿地空间的可达性;绿色空间;绿色空间生活环境; 
城市绿色空间,健康不平等 

 



追踪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前沿 

 

主观幸福感；寿命评估；情绪健康；人类的幸福；幸福的U形 

风险识别体系；风险识别方法；风险识别；实证性能；分析系统 



如何追踪经济学与商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追踪经济学与商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点击研究前沿（Research Fronts） 

——了解各学科交叉学科前沿  



追踪经济学与商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通过共引分析方法，揭示各个学科当前的研究
前沿，锁定隐含的突破性研究 

按照学科浏览列表或者查找聚类中所涉及的词或词组 



选题实例：在线评论  
• Online Consumer Reviews；Online Product Reviews; Online Reviews 

Matter; On-line Consumer Reviews; Online Consumer 

• 在线消费者评论；在线产品评论；在线评论；在线消费者评论；在线消费者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Consumer E-shopping Acceptance; User 

Acceptance; Consumer Online Purchase Intentions; Web Quality  

科技接受模式；消费者网上购物接受；用户接受；消费者的网上购买意图；网站质量  

8篇论文被引次数进入全球1% 

9篇论文被引次数进入全球1% 



追踪经济学与商学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在线消费者评论 

 
更新为2014年9月11日 

消费者的网上购买意愿;消费者网上购物验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情况 

 



追踪经济学与商学学科——研究前沿 

 绿色供应链管理文化，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的实现，可持

续供应链管理，绿色供应链优化，绿色供应链管理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全球供应链风险管理 ， 



追踪传播学跨学科——研究前沿 

在线社交网络;社交媒体;互联网的社交网站;互联网社交网
络 

在线社交网站;社交网站;使用社交网站;个人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
涵 

社交网站;社会融合;脸谱;高等教育;学生用 



追踪传播学跨学科——研究前沿 

 

脸谱资料反映;脸谱研究;脸谱;社会网络;社会科
学 

政府的社会媒体使用;社交媒体;地方电子政务; 

电子政务;反腐败工具  

社交媒体;新型杂交元;促销组合;机遇 



追踪传播学跨学科——研究前沿 

 

政府的社会媒体使用，社交媒体，反腐败工具，政策，挑战  

社交媒体 

社会媒体技术；社会媒体；新闻媒体功能估计；推特情绪；推特权力 

跨：COMPUTER SCIENCE；CLINICAL MEDICINE；PSYCHIATRY/PSYCHOLOGY；SOCIAL SCIENCES, GENERAL
等四个领域 

2014年上半年 



追踪传播学跨学科——研究前沿 

 

16篇论文篇均被引27.62 

平均出版年：2011.2 

社会媒体技术；社会媒体；新闻媒体功能估计；推特情绪；推特权力 

跨：COMPUTER SCIENCE；CLINICAL MEDICINE；PSYCHIATRY/PSYCHOLOGY；SOCIAL SCIENCES, GENERAL
等四个领域 



反腐败(China or Chinese) same  (corruption or 
corrupt) 

 题目有反腐败的论文 



反腐败(China or Chinese) same  (corruption or 
corrupt) 

 

《兰德经济学杂志》  



 

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有
关
反
腐
败
课
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有关社交媒体课题 

 



Pivot Funding 能源、健康、社会科学基金 

ESI社会科学 

课题：老年人长期照料  

Long-Term Care  

全球基金 

http://218.246.35.10/emag/IMG/AGEI/2/AGEI_2_150528160811815.jpg


追踪学科前沿——研究前沿 

• 研究前沿采用独特的视角来审视学科领域：用以了解新的突破可能出现

的领域以及科学家之间的非正式交流的关系 

 

• 学科分类精确到学科或者期刊，而不是具体到单篇文章 

 

• 研究前沿是一组高被引论文，是通过聚类分析而定义的核心论文。 

 

• 通过测量高被引论文之间的相关度而形成聚类。测度的方式是一对被统

计论文的共被引次数。聚类的形成是通过按照特定的共引基线将论文分

组而定义的 

 

• 聚类的命名基于半自动化的词频处理过程而形成。 



材料科学研究前沿 

 

ESI中基于研究前沿数据的全局科学关系图 

材料科
学以纳
米科学
前沿为
中心，
纳米科
学是沟
通物理
与化学
之间的
桥梁，
月生物
学的联
系较弱 



材料科学研究前沿 

 

ESI中基于研究前沿数据的纳米科学关系图 



2014年研究前沿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前100个探索领域 

 



2013年研究前沿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前100个探索领域 

 



2014年研究前沿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前100个探索领域 

 



2013年研究前沿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前100个探索领域 

 



2014年研究前沿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前100个探索领域 

 



2013年研究前沿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前100个探索领域 

 



       ESI研究前沿的数据揭示从事相关的
科研探索的研究人员间的联系，即使从这些
研究人员的背景，可能看不出他们属于同一
个“无形学院”。 
      研究前沿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
角来揭示科学研究的脉络。 
      研究前沿的分析不依赖于对文献的人
工标引和分类，而是基于研究人员在相互引
用中形成的知识之间和人之间的联络。 
       研究前沿的数据连续记录了分散的研
究领域的发生、汇聚、发展、萎缩、消散和
形成分支而后组织成为更新的研究活动节点。 



ESI帮助学者了解研究前沿 
选择研究课题申请国家基金 



问题？ 
谢谢！  

 



如何利用SCI进行基金申请（下） 
 

S C I 茶室博客
http://www.sciencenet.cn/blog/wanyuehua.htm 

万跃华 
 

Thomson Reuters高级顾问 

 

wanyuehua@zjut.edu.cn 

 

 



提纲：聚焦研究前沿  深化自主创新 

第一部分：基金选题 

1、利用SCI、SSCI申请国家基金的体会与技巧 

2、如何利用SCI、SSCI进行基金的选题和创新研究 

3、如何利用ESI追踪研究前沿 

4、借助SCI、SSCI收录的科学新闻、社论帮助选题 

5、中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论文分析 

6、全球基金数据库： COS Pivot 

第二部分：如何撰写申请书 

1、基金题目、摘要写作技巧 

2、如何写立项依据、研究方案、技术路线、研究基础 

3、参考文献与高水平基金申请书的关系 

4、高水平基金与国际合作 

5、同行评议与如何提高中稿率  
 

 

 

 



借助SCI、SSCI收录的科学新闻、社论 
帮助选题、申请基金 

 

• 通过Web of Science及时捕捉到国外同类研究

的新动向，激发灵感，为拓展研究领域搜集可

靠而丰富的信息。 



课题选题实例：猪流感(Swine 
influenza)  

 Swine flu or Swine same influenza or Pigs 
same influenza or Pigs flu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实验室用电子显微镜摄出的基因重组了的
H1N1流感病毒图像。该病毒直径为80-120纳米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H1N1_influenza_virus.jpg


课题选题实例：猪流感 
Swine flu or Swine same influenza or 

Pigs same influenza or Pigs flu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猪流感 

 分析工具 

点击分析检索结果
图标可以对检索结
果进行分析。您可
以按照多种途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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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工具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猪流感 

 

检索结果分析：文献类型 

热点课题：科学新闻、社论、
会议论文、评论、通讯、 

热点课题：科学新闻、社论、
会议论文、评论、通讯、 

科学新闻 

阅读综述 

如何准确找到研究领域中
的综述性文献？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猪流感 

 

检索结果分析：基金资助 

了解课题基金资助情况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猪流感 

 
1028种期刊发表该课题论文 《病毒学杂志》  

《PLOS 综合版》 

《疫苗》  

《兽医微生物学》  

《流行性感冒与其
它呼吸道病毒》    

《普通病毒学杂志》  

《英国医学杂志》  

《病毒学文献》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猪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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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选题实例：猪流感 

 

猪流感1931-2014年发文趋势 



课题选题实例：禽流感 
 “Avian influenza" or "bird* flu" 

 

“Avian influenza" or "bird* flu" or 
"bird* influenza" or H5N1 or H5N2 or 

H7N2 or H7N3 or H7N7 or H9N2 or H10N7 or 
H7N9 

可感染人的主要禽流感病毒： H5N1、
H5N2 、H7N2、H7N3 、H7N7、H9N2、

H10N7 、H7N9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禽流感 

 

点击分析检索结果
图标可以对检索结
果进行分析。您可
以按照多种途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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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工具 

科
学
新
闻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禽流感 

 

热点课题：科学新闻、社论、
会议论文、评论、通讯、 

检索结果分析：文献类型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禽流感 

 
禽流感课题引文情况，

了解发展趋势 
H指数:151 

篇均被引16.47次 

2004-2014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禽流感 

 禽流感检索结果的分析：出版年 

禽流感检索结果的分析：出版年 1908年
就有文
献报道
禽流感 

1908年 

“Avian 
influenza" or 
"bird* flu" 



课题选题实例：禽流感 

 

禽流感1908-2013年发文趋势 

“Avian influenza" 
or "bird* flu" 



课题选题实例：禽流感 

 

在禽流感领域中比较突出的研究
机构有：香港大学、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中国科学院、美国圣犹
大儿童研究医院 等等… 

香港大学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科学院 

美国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  

 

 

 

