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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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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和引文数据库是？

以文献及文后的参考文献为信息对象建立的一个规范的数

据库，不直接提供全文阅览（依据客户全文库购买情况）

通过文献引用关系了解研究者在某领域的研究工作，该领域

学术研究的历史渊源，并追踪学科的发展动态和最新进展

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科研管理及统计分析工具，获取机构、

学科、学者、期刊等多种类型统计数据。



Scopus中包含文献的题目、关

键字、摘要及参考文献，关注于

文献的发掘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_ob=HomePageURL&_method=userHomePage&_lg=Y&_acct=C000000593&_version=1&_urlVersion=0&_userid=964951&md5=220f96535fd2655fa9614c62bdcf2ce3


Scopus量与质



5000+
Publishers

24,000+

Serial titles

230,000+

Books

79.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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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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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72
同行评议期刊

270
商业期刊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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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9

医学

7,136

社会科学

10,574

生命科学

4,915

101K
会议活动

10.16M
会议论文

主要集中于工程和计算机科学

1544
丛书

23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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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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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科学研究



Scopus 功能一览

Scopus

基础功能：检索

文献

学者、机构、期刊

个性化功能：关注&

追踪

设置通知

引用（文献、作者）

新收录文献（作者、

机构、期刊）

文献列表保存



Scopus-检索功能

搜索
Search

出版物
Source



Scopus-检索页面

文
献

学
者

机
构

高
级



注册、登录后使用个性化功能
建议使用机构邮箱



搜索 – 文献搜索页面 （简单易用，推荐使用）

已经预定义好了搜索范围

添加额外的搜索条件



Scopus 检索-搜索策略

搜索策略的基本类型

构建搜索词及变体

Content based on Scopus Search Strategies by Dr. Eric Sieverts & Arthur Eger MSc



Scopus 检索-运算符及检索规则

AND 要求多个检索词同时出现

OR 检索词必须至少出现一个

And not 排除搜索词

通配符？ 取代检索词中的1个字母，如Transplant？检索到Transplants

通配符* 取代检索词中的任意个字母，如transplant*可以检索到
transplant, transplanted, transplanting….

“” 粗略/近似短语检索，标点符号，连词符，单复数等会被自动忽
略

{} 精确短语检索，所有符号将被作为检索词进行严格匹配



Scopus 检索-构建检索内容

准备工作 – 无论选择什么搜索策略，在开始进行搜索之前：

✓ 进行概念分析:

1. 用一句话把你的问题写下来

2. 什么词代表你的主题的构成要素?

3. 哪个/哪些要素是重要的？

✓ 除了已有的词，考虑一下还有哪些合适的搜索词

Content based on Scopus Search Strategies by Dr. Eric Sieverts & Arthur Eger MSc



Scopus 检索-搜索策略
构建搜索词及变体

• 确定与您的问题相关的主要元素或概念(更为详细的信息)

• 将能够表现问题主要元素或概念的特征的词写下来，把这些词放在一起

• 想一下这些特征词的同义词或替代词

• 把这些同义词或替代词写在相应的概念下面

例：查找与modern town planning in The Netherlands相关的文章

Content based on Scopus Search Strategies by Dr. Eric Sieverts & Arthur Eger MSc



Scopus 检索-搜索策略

• 基于元素或概念组，对其中的同义词、替代词进行查询

• 检索每个元素或概念组的单个结果

• 将检索的单个结果利用运算符组合起来(主要用AND)，为问题建立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集合

Content based on Scopus Search Strategies by Dr. Eric Sieverts & Arthur Eger MSc



Scopus 检索-搜索策略
• 检索每个元素或概念组中同义词、替代词的单个结果

Content based on Scopus Search Strategies by Dr. Eric Sieverts & Arthur Eger MSc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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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Scopus高效选题和开题

文献

综述

选题报告

毕业论文

文献发表

意义：
• 确定研究方向
• 便于他人了解该课题研究的起点和切

入点
• 展示在他人研究基础上的创新点

主要内容：

• 某一课题研究的历史 (寻求研究问题的发展历程)

• 研究现状 (已解决的问题，寻求认识的进步)

• 研究方法的分析(寻求研究方法的借鉴)

