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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首都医科大学认定的核心期刊

利用JCR查找被SCI收录期刊的影响因子等

 JCR中常用的几个评估指标

投稿指南



核心期刊



首都医科大学认定核心期刊(主页列出)
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核心期刊（国家科技部）

二、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大学）

三、SCI收录及期刊影响因子

四、SSCI收录期刊

五、首都医科大学自主确认核心期刊



CNKI核心期刊导航(出自2008核心期刊要目总揽)



维普核心期刊导航



首都医科大学认定核心期刊

点击进入中外文核心期刊查询系统

部分内容的下载及链接

 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Web of science的链接



首都医科大学认定核心期刊

点击进入中外文核心期刊查询系统

部分内容的下载及链接

 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核心期刊的统一检索界面



中华医学杂志

中华医学杂志



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



中华医学杂志（中文版）



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是否被SCI收录
ASSOCIA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利用JCR查找被SCI收录期刊的影
响因子



只有在WEB OF SCIENCE®收录达3年的期刊才会有影响因子

自然科学版 社会科学版

出版周期 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2011版收录的期刊 8621种 3125



WEB of Knowledge



从其它资源可找到JCR



选择登录
JCR



选择版本

选择检索入口：
期刊名、出版国
家、出版机构、
学科、期刊名字
顺浏览

选择完入口后提
交Submit



在浏览一组期刊的选择项里可
以选择浏览Web of 
Science收录的某个学科
领域的期刊、某个出版社
的期刊、某个国家的期刊
等



按学科检索：SUBJECT CATEGORY
SELECTION

选择一个或多个学科

提交Submit

选择期刊排列的顺序：
分别按字顺、影响因
子、立即影响指数、
被引半衰期、总引文
数等排序



按出版机构检索：PUBLISHER SELECTION
选择一个，或多个出版机
构

提交Submit

选择期刊排列的顺序：
分别按字顺、影响因
子、立即影响指数、
被引半衰期、总引文
数等排序



按出版国家检索：COUNTRY SELECTION

选择一个，或多个国家

提交Submit

选择期刊排列的顺序：
分别按字顺、影响因子、
立即影响指数、被引半
衰期、总引文数等排序



例：需要了解神经科学的期刊状况

1.选择需要了解
的学科领域

2.点击
Submit



可以在此对期刊列表
进行重新排序

查看类目概要



查看神经科学类目概要



JCR使用途径二：查找某一特定期刊

选择某一特定
期刊



按期刊名检索：JOURNAL SEARCH
选择希望检索期刊全
名、还是缩略名、或
者是刊名的部分单词、

或者是ISSN号

输入检索式

提交Search

察看期刊名称变化情况



使用途径三：浏览所有期刊





概要页面

概要记录：
刊名缩写
ISSN
总被引次数
影响因子
立即影响指数
论文数量
被引半衰期



全记录页面



JCR中常用的几个评估指标

 Total Cites: 在选定的年限里对某一方面刊中所有文章的被引用次数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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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mediacy Index：用某一年中发表的文章在当年被引用次数除以同年发表文
章的总数得到的指数。用于评估特定期刊在当年被引用的速度。

 Current Articles：某特定期刊当年发表的文章的总数。

 Cited Half-life：指期刊达到50%被引用率所需要的时间。该数值有助于图书
馆确定期刊的馆藏和存档的策略。

 5-year Impact Factor:



影响因子的计算



被引半衰期及引用半衰期



被引半衰期的计算

7.4=7+（50-46.59）%/（56.17-46.59）%



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Enhancements

5年影响因子的介绍：
相对于传统的2年影响因子，5年影响因子能更好的评估那些
发表论文的被引用周期很长的领域中特定期刊的影响力。

 传统的影响因子基于前两年的期
刊发表文章在当年的被引情况。

5年影响因子基于前五年的期刊内
容被引情况在当年的被引用情况。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Enhancements

介绍5年影响因子：
.

地质学



学科列表的排名：
许多期刊包含不止一个JCR 学科领域的内容范畴 。为了更好地揭示一个
期刊在所有指定的类目中的影响，新推出的类目列表将会显示该期刊被
标引的不同学科,同时根据影响因子计算给出该刊在对应学科中的排名以
及期刊在学科所处的四分位值。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Enhancement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 Enhancements

期刊自引

 期刊的自身引用本身并不是什么 “不好的”行为。

 一个作者当然会引用相关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发表的期刊很可能

成为作者投稿的选择项。

 但是-- 80% 在JCR Science Edition 中列出的期刊的自引率都

低于20%。基于学科的引用趋势我们可以了解什么是过度自引，

过度自引会减少期刊的影响因子的可靠性。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Enhancements

标明期刊自引率：
现在能够让你轻松比较不同期刊之间的自引率，因为自引率会显著改变影响因子
的计算。

类目:  材料科学，合成科学



影响因子的应用

图书馆员利用影响因子可以帮助他们决定应该订购哪
些期刊

作者通过影响因子可以决定将他们攥写的论文发表在
哪本刊物上

学生通过查看刊物的影响因子挑选出哪些刊物适合他
们阅读

编辑人员通过影响因子可以看出某项政策出台后，他
们的刊物是否从中获利。

出版商通过影响因子可以长期跟踪自己以及对手的期
刊评价情况。

管理人员可以看到他们研究机构的论文常常发表在什
么标准的期刊上。



 ISI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的检索结果处理



1 标记期刊

2.更新选择

3.打开标记列表



保存

打印
清除记录



打印的结果显示



投稿指南推荐:
专著: 1、SCI收录医学期刊投稿指南

馆藏地：工具书阅览室 H152/LZH
主编单位：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图书

馆 / 主编 罗志宏 黄维茜
西安 :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2011

2、生物医学期刊投稿指南(大书库)
馆藏地： 大书库 R318/YSC
作者:  于双成 年份：2006年
出版社:  北京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网站：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mjl/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MJL/

SCI核心版3757种

SCI扩展版8621种



SCI核心版



CARDIAC & CARDIOVASCULAR 
SYSTEMS - JOURNAL LIST



AMERICAN HEART JOURNAL



AMERICAN HEART JOURNAL投稿页面
HTTP://EES.ELSEVIER.COM/AHJ/



THANK YOU!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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