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服务署  

了
解
竞
争
对
手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禽流感 

 
了解课题基金资助情况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禽流感 

 《禽流感》，ISSN：0005-2086 
1957年创刊，季刊 刊载鸟类疾

病和病理方
面的研究论
文，兼及家
禽疾病的研
究  

《病毒学杂志》 

《疫苗》  

《新现传染性疾病》 



课题选题实例：石墨烯（graphene） 

• 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英国曼彻斯特大学2位科学家安德

烈·盖姆（Andre Geim）和康斯坦丁·诺沃肖罗夫（Konstantin 

Novoselov）因在二维空间材料石墨烯（graphene）方面的开

创性实验而获奖。 

安德烈·盖

姆  
康斯坦丁·诺沃肖罗

夫 



课题选题实例：石墨烯（graphene）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课题选题实例：石墨烯（graphene） 

 

检索结果分析：文献类型 

热点课题：科学新闻、社论、
会议论文、会议摘要、评论、

通讯、 

399篇科学新闻 



利用SCI的分析工具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课题选题实例：石墨烯（graphene） 

 

检索结果分析：基金资助 

了解课题基金资助情况 

美国自然科学基金 

中国自然科学基金 



SCI收录文献类型——新闻、社论 

• SARS、海啸、禽流感、汶川地震、 奥运会等热点研究以新闻形式被SCI收录

仅次于研究论文，并且大多发表在影响因子很高的如《Nature》、

《Science》、《Lancet》、《Cell》等著名期刊上。 

 

• 经济管理的热点研究以新闻形式主要发表在《Forbes》《福布斯》、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斯隆管理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 》 《哈佛商业评论》、《Fortune 》《财富》、《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灾难预防与管理》等著名期刊上。 

 

• 阅读SCI收录的科学新闻能够帮助科学工作者更好的了解研究热点。 

 

• 对热点研究利用SCI分析发现非论文形式发表的新闻文章占了很高的比率，突

发性灾害后该研究的文献被SCI收录急速增长并引用数量猛增。 

•   



SCI收录文献类型——科学新闻（茶叶案例） 

 

2000-2014年有关茶叶新闻78篇 



SCI收录文献类型——科学新闻（茶叶案例） 

 

25篇有关绿茶的新闻 

绿茶与阿尔茨海默氏症 



SCI收录文献类型——科学新闻（茶叶案例） 

 

绿茶与化学相结合可能治疗脑疾病 

《美国阿耳茨海默氏病症与其他痴呆研究杂志》  



借助SCI收录的科学新闻、社论帮助选题、申请基金 

 



借助SCI收录的科学新闻、社论帮助选题、申请基金 

 
3万多篇科学新闻 



借助SCI收录的科学新闻、社论帮助选题、申请基金 

 机械工程、制造工程 



借助SCI收录的科学新闻、社论帮助选题、申请基金 

 

机械工程、制造工程 



《Nature》、《Science》、《Cell》、《Lancet》 

刊登新闻的比例  

• 检索2013年《Nature》、《Science》、《Cell》、《Lancet》 

• 著名期刊被SCI数据库收录文献会发现 

• 《Nature》研究论文832篇（31.939 % ），社论799篇（30.672 

% ），新闻397篇（15.240 % ）； 

• 《Science》研究论文771篇，29.597 % ，新闻763篇（29.290 

% ），社论572篇（21.958 % ）； 

• 《Cell》研究论文383篇（64.587 % ），社论120篇（20.236 % 

%），新闻6篇（1.012 % ）。 

• 2000-2008年10月《Lancet》共被SCI收录20449篇文献，其中通讯

6856篇（33.5273 %）、社论5357篇（26.1969 %）、论文3827篇

（18.7149 %）、新闻2788篇（13.6339 %）、评论683篇（3.3400 

%） 

 



阅读科学新闻可以帮助科学工作者
快速了解研究热点 

获得研究思路，选择研究课题 。 



全球基金数据库：COS Pivot 
 

Pivot国际基金与学者合息推送： 
一个学科服务的新视角 

 
Pivot全球基金库帮助研究人员以申请海外科研基

金的方式提升其在学术圈內的影响力 
 



全球基金与学者数据库——Pivot 

 

帐号 share@zjut.edu.cn    密码  tsgzxb*456  点击输入帐号 

 

学
术
赞
助
和
学
者
合
作
的
最
佳
整
合
服
务  

http://pivot.cos.com 
帮助
研究
人员
找到
学术
赞助
和潛
在合
作研
究的

机会  



全球基金与学者数据库——Pivot 

 

全球学者数据库 

全
球
基
金
数
据
库 

 



全球基金与学者数据库——Pivot 

•网址： http://pivot.cos.com 

 

• Pivot数据库为研究人员提供全球的多元学术赞助和学

者信息，整合了Funding Opportunities（学术基金信

息）和Scholar Universe（全球学者信息）两部分特殊

资源 。 

• Pivot提供研究管理人员、研究发展专业人员以及其机

构一个快速、简易的方法，能把准确的研究机会、学术

赞助基金和人员汇聚在一起。它为教师、研究人员和研

究生提供了无论是全球化或是本地化的连结机会，使他

们能探索新的学术赞助和研究合作。 

 



全球基金数据库——Pivot Funding 

• Funding Opportunities（学术基金信息）： 

 Pivot全球基金数据库，来自全球11,000个赞助机构，收

录了全球约30,000笔学术赞助信息记录，提供总值超过33

亿美元的学术赞助机会信息。 

• Pivot全球基金数据库可以查到最全面的研究赞助机会来源。集成

了欧美主流发达国家的绝大部分公开的科研经费、奖学

金、交换学生学者以及其他奖励基金信息。目前涵盖北

美、欧洲、澳洲、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的相关信息。 

• 所有赞助机会都是目前或未来可申请的，若是已过申请期限的记录

都会被移除。 

• 利用Pivot帮助研究人员获得国际基金和国际合作的机会，

参考全球正在申请的经费基金数据，增加国家基金成功申

请的可能，也可以帮助学生搜索奖学金机会和交换生机

会。 



全球基金数据库——Pivot Funding 

25.3% 專業協會或學會 

24.8% 非他非營利 

14.1% 私人基金會 

13.7% 美國聯邦政府 

8.7% 非美國國家政府 

6.1% 學術機構 

4.1% 國家/省/地方政府 

2.3% 商業的 

0.9% 跨國組織 

基金來源類型分佈 贊助機會內容類型 

23.3% 科研 – 學者 

19.1% 培訓/獎學金 – 學生 

14.9% 獎勵 – 學者/學生 

14.3% 課程 – 學者/學生 

4.3% 會議/研討會 – 學者/研究生 

4.1% 個人訪問 – 學者 

3.5% 旅行 – 學者 

3.3% 藝術追求 – 學者/學生 

3.2% 協作或合作協定 – 學生 

2.6% 博士後獎 – 博士後 

2.3% 設備/材料的採購或設施使用 

1.8% 投標或合同 – 學者 

1.2% 博碩士論文 – 研究生 

1.1% 設施建設或經營 – 學者 

0.9% 出版品 – 學者 



 美國政府機構  

• 國家衛生研究院(NIH) 

• 美國國防部 (DoD) 

• 國家科學基金會 (NSF) 

 非美國政府機構 

• 芬蘭國際流動中心 (CIMO) 

•  加拿大社會科學和人文研究理事會 (SSHRC) 

•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 

• 英國生物技術和生物科學研究理事會 (BBSRC)  

 私人基金會 

• Charles A. and Anne Morrow Lindbergh 

Foundation 

• 遺傳性疾病基金會 

• Robert Mapplethorpe Foundation 

•  威康信讬基金 

 學術機構 

• 英國哥倫比亞大學 

• 哈佛大學 

• 柏林自由大學 

• 荷蘭皇家藝術與科學學院 (KNAW) 

 

• 專業機構 

– 美國眼科視光學學院 (AAO)  

– 日本女大學生協會 (CWAJ) 

– 加拿大糖尿病協學 (CDA) 

• 其他非營利組織 

– 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 (HHMI) 

– Sigma Delta Epsilon/Graduate Women in 
Science, Inc. 

– 公共利益科學中心 

– 米萊殖民地藝術公司 

• 商業機構 

– 戴姆勒 - 克萊斯勒公司基金 

– 美國運通公司 

– 埃克森美孚公司 

– 奧地利廣播公司(ORF) 

• 跨國組織 

– 聯合國 (UN) 

– 世界衛生組織 (WHO) 

– 英聯邦大學協會 (ACU) 

–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 國家/省/地方政府 

– 𣁽北克對自然和科技研究基金 

– 新南威爾士州政府 (NSW)  

– 紐約公共圖書館 

 

… 

全球基金数据库——Pivot Funding 
基金来源分布 



涵蓋多個學科範圍和區域 

250多個不同的學科 區域分佈 
醫學 19.0% 

應用科學 13.8% 

社會科學 10.9% 

人文學 9.9% 

自然科學 7.7% 

商業 7.4% 

醫療 7.0% 

工程學 6.2% 

藝術 5.3% 

教育學 4.0% 

法律 2.4% 

大眾傳播 2.0% 

農業 1.8% 

環境科學 1.7% 

建築 1.0% 

北美 75% 

歐洲 29% 

亞洲 6% 

澳洲 / 紐西蘭 5% 

中東 2% 

拉丁美洲 1% 

全球基金数据库——Pivot Funding 



全球基金数据库——Pivot Funding 
 

 

点击Fuding进入基金检索 

Funding 首页
有每周自动更
新的最热门10
个项目，并且
会表示更新时
间 

给亲爱的同事的信：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综合资助，推
动跨学科研究和教育（INSPIRE））项目，由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资助，主要针对美国国家科
学基金会支持的工程和教育研究的所有领域。金额为不

