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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青年千人”，江苏省“双创人才”。

本科和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导师：鞠熀先教授。
博士毕业于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导师：Richard Crooks教授。

一直从事现场快速检测方法与器件的研究，曾发明的折纸芯片现收藏于
美国NIH的历史博物馆。

申请美国专利4项，国家发明专利8项。

在JACS, Angew. Chem. Int. Ed., Anal. Chem., Lab Chip等杂志上共发表第
一作者\通讯作者论文13篇。

研究工作曾三次被美国C&EN news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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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liuh@seu.edu.cn


课程简介

课程目标：

 介绍科研文献（论文、专利）和基金

 介绍科研文献数据库以及检索方法

 培养文献调研、独立开展科研以及科研写作的基本能力

授课方式：

课堂讲述与课下练习相结合

考核方式：

围绕一个现实问题，运用课上所学知识，展开调研，完成1页纸的报告（电子版）

课堂不点名，作业不计分



课程参考

 东南大学图书馆： lib.seu.edu.cn

 国家知识产权局：www.sipo.gov.cn

 Open assess期刊： www.oalib.com

 免费下载论文的网站：www.sci-hub.cc

 搜索引擎：baidu.com



科研文献-论文

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
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
交流的一种工具。

论文是给谁看的？

好的论文具备那些特征？

 背景详实，正确引用

 简明扼要，重点突出

 描述准确，便于重复



论文分类

 Research paper (研究论文)：communications (letters), articles

 Reviews (综述)

 Perspectives (观点)

 Highlights/spotlights (亮点)

 Corrections (勘误)



论文的结构-research paper

1. 题目 （Title）

2. 作者和单位（Author and affiliation）

3. 摘要（Abstract）

4. 背景介绍（Introduction）

5. 实验部分（Experimental Section）

6. 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包括图表（Figures and tables）

7. 结论（Conclusion）

8. 支持信息（Supporting information）

9. 作者信息（Author information）

10. 参考文献（Reference）



论文出版机构-Science

www.sciencemag.org

《科学》周刊（Science）：创建于1880年，是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综
合性科学周刊。影响因子在所有科技类出版物中排名第一。



论文出版机构-Nature

www.nature.com

《Nature》，即英国自然杂志，是世界最著名的科技期刊，自1869年创刊
以来，始终如一地报道和评论全球科技领域里最重要的突破，其办刊宗旨
是“将科学发现的重要结果介绍给公众，让公众尽早知道全世界自然知识
的每一分支中取得的所有进展”。其系列子刊也具有重要影响力。



论文出版机构-ACS

美国化学会(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ACS) ：pubs.acs.org

成立于1876年，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学会。

ACS的期刊被ISI的JCR评为“化学领域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期刊”。



论文出版机构-Wiley

onlinelibrary.wiley.com

John Wiley & Sons Inc.是1807年创立于美国，有近200年历史的国际知
名专业出版机构，在化学、生命科学、医学以及工程技术等领域学术
文献的出版方面颇具权威性。Wiley InterScience是其综合性的网络出
版及服务平台，与Blackwell合并后，涵盖学科内容包括科学、技术、
医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目前该平台上提供自1997年以来1234种全文
电子期刊的全文服务。



论文出版机构- Elsevier

www.sciencedirect.com

Elsevier出版集团是全球最大的科技与医学文献出版发行商之一。作为一
个有400多年出版历史的出版社，爱思唯尔拥有丰富的图书资源，涉及科
学、技术、医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24个学科。



论文出版机构- Springer
link.springer.com

德国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是世界上著名的科技出版集团, 通过Springer 
LINK系统提供学术期刊及电子图书的在线服务。Springer公司开通Springer 
LINK电子期刊服务。目前Springer LINK按学科分为以下“在线图书馆”：生
命科学、医学、数学、化学、计算机科学、经济、法律、工程学、环境科学、
地球科学、物理学与天文学等，是科研人员的重要信息源。



Open Assess “开放存取”

“开放存取”是在基于订阅的传统出版模式以外的另一种选择。

 通过互联网，任何人都可以及时、免费、不受任何限制地获取各类文献。

 一般采用作者付费出版、读者免费获得的方式，论文版权由作者保留。

 其目的是促进科学及人文信息的广泛交流。



论文投稿过程

1. 网上投稿

2. 主编预审

3. 论文初稿发送给副主编

4. 副主编发给审稿人审稿（同行评议）

5. 审稿人反馈意见

6. 副主编决定论文是否直接接收、需要退回作者修改或者直接拒稿。

7. 作者根据反馈意见修改

8. 网上提交修改稿

9. 副主编决定论文是否接收、需要交给审稿人二审或者直接拒稿。

10. 论文接收

11. 作者校稿

12. 网上发布电子版（ASAP paper）

13. 正式出版



网上投稿

需要准备的文本：

 论文原稿（manuscript）

 附函（cover letter）

 支持信息（supporting information）

 其他材料



网上投修改稿

需要准备的文本：

 论文修改稿（revised manuscript）

 修改稿附函（revision cover letter），包括point-by-point response

 支持信息（supporting information）

 其他材料



生医学院相关杂志
Web of Science中输入关键词：
ad=(southeast univ*) and (ad=(sch* biol* sci* med* engn*) or ad=(state* key* lab* bioelectronics*))
检索到我院老师发表的1130篇论文，分析结果如下