• 尚存的问题

• 研究的创新性



基于Scopus高效选题和开题

迅速了解领域中的研究历史和研究背景、获取前沿研究信息

• 最新文献

• 领域重要期刊中的最新文献

• 文献搜索结果分析

• 文献综述

• 高影响力文献

• 热点文献

• 把握课题脉络

获取最新研究信息

获取研究背景信息

直击重要文献

回溯、追踪文献



案 例

太阳能电池（Solar cells）的 相 关 研 究



选题和开题

输入“太阳能电池” 检索式： “solar cells”，
检索范围为论文标题、摘要、关键字



Scopus主要使用功能

选题和开题



获取前沿研究信息 – 查看最新发表文献

选题和开题

搜索结果按照发表日期（最新）排序

点击查看全文（学校如已购买全文库）



获取前沿研究信息 – 查看最新发表文献

* 第一次使用需先安装扩展程序（支持Chrome及Firefox浏览器）

选题和开题

点击下载，查看pdf格式全文
（学校如已购买全文库）



选题和开题
获取前沿研究信息 – 查看最新发表文献

* 第一次使用需先安装扩展程序（支持Chrome及Firefox浏览器）

点击下载，查看pdf格式全文
（学校如已购买全文库）。若
无阅览全文的权限则提示“与
出版商核实”。



获取前沿研究信息 – 查看领域中重要期刊（收录数量）中最新发表文献

选题和开题

选择收录相关文献较多的
期刊



获取前沿研究信息 – 查看领域中重要期刊（收录数量）中最新发表文献

选题和开题

查看收录相关文献较多期刊中的
最新研究成果



选题和开题
获取前沿研究信息 – 查看领域中重要期刊（期刊质量）中最新发表文献

Scopus学科类别：27个一级学科，334个二级学科

按学科类别则选择相应学科

切换至来源出版物搜索页面



选题和开题
获取前沿研究信息 – 查看领域中重要期刊（期刊质量）中最新发表文献

查看顶级期刊（按
CiteScore排名）

查看期刊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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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题和开题
获取前沿研究信息 – 查看领域中重要期刊（期刊质量）中最新发表文献

点击查看期刊所有文献



选题和开题

获取前沿研究信息 – 查看领域中重要期刊（期刊质量）中最新发表文献

按发表日期最新排列



选题和开题
获取前沿研究信息 – 查看领域中重要期刊（期刊质量）中最新发表文献

通过文献类型、关键字、语言等
方式精简搜索结果缩小范围



了解领域中的研究历史和研究背景 – 文献搜索结果分析

选题和开题



选题和开题
了解领域中的研究历史和研究背景 – 文献搜索结果分析

快速了解发文年份变化、高发文国家/地区、作者、机构、学科交叉等背景信息



了解领域中的研究历史和研究背景 – 文献综述

选题和开题

利用文献类型精简
搜索结果至Review



了解领域中的研究历史和研究背景 – 文献综述

选题和开题

• 按照被引频次降序排列：锁定领域中受关注较多的综述；
• 按照出版日期排序：锁定领域中刚发表的综述



了解领域中的研究历史和研究背景 – 高影响力文献

选题和开题

• 按照被引频次降序排列：锁定领域中高影响力文献

利用学科、文献类型、关键字等有
针对性地精简搜索结果



了解领域中的研究历史和研究背景 – 热点文献

选题和开题

“查看引文概览”上限是2000条。如文献超过2000条，可利用左侧初步筛选，比如先精简至某期刊或某学科类别，再查
看最近几年的热点文献

查看热点文献，使用“查看引
文概览”功能



了解领域中的研究历史和研究背景 – 热点文献

选题和开题

• 识别出近年被引频次较高的文献



了解领域中的研究历史和研究背景 – 把握课题脉络

选题和开题

从一篇文献出发：
点击查看文献详情



了解领域中的研究历史和研究背景 – 把握课题脉络

选题和开题



选题和开题
了解领域中的研究历史和研究背景 – 把握课题脉络

1998

2014

1979

1996

2019

1998

2001

参考文献

相关文献

施引文献

深
广

新



追踪科研最尖端

获取研究相关最新进展、保证所开展研究的创新性

• 追踪课题

• 关注研究者及期刊动态

追踪、关注等个性化功能，需注册后使用



追踪科研最尖端

个性化功能管理



追踪研究领域最新进展

追踪课题



追踪课题 – 设置通知

追踪研究领域最新进展

接收与检索内容相关的
新文献提醒



追踪课题 – 将文献保存到列表

追踪研究领域最新进展

点选感兴趣的文献保存到列表，方便以
后集中进行阅读



追踪课题 – 将文献保存到列表

追踪研究领域最新进展

点选感兴趣的文献保存到列表，方便以后集中进行阅读



关注研究者及期刊动态 – 直接搜索期刊或作者

持续跟踪研究领域最新进展

研究者

期刊



关注研究者及期刊动态 – 可利用搜索结果分析功能快速定位高发文期刊及作者

持续跟踪研究领域最新进展

研究者期刊



关注研究者及期刊动态

追踪研究领域最新进展

通过文献搜索结果分析定位该领域
的期刊及作者



关注研究者及期刊动态

追踪研究领域最新进展

关注研究者的最新研究动态

追踪期刊中的最新收录文献



小结



选题和开题

• 迅速了解领域中的研究历史和研究背景

• 获取前沿研究信息

持续跟踪研究领域最新进展

• 保证所开展研究的创新性



更多资源

02.12.2020

https://www.bilibili.com/

搜索“爱思唯尔Sco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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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杜婷婷 科研管理解决方案咨询顾问

www.scopus.com

http://www.scopu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