超过 $1,000,000USD 

谷歌研究奖：教师研究奖）项目，由
Google公司资助，该计划旨在确定和支持
世界级的专任教师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研
究追求，的目的是支持在计算机科学，工
程和相关领域的前沿研究。金额为不超过

$150,000USD。没有国家限制 

早期职业研究计划）项目。由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资助，主要
针对以下几个方面：先进科学
计算研究（ASCR）、生物和环
境研究（BER）、基础能源科
学（BES）、聚变能科学

（FES）、高能物理（HEP）和
核物理（NP）。金额为
750,000USD。仅限美国 



全球基金数据库——Pivot Funding 
 

 

•目前主推的是健康科学基金项目（Health Science Funding News）和

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Funding New)   

 



全球基金数据库——Pivot Funding 
 

 

United States、
Canada 、United 
Kingdom 、 Australia、 
European Union (EU)、
Afghanistan 、 Africa、 
African Union、Aland 
Islands 、Albania 、
Algeria、American 
Samoa、Andorra、
Angola、等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 

100多个主要参与国家和地区 

中国 

台湾地区 



到9月3号为止共有基金资助项目：29,593项 

 

主要的基金类型 

主
要
的
资
助
者
类
型 

主要的申请要求 



全球基金数据库——Pivot Funding 

• 主要的基金类型（Top Funding Type）： 

• Research研究(10303)项、 

• Training or Scholarship or Fellowship培训或奖

学金或助学金（6828）项、 

• prize or award奖品或奖励(6666)项、 

• Program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or provision 

课程项目发展或提供(5378)项、 

• Collaboration or Cooperative agreement协作或合

作协议(2841)项等； 

 



全球基金数据库——Pivot Funding 

• 主要的资助者类型（Top Sponsor types）: 

•  Professional Society of Association专业协会(9149)

项、 

• Other Nonprofit其他非营利组织(5904)项、 

• Federal，U.S.美国联邦政府(4339)项、 

• Private Foundation私人基金会(3221)项、 

• National Government,Non-U.S.非美国的国民政府

（2582）项等； 

 



全球基金数据库——Pivot Funding 

•  主要的申请要求（Top requeirements）： 

• New faculty or New Investigator新教师或新研究

者(16022)项、 

• PhD or MD or Other Professional硕士，博士或其

他专业(15663)项、 

• Nonprofit非营利组织(8678)项、 

• Academic Institution学术机构(7025)项、 

• Graduate Student研究生(6992)项等； 



全球基金数据库——Pivot Funding 

• 主要关键词或学科主题（Top keywords）： 

• Health and Medicine卫生与医药(2848)项、 

• Engineering工程(2619)项、 

• Social Sciences社会科学(2399)项、 

• Energy Sciences能源科学(2231)项、 

• Natural and Physical Sciences, Mathematics and 

Technology自然和物理科学，数学和技术(2220)项等； 



全球基金数据库——Pivot Funding 

 

合作基金项目 资助额度
高的项目
皆为多个
基金会合
作资助项

目 

按
资
助
额
度
从
高
到
低
排
序 

前5项里面有四项
为多基金资助机构

合作项目 



全球基金数据库：艺术与设计基金 

 



主要的高资助额度或多基金合作项目 

 
结核病挑战项目 

由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美
国国际发展局、 Bureau for Global 
Health (BGH)全球卫生管理局等基金会
合作资助，资助总额为$550,000,000USD。 

主要学科方向为：Drug Resistance抗药性、Disease Control
疾病控制、HIV、Health or Nutrition Programs - 

Developing Countries健康或营养计划 - 发展中国家、
Tuberculosis结核病、Infectious Diseases or Agents传染

病或代理商、Disease Prevention疾病预防 



国家基金申报中的课题查新工作 

• 国家基金申报查新是以本单位丰富的检索资源为依托，

从项目的核心内容入手，对有关研究领域进行了全面、

深入文献调研，通过对比分析，做出了客观公正的查

新结论。查新报告不仅为研究室成功申请国家级项目

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而且使教授及时捕捉到国外同类

研究的新动向，激发了灵感，为拓展研究领域搜集了

可靠而丰富的信息。 



基金申报中科技查新与文献检索及专家评审有什么区别？  

• 文献检索 是针对具体课题的需要，仅提供文献线索和原文，对课题不

进行分析和评价。 

•  专家评审 主要是依据专家本人的专业知识、实践经验、对事物的综合

分析能力以及所了解的专业信息，对被评对象的创造性、先进性、新

颖性、实用性等做出评价。评审专家的作用是一般科技情报人员无法

替代的，但具有一定程度的个人因素。 

•   科技查新 是文献检索和情报调研相结合的情报研究工作，它以文献为

基础，以文献检索和情报调研为手段，以检出结果为依据，通过综合

分析，对查新项目的新颖性进行情报学审查，写出有依据、有分析、

有对比、有结论的查新报告。也就是说查新是以通过检出文献的客观

事实来对项目的新颖性做出结论。因此，查新有较严格的年限、范围

和程序规定，有查全、查准的严格要求，要求给出明确的结论，查新

结论具有客观性和鉴证性，但不是全面的成果评审结论。这些都是单

纯的文献检索所不具备的，也有别于专家评审。  



中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论文分析 （2009-2013） 



近5年来，全球在Web of Science
中的论文产出量稳步增长，2013年

论文产出较2009年增长了18.6%. 

全球学术论文的发展趋势 （2009-2013）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的Web of Science、InCites数据库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论文在近5年内一
直保持快速稳定的增长.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论文的发展趋势 
（2009-2013）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的Web of Science、InCites数据库 



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论文的发展趋势 
（2009-2013） 

美国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论文
在近5年内保持着基本稳定
的发展步伐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的Web of Science、InCites数据库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论文的发展趋势
（2009-2013） 

美国自然基金资助论
文占美国总体论文产
出的比例基本维持在

10～12%左右 

中国国家自然基金资助论文占中国
总体论文的比例一直保持在40%以
上，在2011-2013年都超过了50%。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的Web of Science、InCites数据库 



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论文的发展趋势 
（2009-2013） 

美国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论文
占美国总体论文产出的比例
基本维持在10～12%左右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的Web of Science、InCites数据库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论文以及中国总体论文
的主要学科分布 （2009-2013） 

从资助论文的学科分布来看，
中国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方向
主要集中在材料科学、物理化
学、化学学科、物理学科、电
子电气工程等方面 

相似的，中国总体论文产出比
较集中的学科也是在材料科学、
化学学科、物理化学、电子电
气工程，另外还集中在生物化
学与分子生物学等方面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的Web of Science、InCites数据库 



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论文以及美国总体论文
的主要学科分布 （2009-2013） 

从资助论文的学科分布来看，美
国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方向主要
集中在材料科学、物理化学、天
体物理学、应用物理、电子电气
工程等方面 

而美国总体论文产出比较集
中的学科在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神经科学、材料科
学、肿瘤学和外科学等方面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的Web of Science、InCites数据库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主要学科分布趋势
（2009-2013）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的Web of Science、InCites数据库 

近5年来中国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方向基本维持

着比较稳定的结构 



近5年来美国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方向
基本维持着比较稳
定的结构 

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主要学科分布趋势
（2009-2013）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的Web of Science、InCites数据库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论文产出和引文影响力
整体分析 （2009-2012） 

汤森路透独特的三个引文影响力指标， 包括文献计量学领域普遍认可的百分位 percentile。  

Percentile越小代表论文在同年度
同学科论文中的引文影响力越高。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的Web of Science、InCites数据库 

跨学科指数：
0-1，0.79代
表NSFC资助
学科的覆盖
面较为广泛。 

4.高于/低
于期望水
平的论文
百分比 

1. 基于学科的
相对影响力 

2. 基于期刊的
相对影响力 

3. 平均百分位 

引文指标 

合作指标 

学科指标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引文影响力逐年分析 
（2009-2012） 

2009 2010 

2011 2012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的Web of Science、InCites数据库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论文在不同学科中的产

出和引文影响力分析 （2009-2012）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的Web of Science、InCites数据库 

•材料科学、物理化学、化学多学科、应用物理等
研究领域的总体影响力较高，其篇均影响力均超
过了各自学科的全球平均水平； 
•纳米科学与技术具有较高的学科相对影响力(3.46) 



美国NIH基金资助论文的产出和引文影响力分析 
（2009-2013）- 高影响力论文占绝对优势 

 

跨学科指数：
0-1，0.71代
表NIH资助学
科的覆盖面
较为广泛。 



美国NIH基金资助论文在不同学科中的产出和引文影
响力分析 （2009-2013）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1年资助材料科学领
域论文的研究方向 

 碳纳米管 

薄膜衬底 激发荧光粉 

细胞给药 

合金 

陶瓷 

太阳能电池 

石墨烯 

电镜能谱 

催化剂 

高分子聚合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的Web of Science、Thomson Innvoation数据库 



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1年资助材料科学领
域论文的研究方向 – 趋于跨学科的研究方向 

 
碳纳米管 

细胞组织
支架 

分子键联 

量子点 

纳米粒子 

薄膜衬底 

单层分子 

材料能源
系统 

胶体粒子 

石墨烯 纳米化合物 

阵列制造
模式 

本体异质结 
断裂机制 

高分子共聚
物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的Web of Science、Thomson Innvoation数据库 



