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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基本流程

确定研究问题

试验

分析

发表

• 了解、分析现有研究成果
• 发现问题
• 提出假说

• 确定试验方案及步骤
• 试验
• 数据汇总

• 数据验证
• 调整试验
• 验证假说
• 数据可视化

• 撰写研究论文
• 发表论文

• 选题 & 开题

• 查阅文献对试验过
程进行完善或调整

• 持续跟踪研究领域
最新进展

• 参考文献管理
• 寻找适合的期刊
• 寻找审稿人（依据期

刊投稿的具体要求）



培训内容

17.07.2020

• Scopus收录内容简介

• 定位期刊 – 来自Scopus的帮助

• 定位期刊 – SciVal添加更多助力

• 附录-使用小tip



Scopus收录内容简介



• Scopus于2004年推出。

• Scopus是全球最大的同行评议科研文章摘要和引文数据库，拥有多种工具，能够追踪、分
析和可视化研究成果

• 文献记录最早可回溯至1788年。

• 每日更新的Scopus帮助科研人员时刻把握研究领域前沿进展



科研

数据数量 数据质量



5000+
Publishers

24,000+

Serial titles

210,000+

Books

77million
Items

~70,000
Affiliation 
Profiles

1.4 billion cited references
dating back to 1970

Identify and analyze which 

journals to read/submit to

Help researchers manage career-

citation counts and h-index

Decide what, where and with

whom to collaborate

Track impact of research;

monitor global research trends

Find out what already exists in

the global world of research

Determine how to differentiate

research topics, find ideas

Scopus-数据量

全球最大的同行评议摘要及引文数据库

16 
million

Author profiles

来源: Scopus.com, 截止至2020年1月



• 105个国家

• 40种语言

• 每日更新

• 内容多样 (期刊, 会议论文, 书籍, 专利)

期刊 会议论文 书籍

Scopus-涵盖范围

✓ ~4400万条专利记录
✓ 五大国际专利库：美、英、日、欧

洲知识产权局、世界知识产权局
（WIPO, EPO, USPTO, JPO, UK IPO）

24,039
同行评议期刊

294
商业期刊

5,527
金色开放获取期刊

>8,000
待刊论文

数据全面回溯至1970年

自然科学

7,441

医学

7,133

社会科学

8,698

生命科学

4,601

119K+
会议活动

9.87M
会议论文

主要集中于工程和计算机科学

852
丛书

217K
单本书籍

主要集中于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

Scopus收录期刊
数（按领域分类） 期刊 会议论文 书籍

来源: Scopus.com, 截止至2020年1月



Scopus收录内容
所属出版商分布

来源: Scopus.com, 截止至2020年1月

Scopus收录的内容来自世界知

名的出版商，Elsevier出版的期

刊只占到10%左右



不同地域的期刊收录量对比

North

America

6,000+
50% more

than 

nearest

competitor

Middle 

East & 

Africa

750+
212% more

than nearest

competitor

Western 

Europe

11,000+
69% more

than nearest

competitor

East Europe 

incl. Russia

1,400+
168% more

than nearest

competitor

Latin 

America

700+
168% more

than nearest

competitor

Asia 

Pacific

2,000+
230% more

than nearest

competitor

Australia/ 

New 

Zealand

300+
206% more

than nearest

competitor



Scopus内容遴选与评审委员会(CSAB)

• CSAB 是一个国际团队。
• 委员会成员由在特定学科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科学家、

研究人员和图书馆员所组成，其中许多人都具有期刊编辑经验。
• 审核所有建议纳入Scopus的期刊及已有期刊。



Scopus期刊评审标准

期刊符合下列最低资格标准，方可纳入审核：

• 发表同行评审（Peer-review）内容并有公开的同行评审流程声明
• 定期出版并已注册国际刊号，即 ISSN 号
• 参考文献为罗马拼音，且具备英文摘要与英文题名
• 具有公开的出版伦理与出版弊端声明
• 期刊出版两年以上