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是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出品的期刊
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中的一项数据。

即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报告年份（JCR year）中被引用总次数除以
该期刊在这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这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

《读书》专稿｜起底“影响因子”：中国学
界又上当了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
1461207



怎样写论文

参考文章：Whitesides' Group: Writing a Paper

 精读好的论文

 边做实验边准备论文

 掌握论文一般的写法

 尽量用简单的、通用的表述方法

 多写



论文检索

世界上有多少论文？

一个科学家一生大概读多少论文？

论文检索：

 三大检索（SCI、EI、 ISTP）

在ISTP、EI、SCI这三大检索系统中，SCI最能反映基础学科研究水平和

论文质量，该检索系统收录的科技期刊比较全面，可以说它是集中各个学

科高质优秀论文的精粹，该检索系统历来成为世界科技界密切注视的中心

和焦点；ISTP、Ei这两个检索系统评定科技论文和科技期刊的质量标准相

形之下较为宽松。



SCI

SCI收录全世界出版的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核心期刊约3500种，通过它严格的选

刊标准和评估程序挑选刊源，每年收录期刊略有增减。

SCI一反其它检索工具通过主题或分类途径检索文献的常规做法，而设置了独

特的“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即通过先期的文献被当前文献的引用，

来说明文献之间的相关性及先前文献对当前文献的影响力。



EI

EI是美国《工程索引》的简称。EI创刊于1884年，由美国工程情报公司出版发行。

EI是工程技术领域内的一部综合性检索工具，报道内容包括：电类、自动控制类、

动力、机械、仪表、材料科学、农业、生物工程、数理、医学、化工、食品、计

算机、能源、地质、环境等学科。



ISTP

ISTP是Index  to  Scientific & Technical Proceedings的缩写，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

所的网络数据库Web of Science Proceedings中两个数据库（ISTP和ISSHP）之一。

专门收录世界各种重要的自然科学及技术方面的会议，包括一般性会议、座谈

会、研究会、讨论会、发表会等的会议文献，涉及学科基本与SCI相同。



Web of Science （WOS）

 以三大引文索引数据库作为其核心的一站式信息平台

 兼具知识的检索、提取、管理、分析与评价等多项功能



WOS的结构

 关键词

 引用



WOS的关键词检索

1. 字段标识

2. 字段

3. 布尔运算符



模糊检索

通配符 (Wildcards )

符号 意义

* 零个或多个字符

gene*

gene, genetics, generation

$ 零或一个字符

colo$r

color, colour

? 只代表一个字符

en?oblast

entoblast, endoblast



精确检索

词组检索 如果希望精确地检索某个短语，应将其放置在引号内。

范例:  “stem cell”

Same Same算符连接的关键词必须在同一句话内，但关键
字前后顺序不限。在关键词字段检索时，利用
“SAME”连接符得到的检索结果是同一个短语中的
出现检索词的记录。

范例:  stem SAME cell



检索后的筛选



最多能够处理10万条记录

可以从11个角度深入分析

11个角度的深入分析：

 著者

 出版年

 机构名称

 来源出版物

 学科领域

 基金资助机构

 授权号

 国家与地区

 文献类型

 文献语种

 会议标题

检索后的分析



Endnote
SCI的官方软件

主要功能：

在线搜索文献：直接从网络搜索相关文献并导入到Endnote的文献库内

建立文献库和图片库：收藏，管理和搜索个人文献和图片、表格

定制文稿：直接在Word中格式化引文和图形，利用文稿模板直接书写合乎杂

志社要求的文章

引文编排：可以自动帮助我们编辑参考文献的格式

WOS向endnote导入

Endnote向word导入

Word向Endnote导入

按照杂志模板格式化

http://baike.baidu.com/view/1127590.htm


WOS向endnote导入

Endnote向word导入

Word向Endnote导入

WOS、Endnote以及Word的联用



其他功能

查看杂志影响因子、缩写

推送论文

查找全文

检索专利



课后练习

1. 通过关键词检索，找到一篇你感兴趣的论文并精读。

2. 2015年生物医学工程某一个你感兴趣的领域发表论文最多的三位专家和三

个大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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