中美两国的总体论文产出的
比较分析 



中美两国论文产出最多的10个学科（2009-2013） 

中国学术论文产出最多的学科集中在物理、化学、电子工程、应用数学、纳米科
学和纳米技术，而在生命科学中， 只有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产出比较突出。  
而美国在前10个高产出的学科中与生命科学有关的学科占70%， 如神经科学、肿
瘤学、外科学、药理学、公共、环境和职业健康等。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的Web of Science、InCites数据库 



NSFC和NSF共同资助领域中的中美两国论文产出

分析 （2009-2013） 

 

中国最近5年在综合
化学、物理化学、综
合材料科学领域的论
文产出高于美国；电
子工程的论文产出低

于美国。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的Web of Science、InCites数据库 



NSFC和NSF共同资助领域中的中美两国论文的相
对引文影响力分析 （2009-2013） 

 

相对引文影响力：各学科篇均
被引频次与同时间段同学科的
篇均被引频次相比，1为世界
平均水平。  

 
美国最近5年在综合化学、物
理化学、电子工程、综合材料
科学领域的相对引文影响力均
超过中国， 并具有绝对优势。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的Web of Science、InCites数据库 



全球高被引论文的国家分布（2004-2014） 

高被引论文超过1万篇的国家： 
美国： 59,963   绝对优势 

英国： 15,001 
德国： 13,608 
中国： 11,412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的ESI数据库 



中 

中国高被引
论文的学科
分布及其引
文影响力

（2004-2014） 
中 

美国高被引
论文的学科
分布及其引
文影响力
（2004-2014）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的ESI数据
库 



全球热点论文的国家分布（2004-2014）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的ESI数据库 



中 
中 

中国热点论
文的学科分
布及其引文
影响力

（2004-2014） 

美国热点论
文的学科分
布及其引文
影响力
（2004-2014）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的ESI数据
库 



中美高校对跨学科研究的比较  
• 美国高校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医学、神经科学、生命科学

领域； 

• 中国高校的跨学科研究主要集中于工程、数理、化学、材料等领域。 

•  造成中美差异的主要原因源自于各国政策导向及投入： 

• 美国更加注重“民生”问题--生命医学科学领域 

• （2009 年，NIH 预算300 亿美金，NSF 预算65 亿美金；2012年，

NIH 预算320 亿美金， NSF 预算68.6亿美金， 2013年NSF 预算

73.73亿美金） 

• 中国更加倾向于解决发展“问题”—向工程技术以及相关的基础科

学领域的投资更多 

• （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财政拨款收入预算为170亿元，2013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总资助计划额度约238.47亿元 ）  



国家基金申请 
重点考虑跨学科处于成长的研究领域 



图书馆 --“不仅仅提供资料信息，更重要的是提供研究的思路” 
 

思路比技术本身更重要。 
作研究最重要的是如何根据研究目的确
定研究方法，也就是思路。  

检
索 

分
析 

发
现 

创
新 



撰写申请书前的准备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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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题目、摘要问题 

• 题目：项目名称要确切、醒目、主题明了。尽量让人一

看就明了你是干哪方面的具体研究，对象是什么，用什

么研究方法，解决什么具体问题。没有必要在题目中加

上“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等修饰字样。 

• 摘要（限400字）要避免空洞，应写明几个方面：研究

目标、内容，采用的研究方法，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科学意义等。 

如：“用……方法（手段）进行……研究，探索/证

明……问题，对阐明……机制／揭示……规律有重要意

义，为……奠定基础／提供……思路 ” 

• 关键词：至多五个一定要认真推敲。 



申请书的题目  

• 科学基金的申请原则之一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但有些申请书的题目过大，研究内容包罗万象，面面

俱到，没有找准重点。至于项目组并没有什么前期积

累或者相关基础，仅仅根据项目的重要性申请立项更

是不行的。 



400字的摘要  

•  “摘要”只可以填写400个字。这是申请书的精华所在。

评审专家对项目的基本印象来自摘要。在基金申请中用

“字字值千金”形容摘要的重要性是最恰当的了，因此

摘要不必换行，内容避免重复题目，也要避免或减少中

英文对照，尽量利用好400个字。 

• 经常发现一些申请者浪费这一珍贵的空间，如有些申请

书只写了250个字，白白浪费了宝贵的资源；有些申请书

花了250甚至300个字写背景，喧宾夺主，将项目的科学

意义与创新性却漏掉了。至于400个字的摘要居然出现错

字或者文句不通，等于自戕！ 

• 切记，评委大都很忙，有时候“摘要”成为部分评委了

解申请书全部亮点的主要途径，应该在这部分尽可能多

地谈论自己的东西。 

 



基金摘要 

•摘要怎么写？ 
• 需要认真思考整个摘要总共几句话，第一句讲什么，大

概几个字，中间几句如何组织，最后一句如何收尾，整

个摘要如何连贯。 

 

• 建议用第一句话来简介最精要的立论依据，用最后一

句话来阐述研究的学术意义，中间的大部分文字则用

来介绍申请项目的核心内容，也就是最容易打动评委

的那些亮点。 



如何撰写申请书？ 

项目的立项依据 

 3个方面：项目的重要性，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工
作基础。  

 阐明做什么研究、什么水平的研究； 

 通过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要研究的科学命题及研究的意
义；以自己提出的问题和思路为主线展开论述  

 需要论证的是所申请项目的重要性，而不是该领域的重要
性；不能简单的以国外或者国内没有做过的研究就作为立
项依据，需要深刻的分析论证开展该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  

 



如何撰写申请书？ 

项目的立项依据 

• 目前该命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宜引用权威人士/期刊的观点；近三年的文献检索情况（需要查

新 ） 

• 有一些申请书仅仅引用项目组最近的文章，但这还是不够的，应该引用

权威刊物最近2年的文献。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些申请书有意无意的回避

（不提）直接相关的研究最新进展，貌似新颖，实际上将适得其反.  

• 现有方法的不足或缺点、未解决的关键问题 

•       策略地指出别人的不足之处；文献中提到了这些问题，等 

• 第三，需要点出科学问题和立项的基础，说明用什么新的思路探索，做

什么，怎么做，项目组有什么相关的积累。所谓“学术思想新颖，技术

路线可行”之类的话，不是申请人自己吹的，而是要靠对项目的深刻理

解和独到的视角体现出来的。  

 

 



项目的立项依据 

 
• 字数适中，太长让评审人烦，太短又说不清 

• 要求：阐述项目的研究意义，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并需要附 

         上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 建议： 

   既要有国外，也要有国内 , “不了解国内情况”。 

   既要有别人，也要有自己的 。 “立项依据充分、全面” 

   写开展本项目研究的理由，最好写自己预研发现了什么，言下

之意：“只有我才能干这一课题”，否则反对你的评语是：“你写

的项目重要，但别人做更合适 ”。要写清楚拟开展本项研究充足理

由及理论和学术意义。  

   “填补空白”不是立项依据。 

   理由： NSFC是“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而不是“填补空白”； 

“填补空白”实质上仍是“跟踪”。 

   



如何撰写申请书？ 

项目的立项依据 

 申请人已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取得哪些进展？是否有
发表的文章支持？下一步的设想；这些工作如何克服前述
的“不足”，解决存在的“问题”； 

 参考文献的引用[利用Web of Science检索] ： 

      作者、杂志、观点的权威性；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机构的文献；文
献的新颖性； 

      避免单纯强调国外工作，应包括申请者自己的工作； 

      客观评价，不宜夸大或贬损； 

   应引用最新文献（特别是近5年）注意文献的时效性(经典文献除外) ，
会议文献。最好是当年的。 

    一定要引上Science、Nature、Annual Reviews系列杂志的近期文献，
增加自己立论依据的权威性。要显示国内外关键性的研究，避免太臃肿
又避免评语“了解情况不够” 

 



参考文献与高水平基金申请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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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北大学发文与引文的关系 

• 统计西北大学2005-2011年所有学科发表的论文(Article)、不包

括综述（Review），包括部分中文论文。 

 

 

数据收集日：2011. 11. 8 



参考文献保障对科研产出的贡献 

•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发文与引文的关系 

• 统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05-2011年所有学科发表的论文

(Article)、不包括综述（Review），包括部分中文论文。 

 

 

数据收集日：2011. 9. 25 



参考文献保障对科研产出的贡献 
• 安徽医科大学发文与引文的关系 

• 统计安徽医科大学2005-2011年所有学科发表的论文(Article)、

不包括综述（Review），包括部分中文论文。 

 

 

数据收集日：2011. 10. 
31 



参考文献保障对高水平论文的贡献 

• 高水平论文与引文的量化关系 

• 发表的高水平论文，引用的参考文献高于平均值。 

• 数据证明文献保障对高水平论文的重要性。 

数据收集日：2011. 1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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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水平论文与引文的量化关系 

• 发表的高水平论文，引用的参考文献高于平均值。 

• 数据证明文献保障对高水平论文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数量较多的论文它的平均
引文数量就比较大 

