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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期刊引证报告，简称 JCR）

• JCR是一个独特的多学科期刊评价工具。是唯一提供基于引文数据的统计信息

的期刊评价资源。

• JCR 包括自然科学（Science Edition）和社会科学（Social Edition) 两个版本。

➢ JCR Science Edition： 提供SCIE中所收录的170多个学科领域，9400多种期刊的引文分析

信息；

➢ JCR Social Sciences Edition：提供SSCI中所收录的50多个学科领域，3500多种期刊的引文分析

信息。

• 提供Web of Science及ESI两种学科分类方式。

• 更新频率：每年6月更新期刊指标数据，9月份修订数据。



JCR对不同用户的用途

图书馆员

和信息专家

出版商

和编辑
作者 教授和学生 信息分析师

• 管理和规划期刊

馆藏

• 协助其对馆藏中

期刊的保留或剔

除

• 协助做出期刊存

档决定

• 评价期刊的市场

影响力

• 明确自身定位，

提升期刊竞争力

• 识别合适的期刊

投稿

• 确认刊登作者文

章的期刊的学术

影响力

• 发现与他们各自

领域相关的读物

• 跟踪各学科期刊

的发展趋势

• 深入研究各期刊

之间的引证关系



如何访问JCR？

通过网址 https://jcr.clarivate.com/ 直接访问

方法1

方法2

https://jcr.clarivate.com/


认识JCR登录页面

1 2 3
通过期刊排名
方式浏览结果

通过学科排名
方式浏览结果

浏览已经保存
的个性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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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R常见指标

➢ 总引用次数（Total Cites）：某一特定期刊的文章在JCR出版年被引用的总次数。

➢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一本被收录3年以上的期刊在JCR出版年中平均每篇文章的被引次数。

➢ 五年影响因子（5 Year Journal Impact Factor）：期刊论文过去5年的平均被引次数，通过使用过去五年

期刊的被引次数除以五年的论文总数得到。

➢ JCR分区：依据影响因子排名在某学科中四等分。

➢ 立即指数（Immediacy Index）：某刊的文章在其发表年被引用的次数。

➢ 被引半衰期(Cited Half Life)：一份期刊从当前年度向前推算引用数占截止当前年度被引用期刊的总引用数

50%的年数。

➢ 施引半衰期(Citing Half-life)：是指引文数达到当前期刊发表的论文中的参考文献数的50%所需要的年数。

➢ 期刊影响因子百分位（Journal Impact Factor Percentile）：这一指标将期刊影响因子在某一学科下的排

名转化为百分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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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一本被收录3年以上的期刊在JCR出版年中平均每篇文章的被引次数。

（被SCI/SSCI收录的期刊才有影响因子。）

期刊影响因子

IF2019

2017年和2018年的文献在2019年被引用次数

2017年和2018年发表的论文（Article）和
综述（Review）文献总数

Lancet期刊2019年影响因子

发表年 ——— 2017 ——— 2018 ——— 2019 ——— 2020



期刊影响因子的前世今生

❖ IF的创立初衷是为了辅助图书馆管理馆藏；

❖ IF的全称是JIF，它被用来分析期刊而不是论文。以刊评文是片面的；

❖ 不同学科、不同文献类型的引用活动有明显差异；

❖ 引用还分为正向引用和反向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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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影响因子由于直观易懂，在JCR诸多指标中最为知名，
也最常最容易被孤立地片面误用！

影响因子由科学信息研究所（ISI）创始人 Eugene Garfield 博士创立：

1955年，Garfield 博士提出了出版物“影响力”的概念；1963年，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可以用来测度期刊

影响力的计算方法，旨在帮助科学引文索引（SCI）遴选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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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影响因子

➢ 发表于高影响力期刊 = 编辑及同行评审对于论文的认可

➢ 发表于高影响力期刊 = 受到更多同行的关注

× 期刊影响因子常被误用作为对单篇文章或作者的评估指标



如何比较不同学科的期刊引文影响力？

学科领域出版年 文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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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影响因子（5-Year Impact Factor）

5年影响因子：

能更好的评估那些被引用周期相对较长的领域中特定期刊的影响力



14Insert footer

本章小结

1. JCR的定义

2. JCR的用途

3. 如何访问JCR

4. 以期刊影响因子和5年影响因子为例，

介绍JCR常用指标



2. 利用JCR，助力期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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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基于JCR全面了解目标期刊？

输入期刊名称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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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基于JCR全面了解目标期刊？

迅速识别一本期刊是否是Open  

Access、出版周期、出版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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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SCIENCE为例

如何基于JCR全面了解目标期刊？

《全面画像，而非简单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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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SCIENCE为例

如何基于JCR全面了解目标期刊？

近三年的收录文献来源的

国家/地区与机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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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基于JCR全面了解目标期刊？

❖ 期刊关系图：

清晰的展示了主期刊和与主期刊相关的前20个期刊

的施引和被引关系。

1. 各期刊在图形中以一段弧表示；

2. 每个弧线的大小表示对该期刊的相对引用关系。

3. 连接弧的和弦的厚度代表了期刊之间的引用关系

的强度。



本机构期刊利用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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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nCites数据库

本机构期刊利用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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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多维度分析两本期刊的影响力？

PLOS ONE

2019年影响因子：2.740 vs. 3.998

SCIENTIFIC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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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期刊影响因子的相对指标

