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的话 

本期简报介绍了 3月份图书馆开通试用的数据库、图书馆已购买的数据库 WEB 

OF SCIENCE，汤森路透 2015年春季为科研和研发人员开办的 WEB OF Science 

在线大讲堂信息以及一些体育类外文期刊信息。希望对读者有所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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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引文数据库》：来源于“CNKI 中国知网”收录的

全文数据库的参考文献，涉及期刊（中外文）、图书、

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标准、报纸和年鉴等文献

类型，为用户提供可以从发表文献数量、被引文献数量

及下载文献数量等角度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 

    用户可个性化选择来源文献范围，可分析、导出引

文检索结果，打印引证报告，也可利用可视化技术，分

析和展示期刊共被引关系图谱，揭示期刊之间的互引、

共被引关系。统计分析器可以针对期刊、出版社、学者、

科研机构、科研基金、地域和学科等进行统计分析，揭

示其产出及学术影响力。 

      试用网址：http://ref.cnki.net/ref，或者从图书馆中

国知网首页“引文”处进入。 

试用截止时间：2015 年 4 月 17 日 

http://ref.cnki.net/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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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课公开课》：基于先进的流媒体及视频传输技

术所研发的公开课视频资源共享管理平台，汇集了

国内外各大名校网站的公开课视频资源，学科包括：

工学、经济学、理学、管理学、法学、医学、教育

学、文学、农学、历史学、哲学。 

体育学类分属教育学类，共有 111 个课程，包含：

伦敦大学学院公开课：运动训练医疗及奥运健康遗

产，北京体育大学公开课：户外运动基础、奥林匹

克运动，上海体育学院公开课：体育赛事市场开发，

天津体育学院公开课：太极拳，等等。 

试用网址：www.gkk123.com 

试用时间为：2015 年 3 月 14 日到 9 月 13 日 

 

 

 

 

 

《创业数字图书馆》：借助“创业”这一话题，将社会阅

历、企业运作、职场经验、行业知识、职业定位、专业技

能、事业规划、人格塑造等内容以高度浓缩的方式，让学

生在知识、能力、性格各方面方面获得综合性提升。 

板块：创业资讯、创业视频、创业项目和创业政策法规 

类型：全文数据库 

试用网址：www.5cy.com  

试用时间：2015 年 3 月 14 日到 9 月 13 日 

 

 

 

 

 

 

 

《TWS 台湾学术期刊在线数据库》: 是偏重人文社科领域的

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收录台湾指标期刊最多最完整的数据

库，汇聚台湾地区所出版学术期刊数量的 90％以上，其中人

文社科占 54％、理工类占 39％，综合类占 7％。 

试用网址：http://www.twscholar.com/ 

试用截止时间：2015 年 6 月 30 日 

 

 

 

 

 

 

mailto:xinxizixun9418@163.com
http://lib.bsu.edu.cn/
http://www.gkk123.com/
http://www.5cy.com/
http://www.twschol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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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 

WEB OF SICENCE 在线培训信息 

 

 

 

Web of Science 平台是 Thomson ISI 建设的三大引文数据库的

Web 版，由三个独立的数据库组成（既可以分库检索，也可以

多库联合检索），分别是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简称

SCI Expanded)、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简称 SSCI）和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简称 A&HCI）。内容涵盖自然

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等诸多领域内的 8,500

多种学术期刊。其中的 SCIE 数据库-《科学引文索引》网络版，

收录 5900 余种期刊文摘和引文，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工程技术

的各个领域。数据每周更新。本馆购买了 SCIE 和 SSCI 两个子库（2010 年以来的数据）。用户利用引文数据

库，可以用主题、著者、刊名、和著者地址等途径进行检索，还可以用被引用文献的著者和来源进行检索。 

网址: http://lib.bsu.edu.cn/ 常用数据库 

 

 

 

 

 

 

  

培训详细内容请点击：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ne/Spring2015/courses.htm   

 

 

日期 课题名称 主讲人 课程介绍 

4月 7日  

周二 19:00-20:00 

经典与前沿文献的双剑合璧 

——快速定位经典文献以及自动追踪最新研究前

沿的方法 

罗昭锋 详细课程请点击>> 

4月 14日 

 周二 19:00-20:00 

去繁存精，SCI帮您高效选题与开题 杜进 详细课程请点击>> 

4月 21日  

周二 19:00-20:00 

开阔国际视野，点亮学术人生 

——利用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进行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 

汤森路

透资深

讲师 

详细课程请点击>> 

4月 28日  

周二  

19:00-20:00 

精准获取信息的基本功训练 

——如何编写检索式等应用技巧 

张素芳 详细课程请点击>> 

5月 5日  

周二 19:00-20:00 

如何获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跨学科的研究前沿 万跃华 详细课程请点击>> 

5月 12日  

周二 19:00-20:00 

百年引文，百年科学 

—— 经典文献对科研过程的启示 

万跃华 详细课程请点击>> 

5月 19日  

周二 19:00-20:00 

期刊资深编辑教你如何撰写符合学术规范的英文

科技论文 

任胜利 详细课程请点击>> 

5月 26日  

周二 19:00-20:00 

EndNote X7/EndNote网络版实战 

—— 文献从此了然于胸，运用自如 

樊亚芳 详细课程请点击>> 

mailto:xinxizixun9418@163.com
http://lib.bsu.edu.cn/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
http://lib.bsu.edu.cn/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ne/Spring2015/courses.htm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ne/Spring2015/course0407.htm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ne/Spring2015/course0414.htm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ne/Spring2015/course0421.htm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ne/Spring2015/course0428.htm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ne/Spring2015/course0505.htm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ne/Spring2015/course0512.htm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ne/Spring2015/course0519.htm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ne/Spring2015/course05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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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期刊推荐 

 

 

 

 

 

期刊名称 出版 

周期 

影响 

因子 

网址 研究方向 录用 

比例 

审稿 

周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s Physiology and 

Performance 

双月

刊 

2.683  http://journals.humankinetics.co

m/ijspp-current-issue 

医学-生理

学 

较易 较慢,6-12

周 

Journal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季刊 2.593    医学-心理

学 

较易 >12 周，或

约稿 

Clinics in Sports Medicine 季刊 2.583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

ience/journal/02785919 

医学-运动

科学 

较易 >12 周，或

约稿 

Archives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月刊 2.441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

ience/journal/00039993/ 

医学-康复

医学 

较易 较快,2-4

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月刊 2.374  https://www.thieme-connect.de/

products/ejournals/issue/10.105

5/s-004-27937 

医学-运动

科学 

容易 一般,3-8

周 

European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 

月刊 2.298  http://link.springer.com/journal/

volumesAndIssues/421 

医学-生理

学 

约

50% 

平均 1 月 

Applied Physiology 

Nutrition and Metabolism 

双月

刊 

2.225  http://www.nrcresearchpress.co

m/journal/apnm#tabsCurrIssue 

医学-生理

学 

容易 偏慢,4-8

周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s 半月

刊 

2.095  http://www.tandfonline.com/toc/

rjsp20/current 

社会科学-

运动科学 

容易 一般,3-6

周 

Human Movement Science 双月

刊 

2.027  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

m/human-movement-science/rec

ent-articles/  

医学-神经

科学 

容易 偏慢,4-8

周 

Clinical Journal of Sport 

Medicine 

双月

刊 

2.012  http://journals.lww.com/cjsports

med/pages/currenttoc.aspx 

医学-生理

学 

较易 较慢,6-1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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