数据收集日：2011. 11. 21 



参考文献保障对高水平论文的贡献 

• 高水平论文与引文的量化关系 

• 发表的高水平论文，引用的参考文献高于平均值。 

• 数据证明文献保障对高水平论文的重要性。 

数据收集日：2011. 10. 10 

参考文献数量较多的论文它的平均
引文数量就比较大 



参考文献保障对高水平论文的贡献 

• 高水平论文与引文的量化关系 

• 发表的高水平论文，引用的参考文献高于平均值。 

• 数据证明文献保障对高水平论文的重要性。 

数据收集日：2011. 11. 8 

参考文献数量较多的论文它的平均
引文数量就比较大 



参考文献保障对高水平论文的贡献 

• 高水平论文与引文的量化关系 

• 发表的高水平论文，引用的参考文献高于平均值。 

• 数据证明文献保障对高水平论文的重要性。 

数据收集日：2011. 9.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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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保障对科研产出的贡献 
• 高水平论文与引文的量化关系 

• 发表的高水平论文，引用的参考文献高于平均值。 

• 数据证明文献保障对高水平论文的重要性。 

数据收集日：20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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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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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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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撰写申请书？ 
• 项目的立项依据 

• 参考文献的引用 

• 申请书的国内外进展应该明确标识参考文献，参考文献采用统引

的方式，与正文相互分离是不可取的。所列文献前后格式不一致

的现象也需要改正。 

• 参考文献数量适当引用适当（多引国内相同领域不同

学者发的外文），优先选择引用的文献包括相关研究中的经典、

重要和最具说服力的文献特别是竞争对手的文献，文献如果有

一两条是申请人自己所发表的论文那将是最好不过的

事情;但又不能太多，否则评委有可能认为该项目除了

申请人本身，其他感兴趣的人并不多。  



如何撰写申请书？ 
项目的研究意义撰写方法： 

•  简要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引出目前存在的主要

问题，也就是本项目要解决的问题，以此为切入点提

出假设，阐述如果实现预期目标，具有的理论意义和

应用价值。 

建议： 

• 要紧紧围绕本次申请项目的主题。简要论述国内外研究成果，

并引出当前的热点研究方向。 

• 从研究方向展开，较详细地分析国内外的研究进展，阐明研究

中存在的问题。 

• 围绕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内外以往的研究结果、当前的现状及

发展趋势，详细论述和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该方面

的空白点、未知数、及研究的难点、焦点，从而为自己申请项

目确立研究目标奠定充分的立论基础。 

 



存在问题 

国内外现状分析（综述 ）存在问题： 

• 文献复习不够，对国内外现状缺乏真正了解， 

  提出的问题别人已解决---低水平重复。 

• 对研究方法不熟悉，简单移植或夸大其作用，缺乏

实际应用的可行性---无法实现预期目标。 

          ---已有方法与掌握方法的人的结合； 

          ---方法理论上可行与现实可行性的结合。 

• 对国内外现状缺乏归纳分析，只是简单罗列， 

  缺乏逻辑性和针对性---总结与表达不够。 



如何撰写申请书？ 

提出明确的研究目标 

    围绕本研究将解决的“问题”。目标要明确、要精，
提法要准确、恰当 

提出具体的研究内容 

 为了实现研究目标将开展的一些研究工作； 

 宜精不宜多，宜深不宜浅（3－5个，重点1－2）； 

 围绕目标设计具体任务，与研究目标紧密一致 

 重视标题与内容的一致性。需要解决问题要有难度，但不必写的太具体，否则有
时会出现mission impossible。内容一定不能写得太具体  



提出明确的研究目标 

研究目标 解决科学问题和学术性问题，不是 

         解决“寻找最佳工艺”或“改进性能”  

撰写要求：目标有限，与研究内容相呼应  

如：探索……问题，明确……关系，揭示……规律，   

    阐明……原理（机制），建立……方法等 

研究内容 突出重点，避免泛泛而谈  

存在问题：内容过多，一个研究周期难以完成； 

          内容分散，不能集中阐明研究目标。 

撰写要求：内容要适当，确保研究周期内完成； 

          与目标相辅相成，为研究目标服务。 

          篇幅要适度，注意与技术路线区别。 

 



如何撰写申请书？ 

提出具有一定挑战性（难度）的关键科学问题 

 根据目标提出关键科学问题，具有一定的可解决性； 

 作为瓶颈的问题； 

 具有带动性的问题：理论和方法的普遍性。 

 关键科学问题要准确。避免评语“申请项目没有深度”。也不能太
多，避免“申请人缺乏完成本项目的能力”。 

什么是关键科学问题 ？ 

研究过程中对达预期目标有重要影响的某些研究内容或因素。 

为达预期目标所必须掌握的关键技术或研究手段。 
要求：找出关键科学问题，写出解决办法。 
存在问题：抓不住关键问题或抓得不准。 

      
 

 

 



如何撰写申请书？ 

• 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 

• 用研究方法将研究内容串起来，形成指向研究目标的路径 

• 采用先进、实用的技术方法；设计先进、可行的技术路线； 

• 切忌复杂，步骤可用流程图，不要太具体化，容易出漏洞； 

• 对成熟的方法标出引文出处，并有自己的。那些有具体实验方案的

“实验计划似的”标书，往往容易出漏洞，被给予差评，基本上通不

过。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写得具体清楚则容易得到“可行性较强”的评

语。但有保密问题时酌情处理 

存在问题： “范围太广，路线不明确”。 

• 要求：以研究项目的需求为前提，尽量采用目前最先进的方法和手段，

并将其操作步骤和关键环节体现在技术路线当中。 

 

 

 



如何撰写申请书？ 

• 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 

•  “研究方案”是整份申请书的灵魂，许多认真的评

议人和评审专家就是主要依据该部分判断一份申请

书优劣。申请者应该将技术路线和方法仔细阐述清

楚，不可因为所谓的“保密”需要而有意省略一些

必不可少的实验步骤。不然，评委有可能认为申请

人填表不认真或者不得要领。  



如何撰写申请书？ 

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的可行性分析（说服评委的第二次机会） 

 

 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分析； 

 关键技术上的可行性； 

 关键仪器设备的拥有情况； 

 从课题组已掌握的方法、已取得的成绩、课题组力量、结构、合作经历
等体现完成项目的可行性；“可行性”是指“学术上可行” 

 “研究队伍” + “研究条件” + “学术思想” = 可行 

 “可行性分析”与“项目的特色和创新之处”实际上是给申
请人机会说明自己的能力和思想，不能装斯文扮低调，更不
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夸大自己的业绩通常都逃不过评议
人的眼睛。  

 



如何撰写申请书？ 

• 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注意特色与创新，点明项目成果的作用，理论和现实意义； 

• “交叉学科”是提倡的，但要说交叉点在哪。 

• 是否首次提出某一观点、首次使用某一方法；将生命科学的
最新技术和理念直接应用到作物尤其是多年生植物的研究中
有可能实现跨越式的突破  

• 要写自己研究的特色和创新的学术思想，不是写该领域的特
色。填补空白不是特色与创新 

• 原始创新：提出或修改传统的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发明
创造。 

• 跟踪创新：在前人工作基础上补充、完善现有理论；对原有
技术、方法修改后产生1＋1＞2的效果 

• 可以体现近期的成果，更要突出深入和延续研究的必要性。 
 
 



如何撰写申请书？ 

年度计划 

 包括拟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国际合作与交流等的说明； 

 研究计划要尽量具体一些（以后可以根据实际进展修改）总结、整理
成果的时间以3个月为宜 

提出可量化的预期成果 

 论文论著的数量与档次；国际、国内，最好突出SCI收录杂志的影响
因子，给基金委的专家们觉得，您的实力确实不一般。因为最终结题
情况，是基金委专家们最关心的事情，他们当然愿意把基金支持能发表高水
平文章的人。 

 理论成果：建立/丰富/补充/ .....技术方法：建立/完善 „.... 

 软硬件成果的具体指标；拟申请发明专利的数量； 

 可能培养的青年科技骨干、博硕研究生数量； 

 预期研究结果要与研究目标相吻合，预期结果要有力度，有数量，更
重质量（内容）。 



高水平论文与国际合作 
（基金申请书的国际合作） 

 



基于文献的学科服务——机构合作、竞争对手 

•“我应该和哪个机构合作以进一步增强生命科学领域 
的相关学科” 

•“我们合作的目标机构在哪些指标保持领先？” 

•“与最大的竞争对手比，我们的比较优势和劣势有多
大？” 

•“与全球整体比较，哪些学科在保持高增长?” 