➢ 期刊影响因子的分区（JCR分区）：将某学科的所有期刊按照影响因子降序排列，然后四等分为Q1,Q2,Q3,Q4。

➢ 期刊影响因子的百分位：将期刊影响因子在某一学科下的排名转化为百分位值，该指标计算公式：

N-R+0.5
N

期刊影响因子百分位 =

其中 N 为某一学科中的期刊总数；R 是某期刊在该学科的影响因子降序排列位次

62.676% =（71-27+0.5 ）/71



如何多维度分析两本期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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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1. 介绍全面了解目标期刊的基本方法

2. 结合本机构期刊利用情况，多维度对比

不同期刊的影响力



3. 利用JCR，助力投稿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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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稿

因研究内容“不适

合本刊”，而被退

稿或使稿件延迟

数周或数月发表。

选刊不当存在的隐患

不公正的同行评议

由于编辑和审稿人

对作者研究领域的

了解比较模糊，导

致稿件受到质量参

差不齐的同行评议。 少有同行关注

埋没在一份同行很

少问津的期刊中，

达不到与小同行交

流的目的。也可能

极少被人引用。



掠夺性期刊（predatory journals）：是指剥削性开放获取出版
的业务模式，期刊对作者收取版面费，但不提供一般学术期刊
的编辑及出版服务（可能是开放获取，也可能不是）。

虚假学术期刊：泛指假刊、一号多刊等等。

更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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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基于Web of Science平台，助力投稿选刊？

WoS

JCR

End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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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Web of Science文献分析选择合适期刊

分析检索结果

W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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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Web of Science文献分析选择合适期刊

发现相关的学术期刊进行投稿

- 分析备选期刊的录用倾向性

- 尤其是跨学科的领域投稿指导

W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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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Web of Science文献分析选择合适期刊
W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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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JCR数据库选择同一学科领域下合适期刊
JCR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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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JCR数据库选择同一学科领域下合适期刊

开拓投稿思路

JCR

3

4



End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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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ndNote期刊匹配功能：找到最合适您稿件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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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ndNote期刊匹配功能：找到最合适您稿件的期刊
EndNote

最多匹配10本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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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1. Web of Science
“分析检索结果”帮助选择合适期刊

2. JCR数据库
快速了解某一学科领域下全部期刊

3. EndNote
期刊匹配功能

•如何投稿选刊？



4. 常见问题与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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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检索

1. 如何查询哪些期刊被SCI/SSCI收录？

主期刊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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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检索

1. 如何查询哪些期刊被SCI/SSCI收录？

该期刊被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下的SCI数据库所收录



离线检索

1. 如何查询哪些期刊被SCI/SSCI收录？

42

下载期刊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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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什么被SCI/SSCI收录的期刊没有最新的影响因子？

1

2

3

例如：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从某本期刊2018年第5卷第1期开始收录，在计算

2019年期刊影响因子时，我们需要三年的数据（2017，2018，2019），但由于我

们并不知道这本期刊2017年的文章数和被引情况，所以无法统计其影响因子。

期刊在影响因子统计年被引次数为0

期刊被列入负面观察名单或被镇压

期刊还没有收录到完整3年的数据



3. JCR 编辑关注、镇压与剔除

• 编辑关注（JCR Editorial Expression of Concern ）

被JCR镇压的期刊：

（Title Suppressions）

只是没有发布当年最新的

影响因子

镇压 剔除

被JCR剔除的期刊：

该期刊新发表的文章

不再被SCI/SSCI收录

在研究与期刊自引相关的数据时，我们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文章引用行为。以下期
刊包含高度集中于期刊影响因子™分子的期刊自引行为。他们有一篇或多篇发表的论文
对期刊的自我引用有非典型的巨大贡献。这些引文不成比例地集中在JIF分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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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JCR 编辑关注名单（ JCR Editorial Expression of Concern）

详见 http://jcr.help.clarivate.com/Content/editorial-expression-concer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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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JCR 镇压期刊名单（ Title Suppressions）

完整版详见 http://jcr.help.clarivate.com/Content/title-suppressio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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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CR分区与中科院分区

▪ 将某学科领域的所有期刊都按照上一年的影响因子降序排列，然
后四等分（各25%），分别是Q1, Q2, Q3, Q4。

▪ 学科：170多个SCIE学科领域和50多个SSCI学科领域。

JCR分区

▪ 根据某学科领域的各类期刊的三年平均影响因子降序排列：
▪ 前5%期刊（该学科期刊总数量的5%）为1区期刊；
▪ 剩下的95%期刊中，计算它们的3年平均IF的总和（S），然后求

总和的1/3（S/3），剩下3个区的每区的期刊影响力累积和各为
S/3，划分出2区、3区、4区期刊。

▪ 学科大类：人文学科、经济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
数学、物理与天体物理、化学、材料科学、地球科学、环境科学
与生态学、农林科学、生物学、医学、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和
综合性期刊，共18个大类。

▪ 学科小类： 170多个SCIE学科领域和50多个SSCI学科领域。

中科院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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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1. 如何查询哪些期刊被SCI/SSCI收录？
Master Journal List （在线、离线方式）

2. 为什么被SCI/SSCI收录的期刊没有最新的影
响因子？
3个原因

3. JCR 编辑关注、镇压与剔除

4. JCR分区与中科院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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