内容质量

期刊声望

规律性网络可用性

期刊政策

14个评选标准

具体标准可参看：https://www.elsevier.com/zh-cn/solutions/scopus



定位期刊

Scopus + SciVal 多元化分析



17.07.2020

检查清单：

• 期刊是否和你的科研工作相契合？

• 研究主题是否和期刊的收录偏好想匹配？

• 期刊接收的文章类型？e.g. Review, Article

• 期刊能够覆盖到的读者群体是否与你预想的相符？

• 是否被相关数据库所收录？ e.g. Scopus, PubMed

• 期刊的质量如何？是否值得被信任？

定位一本期刊 – 开始



4321

寻找合适的期刊

定位Elsevier出

版期刊

定位期刊纵览

Beyond Elsevier

- Scopus

定位期刊纵览

Beyond Elsevier

- SciVal

推荐审稿人



17.07.2020 https://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1. 定位Elsevier出版期刊 - Elsevier Journal Finder

https://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2. 定位期刊纵览Beyond Elsevier - Scopus

学科

关键词



2. 定位期刊纵览Beyond Elsevier - Scopus

选择合适期刊投稿 - 按照学科选刊

选取学科类别（27个一级学科，334个二级学科）



2. 定位期刊纵览Beyond Elsevier - Scopus

选择合适期刊投稿 - 按照学科选刊

查看期刊指标及期刊收录文章类型

只关注期刊



2. 定位期刊纵览Beyond Elsevier - Scopus

Journal homepage link 跳转
至期刊主页



2. 定位期刊纵览Beyond Elsevier - Scopus



2. 定位期刊纵览Beyond Elsevier - Scopus

选择合适期刊投稿 - 按照学科选刊

期刊 Nature Reviews Materials 文献列表

点击“显示所有摘要”方便浏览录用稿件特点



2. 定位期刊纵览Beyond Elsevier - Scopus

选择合适期刊投稿 - 按照学科选刊 期刊 Nature Reviews Materials

了解稿源的地域及机构分
别情况



2. 定位期刊纵览Beyond Elsevier - Scopus

输入检索式： “solar cells”

选择合适期刊投稿 - 按照课题选刊



2. 定位期刊纵览Beyond Elsevier - Scopus

选择合适期刊投稿 - 按照课题选刊

点击分析搜索结果



2. 定位期刊纵览Beyond Elsevier - Scopus
选择合适期刊投稿 - 按照课题选刊

按来源出版物划分，浏览收录相关研
究文献较多的期刊



2. 定位期刊纵览Beyond Elsevier - Scopus

选择合适期刊投稿 - 按照课题选刊

结合期刊评价指标数据CiteScore、SJR 和 SNIP
点击查看期刊指标及期刊收录文章类型



来源出版物 – 出版物评价指标

期刊指标 基本思想 引文区间 权重处理 自引处理 考虑因素

Citescore
（期刊引用
影响力指标）

对Articles，reviews，conference
papers，book chapters and data 
papers在最近4年的引用量/文献的
发文量