“我们有哪些学科具有竞争优势，具体指标是什么，
它们横跨哪些领域？” 



2012-201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论文国际合作 

 

2012-2013国家基金资助论文和
美国合作被引情况 



2012-201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论文国际合作 

 2012-2013国家基金资助论文
和美国合作被引情况 

进入ESI高被引论文全球前1% 



2012-201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论文国际合作 

 
国家基金资助2012年发表
的SCI论文和美国学者合

作论文高被引 

中美合作基金 

该文进入ESI热点论文全球前0.1% 



2012-2013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资助论文
国际合作 

 

计算机学科 



解放军理工大学SCI论文国家基金资助国际合作情况 

 

和美国国际合作 



解放军理工大学SCI论文国家基金资助国际合作情况 

 



 

国际合作论文均是发表在高水平期刊上 
从国际合作中得到了哪些利益？德国、日本合作 非第一作者单位 被引用677次 

福
州
大
学
和
德
国
合
作
发
表
论
文
70
篇 

《自然材料》 

福州大学和德国合作被引最多的论文 

 

德国马谱胶体与界面研究所 、福州大
学 、日本东京大学、德国马谱学会合作 

2012年影响因子35.749 

福州大学和德国马谱胶体与界面研究所合作发表了28篇论文有10篇进
入全球1% 10年高被引论文，篇均引用87.11次，H指数23 

中
国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国际合作论文均是发表在高水平期刊上 
从国际合作中得到了哪些利益？美国合作 第一作者单位 被引用122次 

南
京
信
息
工
程
大
学
和
美
国
合
作
发
表
论
文
38
4
篇 

《美国国家科学院汇刊》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中国科学院 、威斯康

辛大学 、美国大气研究中心、俄勒冈州立

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伍兹霍尔海洋研究
所、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和阿贡国家实验室合

作 

2012年影响因子31.027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被引最多的论文 

《科学》 

该文进入ESI高被引论文 

中
国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国际合作论文均是发表在高水平期刊上 
从国际合作中得到了哪些利益？美国合作 非第一作者单位 被引用91次 

《美国国家科学院汇刊》  

南
京
信
息
工
程
大
学
和
美
国
合
作
发
表
论
文
38
4
篇 

《气候杂志》 

夏威夷马诺大学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加

州喷气推进实验室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合

作 

2012年影响因子4.362 

中
美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高被引论文排名第二 



 

国际合作论文均是发表在高水平期刊上 
从国际合作中得到了哪些利益？美国合作 非第一作者单位 被引用120次 

福
建
农
林
大
学
和
美
国
合
作
发
表
论
文
14
5
篇 

《分子植物与微生物相互作用》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杜邦公司、福建

农林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合作  

2012年影响因子4.307 

福建农林大学和美国合作被引最多的论文 

 

该文进入ESI高被引论文 



 

国际合作论文均是发表在高水平期刊上 
从国际合作中得到了哪些利益？英国合作 第一作者单位 被引用78次 

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合
作 

2010年影响因子4.546 

《遗传学》  

福建农林大学、英国约翰· 英纳
斯植物科学研究中心合作 

福建农林大学和英国合作被引最多的论文 

2012年影响因子4.389 



 

国际合作论文均是发表在高水平期刊上 
从国际合作中得到了哪些利益？美国合作 非第一作者单位 被引用352次 

2010年影响因子9.771  

和美
国合
作的
高被
引用
论文
前10
篇全
为非
第一
作者
单位 

《美国国家科学院汇刊》  

麻省理工学院 、香港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合作 

第四军医大学和美国合作发表论文1031篇 



如何寻找国际合作机构？ 



SCI、SSCI可以快速帮助寻找国际合作机构 



利用SCI寻找茶叶研究国际合作机构 

 



利用SCI寻找茶叶研究国际合作机构 

 涉及茶叶研究机构
15122个 茶叶十大研究机构：

中国科学院、罗特格
斯州立大学、浙江大
学、静冈大学 、哈
佛大学 、京都大学 、
九州大学、美国农业
部农业研究服务署、
台湾大学、凯斯西储
大学  



利用SCI寻找茶叶研究国际合作机构 

 

罗特格斯州立大学（Rutgers State Univ）发表了370篇主题中有
茶叶的论文，共被引15134次，平均引用53.87次， H指数为80

（有780篇文章每篇最少被引用80次）。  

 



利用SCI寻找茶叶研究国际合作机构 

 
罗特格斯州立大学(Rutgers State Univ)
发表370篇主题中有茶叶的论文涉及到主
要学科：化学、肿瘤学 、食品、药理学、
营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农业、
毒理学 



茶和癌症 
 

 



1990-2014年有关茶和癌症论文5204篇 

 



罗特格斯州立大学(Rutgers State Univ) 
是发表茶和癌症论文的主要研究机构 

 



中国发表茶和癌症论文的主要研究机构 

 

国家基金资助茶和癌症课题 

浙江大学 



热点课题：茶和癌症 

 

锁定该课题的高影响力论文 

篇均引用31.63 

H指数
156 



利用SCI寻找星载合成孔径雷达(SAR)研究国际合作机构 

 

输入SAR or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利用SCI寻找星载合成孔径雷达(SAR)研究国际合作机构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 



利用SCI寻找星载合成孔径雷达(SAR)研究国际合作机构 

 

NASA星载合成孔径雷达课题引文情况，了解发展趋势 

评估该课题的影响力 

H指数74 

篇均引用32.96 

锁定该课题的高影响力论文 

开展国际合作，寻求高访和科研工作的合作伙伴 

了解该选题的年发文量 



利用SCI寻找星载合成孔径雷达(SAR)研究国际合作机构 

 

星载合成孔径雷达(SAR)研究机构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用SCI寻找星载合成孔径雷达(SAR)研究国际合作机构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发表了338篇星载合成孔径雷达(SAR)论文 
西电投稿期刊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和美国特拉华大学、
韩国全北大学 合作

开展SAR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美国空军科研办基金 

韩国国家研究基金 

 

2013年开始
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和美
国特拉华大
学合作发表
了13篇 



用SCI寻找星载合成孔径雷达(SAR)研究国际合作机构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发表了338篇星载合成孔径雷达(SAR)论文 

2013年合作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5)  
IEEE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LETTERS (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和美国特拉华大学 
合作开展SAR研究 

西电投稿期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973项目 

美国空军科研办基金 



ESI、SCI、Pivot结合快速帮助寻找 
国际合作机构 

追踪跨学科研究前沿 
案例 
 

鼓励科研人员在国家基金申请时通过国际合作
扩大学术圈和申请海外科研基金的方式提升其

在学术圈內的影响力 

 



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前沿 

• 脑机接口是生物脑与电脑或机器之间的一种直接连接通路。脑

机融合计算系统是一种基于脑机接口技术，综合利用生物智能

和机器智能的新型智能融合系统，其在医疗康复、生活娱乐和

军事侦查等方面具有巨大的应用开发潜力。  

ESI高被引论文追踪脑机融合研究前沿 

寻找国际合作机构 
 



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前沿 

 

中国矿业大学 



基金案例：ESI追踪脑机融合研究前沿——高被引论文 

 

高被引论文 （Highly Cited Papers） 

最近10年发表的论文，总被引次数与同年度，

同学科发表论文相比排名前1%的论文。 



基金案例：追踪脑机融合研究前沿——高被引论文 

 

输入：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脑机融合 

高被引论文 （Highly Cited Papers） 

最近10年发表的论文，总被引次数与同年度，

同学科发表论文相比排名前1%的论文。 

题目 



基金案例：追踪脑机融合研究前沿——高被引论文 

 

3月5日更新 

5月7日更新 



基金案例：追踪脑机融合研究前沿——高被引论文 

 

brain machine interface*脑机接口 

题目 

没有检索结果 



基金案例：追踪脑机融合研究前沿 

 

输入：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脑机融合 



基金案例：追踪脑机融合研究前沿 

 

点击获得3篇脑机融合高被引论文 



基金案例：追踪脑机融合研究前沿 

 

ESI 研究前沿 

brain machine interface*脑机接
口 

 

没有检索结果 



基金案例：SCI、SSCI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研究前沿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or "brain 
machine interface*" 



基金案例：SCI、SSCI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研究前沿 

 

学科分布 



基金案例：SCI、SSCI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研究前沿 

 

学科涉及神经科学、生物医学工程、心理学、精神病学、行为
科学、计算机、机器人、电化学、光学、生物物理学、工业工
程、机械、应用物理、应用化学、数学、材料科学等跨学科 



基金案例：SCI、SSCI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研究前沿 

 

脑机融合40篇论文
进入ESI高被引论文

全球前1% 

 



基金案例：SCI、SSCI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研究前沿 

 
脑机融合43篇论文
进入ESI高被引论文

全球前1% 

 

数据来源2015.9 ESI 



基金案例：SCI、SSCI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研究前沿 

 
浙江大学发表的脑机融合SCI论文 



基金案例：SCI、SSCI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研究前沿 

 
上海交通大学发表的脑机融合SCI论文 



基金案例：SCI、SSCI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研究前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发表的脑机融合SCI论文 



基金案例：SCI、SSCI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研究前沿 

 

中国学者发表的104篇国际合作论文 

国际合作国
家与地区 

清华大
学、浙
江大学
开展国
际合作 



基金案例：SCI、SSCI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研究前沿 

 
4篇中国学者发表的高被引

论文3篇是国际合作 



基金案例：SCI、SSCI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研究前沿 

 

高被引论文均是国际合作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 



基金案例：SCI、SSCI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研究前沿 

 

高被引论文均是国际合作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 



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前沿——基金论文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or "brain 
machine interfac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r NSF 



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前沿——基金论文 

 

脑机融合美国科学基金论文 

涉及学科 



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前沿——基金论文 

 

脑机融合美国科学基金论文 



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前沿——基金论文 

 

脑机融合美国科学基金论文 



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前沿——基金论文 

 

基金号（授权号 ）
DGE-0549352  

脑机融合美国科学基金论文 



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前沿——基金论文 

 

脑机融合美国科学基金论文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基金号（授权号 ）DGE-0549352  



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前沿——基金论文 

 

脑机融合美国科学基金论文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DGE-0549352资助论文   



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前沿——基金论文 

 

脑机融合美国科学基金论文 

2015.12.1检索 



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前沿——基金论文 

 
《自然》 

脑机融合美国科学基金论文 

神经限制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DGE-0549352资助论文   



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前沿——基金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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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机融合美国科学基金论文影响力评价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DGE-0549352资助论文   



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前沿——基金 

 

脑机融合基金 



全球学者数据库——Pivot Profiles 
帮助开展国际合作，追踪跨学科前沿 

 

加快推进国际化发展战略。完善学校教育国际化战略的整体规划，将国际
化战略融入学院（部）发展规划，加强对学院（部）国际化战略实施的分
类指导和水平评价。建立健全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的组织体系。重点发展
与世界名校的战略伙伴关系，推进“学院海外伙伴计划”和“学科海外联

姻计划”，力争启动完成重点优势学科的国际学科评估。 
——浙江工业大学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 

 



全球基金与学者数据库——Pivot 

•网址： http://pivot.cos.com 

 

• Pivot数据库为研究人员提供全球的多元学术赞助和学

者信息，整合了Funding Opportunities（学术基金信

息）和Scholar Universe（全球学者信息）两部分特殊

资源 。 

• Pivot提供研究管理人员、研究发展专业人员以及其机

构一个快速、简易的方法，能把准确的研究机会、学术

赞助基金和人员汇聚在一起。它为教师、研究人员和研

究生提供了无论是全球化或是本地化的连结机会，使他

们能探索新的学术赞助和研究合作。 

 



一、全球学者数据库 

 

• 330万笔学者、作者、研究人员和机构

的档案 

• 研究兴趣、出版物、位置、獎项 

• 约4,000个科研机构及高校的学者信息 

• 来自COS Expertise 的第一作者信息 

• 多国和跨学科的范围 

• 建立学术圈及学术合作 

 



全球学者数据库——Pivot Profiles 
 

• Scholar Universe（全球学者信息）： 

• Pivot全球学者数据库，来自全球约4,000个高校或科研机

构的330万笔学者个人档案，帮助了研究人员共享感兴趣

的研究方向，开展国际合作。 

• 学者内容包括了个人背景、教育经历、研究兴趣、出版品

内容、获得的基金与奖励、联系信息等等。 

• 揭示论文背后科研人员学术合作网络 

• 对于那些对该作者研究领域感兴趣的其他学者，也可以清

楚地看到该作者都与哪些国家、机构的研究人员有过合作 

• 学者库的社群功能是使用者在特定研究领域中，通过关键

词找到他们要交流对象的一个特殊工具，帮助学者开展合

作研究。 



全球学者数据库——Pivot Profiles 
 

major subject 主要学科 美国 中国 台湾地区 

Agriculture 农业 18855 363 145 

Allied Health 应用医疗 82086 329 405 

Applied Science 应用科学 133446 5452 894 

Architecture 建筑 8905 293 47 

Arts 艺术 58564 331 45 

Business 商业 63395 1538 716 

Education 教育学 41576 160 103 

Engineering 工程学 52054 2451 1411 

Environmental 

Science 

环境科学 20228 452 87 

Humanities 人文 114187 959 525 

Law 法律 20086 146 163 

Mass Communication 大众传播 21559 140 49 

Medicine 医药 31937 351 913 

Natural Science 自然科学 86521 1611 538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 92091 1279 71 

Total  全部(扣除重复) 1727811 21813 8145 

 

这些主要学科领域又再细分成大约250个不同的学科分类 

学者总数：330万 
2014.9统计 



全球学者数据库——Pivot Profiles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追踪脑机融合跨学科前沿 

寻找脑
机融合
国际合
作学者
案例 

该项研究是2013年973计划项目“脑机融合感
知和认知的计算理论与方法”的最新成果，
由浙江大学的吴朝晖教授任首席科学家，联
合了国内8家在计算机、人工智能、心理与认
知、生物医学工程、脑机接口等领域的优势
团队。 



全球学者数据库——Pivot Profiles 

 
寻找脑机融合
国际合作学者 学科分布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脑机融合跨学科 

学术圈推荐  



全球学者数据库——Pivot Profiles 

 

脑机融合学者国家分布 

寻找脑机融合
国际合作学者 

美国欧道明大学 

学术圈推荐  



寻找脑机融合国际合作学者 
 

 

美国欧道明大学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 助理教授 

脑机融合 

相关基金推荐 

点击链接该学者主页 

专长 vs 基金推荐– 
97笔有效基金信息 

学者可以上传个人简介或出版品网页
的索引，并连结到他们的个人信息 

系 vs 基金推荐– 44笔
有效基金信息 



寻找脑机融合国际合作学者 
 

 

发表脑机融合论文 

脑机融合基金 

美国欧道明大学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 



寻找脑机融合国际合作学者 
 

 

美国欧道明大学 

发表脑机融合论文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 



Dean Krusienski学者主页 

 寻找脑机融合国际合作学者 
 美国欧道明大学 



Dean Krusienski学者主页 

 

脑机融合出版物 

机构库 

免费下载 美国欧道明大学 



Dean Krusienski学者发表的脑机融合论文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 

美国欧道明大学 



全球学者数据库——Pivot Profiles 

 

工程学 

密歇根大学 

工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 
学科分布 



寻找脑机融合国际合作学者 
 

 

密歇根大学 

工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 

研究助理教授 

脑机融合 基金 

相关基金推荐 

专长 vs 基金推荐– 
28笔有效基金信息 



寻找脑机融合国际合作学者 

 

发表脑机融合的论文 机构库 

《神经科学快报》、《生物医学工程》 

基金 

密歇根大学 



寻找脑机融合国际合作学者 
 

 

脑机融合NIH基金 

该学者获得的NIH基金资助项目 

相关基金推荐 

密歇根大学 

专长 vs 基金推荐– 
28笔有效基金信息 



寻找脑机融合国际合作学者 

 

相关基金推荐 

神经与认知系统NSF 

专长 vs 基金推荐– 
28笔有效基金信息 



Jane E. Huggins学者主页 

 

密歇根大学 



Jane E. Huggins学者主页 

 

联系方式 

密歇根大学 



Jane E. Huggins学者主页 

 

脑机融合出版物 

机构库 



Jane E. Huggins发表的脑机融合的论文 

 



全球学者数据库——Pivot Profiles 

 
寻找脑机融合
国际合作学者 

机械
工程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寻找脑机融合国际合作学者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助理教授 

点击链接到该
学者主页 

专长 vs 基金推荐– 
43笔有效基金信息 



寻找脑机融合国际合作学者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寻找脑机融合国际合作学者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发表脑机融合的论文 



脑机融合知名学者推荐Benjamin Blankertz 
（该领域高被引文章作者）  

 

发表脑机融合46篇SCI论文 

6篇ESI高被引论文 

点击链接该学者主页 



脑机融合知名学者推荐Benjamin Blankertz 
（该领域高被引文章作者） 

 

发表的论文 研究项目 



脑机融合知名学者推荐Benjamin Blankertz 
（该领域高被引文章作者）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Berlin 

柏林工业大学  



脑机融合知名学者推荐Benjamin Blankertz 
（该领域高被引文章作者） 

 
22种期刊发文44篇影响力评价 



脑机融合知名学者推荐Benjamin Blankertz 
（该领域高被引文章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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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可以用来评价哪些合作的影响力最大或发现有潜力的合作
机会；也可以用来评估有潜力的科研工作者，与现有优秀科研工作者进
行比较，从而帮助机构开展人才招聘。  



脑机融合知名学者推荐Leigh Robert 
Hochberg （该领域高被引文章作者）  

链接到该学者主页 

《自然》发表的ESI
高被引论文 

SCI、Pivot结合快速帮助寻找国际著名合作学者 

哈佛大学 



如何撰写申请书？ 

研究基础          是你说服评委的第三次机会 

 突出相关研究成果（已发现…，已研究出…，已提出…）； 

 例如：首次发现CaSR在大鼠心肌组织中存在及不同鼠龄的表达规律，）预实验中可见 

 在该领域已完成的项目、已发表多少论文（引用）、已在什么问题研究上
取得成果、进展； 

 发表的相关论著专利及引用； 

      可在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库、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查中文引用，Web 
of Science数据库查SCI、SSCI、ISTP引用、Scopus数据库查引用。 

 国内与国际合作，合作的背景与技术优势； 

 与本研究相关的前期研究（要介绍与申请项目直接相关的预实验研究结
果）；已取得的一些初步成果，包括已投稿的论文；要包括项目组成员的
所有信息。 

 工作条件：应写具备了基本条件。基金不支持购买大仪器，只能“写”缺
少一些小设备 

 认真查阅项目指南和申请指南，根据要求撰写。 



如何撰写申请书？ 

• 承担项目情况： 

• 要有名称、编号、经费来源、年月、内容；完成情况

不能只写“已完成”、“顺利进行”（可写发表论文

的水平、引用情况、研究生培养结果等），让评议人

一目了然。 

• 注意：要“显示”的是自己的科研实力，而不是

“有钱” 

• 论文目录： 

     要有排名、题目、刊名、时间，获得学术奖励应

注明获奖人的名次等（帮助评审人判断课题组能力，

也是科学作风的体现）发表的论文和成果必须著录全部作

者  

 



撰写申请书的体会：别人满意是关键 
 

•评审可能是本专业的，也可能不是，就算是本专

业，可能也不懂你的东西，所以写作很重要，要

把复杂的事说简单，要吸引评审的眼球，要让一

个不懂你专业的人都觉得你的东西很重要，哪怕

不懂也值得去尝试。要让小同行、大同行、基金

管理人员和有关领导都能认可。要把复杂的事说

简单，但是还不能让评委完全看懂您的东西。要

让他们看过之后，感叹您idea的精妙，却不太明

白您的理论依据，只明白您的实现方法。原则是，

“写出来的理论，要让别人看不懂”，要做到

“外行看了有兴趣，内行看了有水平”！ 

 