4年 无 包含自引
期刊发文量+
引文量

SJR指数
（期刊声望
指标）

由学术期刊被引用多少次数与这些
引用是来自哪里的重要性或声望性
来衡量期刊的影响力。期刊越多的
被高声望的期刊引用，期刊的声望
就越高

3年 有
限制比例
（33%）

期刊发文量+
引文量+引证
期刊声望

SNIP指数
（期刊标准
化指标）

从篇均引文数的角度减少不同主题
领域引用行为的差异，实现不同主
题领域来源期刊的直接比较

3年 有 包含自引

期刊发文量+
引文量+学科
领域间引用
行为的差异



3. 定位期刊纵览Beyond Elsevier - SciVal

引用

浏览

发表

SciVal



3. 定位期刊纵览Beyond Elsevier - SciVal



17.07.2020

3. 定位期刊纵览Beyond Elsevier - SciVal

了解期刊的着眼点



17.07.2020

3. 定位期刊纵览Beyond Elsevier - SciVal

不同期刊所关注科
研方向的差异



17.07.2020

3. 定位期刊纵览Beyond Elsevier - SciVal

比较学者与期刊科
研主题匹配程度



4. 推荐审稿人- Scival

查看特定研究主题下的学者

查看全球与本人开
展相同或相似研究
的学者 也可导出Excel形式

的学者信息



4. 推荐审稿人 - Scopus

利用分析搜索结果功能定位相应领域学者

按作者划分，定位发表相关
研究较多的学者



4. 推荐审稿人 - Scopus

利用分析搜索结果功能定位相应领域学者

利用分析搜索结果中的按作者划分的文献，从中选取合适的审稿人推荐给期刊编辑



4. 推荐审稿人 - Scopus
向期刊编辑推荐本人研究领域的有资质的审稿人

查看研究者参与的研究主题Topic，了解作者的
专业领域



17.07.2020

检查清单：

• 期刊是否和你的科研工作相契合？

• 研究主题是否和期刊的收录偏好想匹配？

• 期刊接收的文章类型？e.g. Review, Article

• 期刊能够覆盖到的读者群体是否与你预想的相符？

• 是否被相关数据库所收录？ e.g. Scopus, PubMed

• 期刊的质量如何？是否值得被信任？

定位一本期刊 – 开始



17.07.2020

小结

• Scopus大数据分析定位投稿期刊

✓ 关键词定位

✓ 学科定位

✓ Scopus期刊多元化指标

• SciVal期刊分析

✓ 更多指标辅助期刊筛选

✓ 利用研究前沿（Topics）识别期刊关注方向

✓ 利用研究前沿（Topics）进行学者研究方向与期刊关注方向匹配

• Scopus & SciVal 协助推荐审稿人



更多资源

17.07.2020

7 steps to publishing in a scientific journal https://www.elsevier.com/connect/story/research-
matters/publishing-tips/7-steps-to-publishing-in-a-scientific-journal

https://www.bilibili.com/

搜索“爱思唯尔Scopus”

https://www.elsevier.com/connect/story/research-matters/publishing-tips/7-steps-to-publishing-in-a-scientific-journal
https://www.bilibili.com/


帮助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工作时间

Scopus 支持中心 010-85208765 周一至周五 09:00-18:00



附录1 SciVal 中 分 析 对 象 的 添 加 - 来 源 出 版 物

附录2 Elsevier Researcher Academy

www.scopus.com
www.scival.com

https://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https://researcheracademy.elsevier.com/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scopus/advance-your-science
http://www.scopus.com/
http://www.scival.com/
https://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https://researcheracademy.elsevier.com/


Thank you

杜婷婷 科研管理解决方案咨询顾问

t.du@elsevi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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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SciVal 中 分 析 对 象 的 添 加

- 来 源 出 版 物



SciVal分析对象的生成 – Scopus Sources

✓ 来源出版物的生成

点击“增加出版物”



SciVal分析对象的生成 – Scopus Sources

✓ 来源出版物的生成 -直接搜索添加

直接输入名称



SciVal分析对象的生成 – Scopus Sources

✓ 来源出版物的生成 –通过浏览添加

点击添加



附录2

Elsevier Researcher Academy



Elsevier Researcher Academy

• 一个完全免费的在线学习平台

• 旨在帮助处于早期和中期阶段的研究人员开发自身的潜力

• 与SD、Scopus等Elsevier产品共享账号



Elsevier Researcher Academy

您将了解:

• 如何获得基金资助和管理研究数据

• 如何提高写作技巧

• 如何在高影响因素的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

• 如何有效地评论一篇文章

• 如何回应评论者的评论

• 如何沟通你的工作来提高你的研究的影响并帮助你获得引用

• 如何有策略地规划你的职业生涯

• 如何在产业界和学术界中找工作

• 如何应对研究人员的繁忙生活

• etc.



Elsevier Researcher Academy



Elsevier Researcher Acade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