撰写申请书的体会 

• 前期工作，要有已发表的高水平文章，至少1-2篇，

申请机械领域的基金，有SCI IF>1的文章或国内一

级期刊的文章最佳。与课题关系远一些无所谓，但

是千万不能风马牛不相及。最好既相关，又不同。

对于没有发表过的内容，尤其是与本课题相关的内

容，一定要慎重掌握！不要写的太多，容易泄密，

以后自己的文章可能不好发表。另外，如果写的太

多，评委会说您的工作做的差不多了，没必要再申

请基金了。但是没发表过的前期工作又必不可少，

这是证明您课题可行性的一个佐证。不可行的工作，

谁会去做啊。 

 



如何撰写申请书？ 

条件 

 已有关键仪器和设备； 

 重点学科、博士点等外围环境。 

研究队伍 

 队伍的相关性；鼓励学科交叉和多学科合作，项目组成员应
该有不同的研究背景（有些研究必须有不同的单位的合作
者），要在研究基础中介绍合作单位和合作者的资历  

 研究能力匹配、结构合理（主要成员4－7人，高级1－2人，
中级2－3人，研究生3－5人，研究生如何听从指挥）； 

 按要求列出发表的论著等。 

 若申请青年基金，应注明学位论文和导师。 

 体现出有组织的结构，忌“散”、“凑”等问题 



如何撰写申请书？ 

完成和在研项目 

 列出相关项目，在研项目不能过多，以保证课题组有足够
时间来完成基金课题； 

 简要说明成果的闪光点； 

 阐明本项目特点（其它项目未做、在以前项目基础上提出，
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创新点的内容）； 

经费预算 

    合理、符合常规，国际合作经费不超过15%；10%；研究
生劳务费不超过15%；10%；购置5万元以上设备，必须在
报告正文中说明； 



如何撰写申请书？ 

附件 

 国际合作协议书； 

 国内合作协议书（制造技术基础研究项目鼓励与企业合作） 

 国外专家参加项目的信件； 

 发明专利附件； 

 推荐信。 

摘要 

     摘要（限400字）要避免空洞，应写明几个方面：研究
目标、内容，采用的研究方法，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科
学意义等。 

 充分体现创新性，将用什么方法、采用什么先进技术； 

 要达到什么目的、解决什么问题，关键词针对所选学科，
至多五个一定要认真推敲。 

 。 

 

 



如何撰写申请书？ 

整体要求： 

 客观（现状内容） 

 谦逊（评论介绍） 

 严谨（逻辑结构） 

 清晰（分析层次） 

 通顺（语句表达） 

 “雅俗共赏” 

 界面友好：有利于接受、理解，看起来不累 

      （正文小四，一些重要的句子字体增粗、下划线等以示关键） 

 坚决杜绝错别字 



注意事项 

 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不抛弃、不放弃”  

 项目结束3年内继续报送研究成果； 

 阐述清楚和已有项目的区别，有何深入之处（在
研、结题项目的进展、完成情况与申请项目挂钩） 

 项目组要有一定的稳定成员； 

 注意行使基金委赋予的权利，就是那个回避制度。 

    确实在学术界，有极个别的评委、专家在学术道德方面有些问题。我们尽可
能利用回避制度，来进行自我保护。 

 



同行评议与中稿率 



提高中稿率的关键---怎样满足审稿人？ 
• 审稿人要什么? 为什么基金未获资助？ 

• 基金申请书的审稿人一般是相关领域的专家甚至是你的竞争者。他

们会尽力寻找你基金申请书中的毛病。有时，由于不同的观点和竞

争的需要，审稿人或许会试图阻止你的基金申请。因此，基金申请

书必须写得理由充足。在被别人挑剔之前，自己必须首先鸡蛋里挑

骨头，预先回答审稿人的可能质疑。 

• 怎样满足审稿人？ 

• 1、 只提出“一”个中心命题。基金申请书的观点太多，不但不好

写，问题也容易多，审稿人也不易记住你要说什么。 

• 2、 在这个中心命题的基础上，用一个迷人（但绝不夸张）的标题

来吸引审稿人的兴趣。无偿审稿使审稿人只审批感兴趣的基金。 



提高中稿率的关键---怎样满足审稿人？ 

• 3、 合理解释每一个参数，合理说明每一个步骤。审稿人没时间考虑

细节。程序和参数的合理化显示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而不是凑数据。

没理由要找理由，有理由要强调。 

• 4、问问你自己是否提供了足够重复你工作的所有细节。审稿人越容

易再现你的工作，他就越可能接受你的基金申请书。当然，审稿人并

不会真正去重做你的工作，但你必须通过你的描述使他相信可以重做。

（资料和实验方法，讨论部分要重点写） 

• 5、 必须有说服力！尽量做彻底而不是半成品的工作！用多方面测试

来证明你的中心命题。要使基金申请书像律师证明无罪官司，预先回

答一切可能提出的疑问。 

• 6、引用所有重要的研究工作，特别是经典力作。写作的时候要再做全

面文献检索，用通过引用文献来证明你的工作比其他有创新，有独特

之处！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写基金申请书的时候必须遵照一定的框架

结构。 



提高中稿率的关键---怎样满足审稿人？ 

• 7、写好摘要部分四要点（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 

• 8、 细节(minutia) 

• 审稿人：一篇基金申请书的命运往往在审稿人打开它的一瞬间就决

定了。一个熟练的审稿人在接到基金申请书后用几分钟的时间通读

一遍，从而对作者和基金申请书的情况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 如果基金申请书是通篇充满了细节上的小错误，审稿人可以直接拒

绝。为了躲过审稿人的这头一板斧，我们即使做不到写得很好，也

要尽可能的减少基金申请书里的细小错误，从而给自己的基金增加

机会。 



提高中稿率的关键---怎样满足审稿人？ 
• 细节(minutia)： 基金写作是有着自己的一套规则，不讲规则只能

是让审稿人觉得你是个新手或者杂牌军，这样拒起稿来几乎毫无心

理负担。 

• 参考文献和引用一定要规范： 

• 格式要统一，用著者-出版年体系（ 哈佛(Harvard)体系）格式那就

有著者-出版年体系的样子（正文中文献的标注由著者姓氏与出版年

构成, 参考文献中的各篇文献首先按文种分别集中, 然后按著者姓氏

的字母顺序和出版年的先后来排列）；用顺序编码体系（温哥华

(Vancouver)体系）格式那就规规矩矩的标出个1，2，3，4（正文引

用文献按其出现的先后顺序连续编码, 并将序号置于方括号

“[ ]” ）。 

• 人名的拼写一定不能出现错误，因为某篇文献的作者就可能是你的

审稿人，你错拼了，他/她会如何？ 

• 图表切忌模糊不清， 每个小图都要有图解，坐标轴的刻度、说明，

符号要解释 

 细节决定你是否是一够格的科研人员，也决定你的成败 



基金的命中在于审稿人，遵循“多替别人着想” 
这个原则 

• 遵循的一个原则是，审稿人应该能够一遍就读懂所

有的细节，而不必不断地停下来思考 

 

• 要想让基金文接受，你必须得到评审人的同意，他们可不是心

心甘情愿要读你的基金的，而是被迫当读者的。 

• 想方设法减轻评审人的工作负担，就越能给他们留

下好印象。 

• 关键是要记住“多替别人着想”这个原则。 







我可以发表这篇论文或写作基金申请书吗？ 

• • 你是否作了一些新鲜有趣的事情？ 

• • 你是否查过所研究领域的最新科研结果？ 

• • 你是否验证了你的科研发现？ 

• • 你是否进行了适当的对照？ 

• • 你的科学发现是否讲述一个好听的故事，或者一个完

整的故事？ 

• • 你的研究与当下的热点有直接关系吗？ 

• • 你是否提供了某些重大难题的解决途径？ 

如果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那么你就可以开始写作了。 



自我评价：是否拥有了足够撰写一篇完
整论文或基金申请书的素材？ 
或者你目前的新发现如此激动人心以致
于它必须尽快被公诸于众？ 



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是评价科研
投入、产出情况的重要指标之一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鼓励具有原始创新性的探索

性研究，因此在国际高水平杂志上发表论文情

况应作为今后评价项目完成优劣的重要指标之

一。 

 

• 最主要的问题是今后需强调和重视发表论文的

水平和质量，增加在国际高水平杂志上发表论

文的数量，以体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原

始创新性上的优势特征。 

  



学科服务体会 

• 利用Web of Science、ESI、 InCites、 Derwent、TDA

、Pivot帮助研究人员选择合适的国家基金选题、发表高

水平论文、提升论文引用率。 

• 利用Pivot、 Rearcher ID全球学者库快速帮助研究人员

扩大扩大学术圈，获得基金国际合作信息，追踪跨学科

研究前沿。 

• 利用Pivot全球基金库帮助研究人员申请海外科研基金的

方式提升其在学术圈內的影响力，参考全球正在申请的

经费基金数据，增加国家基金成功申请的可能。也可以

帮助学生搜索奖学金机会和交换生机会，帮助青年教师

获得访问学者学术赞助和博士后等学术赞助信息。 

 



感谢      大家的辛勤工作 

      希望     各位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表论文 

                         成功获得国家基金 

  祝愿     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问题？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