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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7篇文章的被引次数≥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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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科学引文索引)     176个学科的8800多
种高质量学术期刊 。 

•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56个社会科学学科
的3200多种权威学术期刊。 

•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 收录28个人文
艺术领域学科的1700多种国际性、高影响力的学术期刊的数据内容 
。 

•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会议录引文索引– 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与人文版) 超过
160，000个会议录，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个版本，涉及250多个
学科。 

•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截止至2017年2月收录6300多种学术专
著，且每个星期都在增加。 

Diversity 
 

广度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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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质量 

筛选全球优质学术
资源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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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th 
 

深度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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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 
Data 

 
独特性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简介 
 

Citation Index 引文索引 

Dr. Eugene Garfield 

Founder & Chairman Emeritus  

ISI, Thomson Scientific  

Dr. Garfield 1955年在 Science 发表论文提出将引
文索引作为一种新的文献检索与分类工具 

Dr. Garfield认为：将一篇文献作为检索字
段从而跟踪一个Idea的发展过程及学科之间
的交叉渗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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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题 

申请基金 

分析领域 设计方案 

科技出版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EndNote 

Web of Science 

InCites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Web of Science 

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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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定位研究前沿 – ESI 助力科研选题及基金申请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定量分析研究绩效的工具 

• 来自于 Web of Science 的10年滚动数据，每一种期刊都被按照22个学科进行了分类标引； 

• 基于科学家、研究机构（或大学）、国家（或地区）及学术期刊的研究成果数量和影响力指
标，以及在全球各研究领域中的排名 

• 全球各学科领域的论文被引频次基准值 

• 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和研究前沿 

ESI已成为教育部学位评估中心及2011计划（高
校协同创新平台计划）重要评估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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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定位研究前沿 – ESI 助力科研选题及基金申请 

• 过去10年中所发表的，在统计时间点，被引次数在同年同
学科中达到该学科的前1%--高被引论文Highly Cited Paper 

• 近两年内发表，在统计时间点，近两个月的被引次数达到该
学科的前0.1%--热点论文HOT Paper 

• 统计高被引论文之间的引证关系，采用共聚类分析得出关键
词—研究前沿Research Fro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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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定位研究前沿 – ESI 助力科研选题及基金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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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定位研究前沿 – ESI 助力科研选题及基金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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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lyst 

碳氢活化反应 

精准定位研究前沿 – ESI 助力科研选题及基金申请 

高效有机太阳能电池 

有机发光二极管 

镧系金属元素的单粒子磁体 

C-H键的烯丙基化、酰胺化、炔基化  

C-H键的三氟甲基化 

N-杂环卡宾(NHC)催化 

发光镧系金属-有机骨架材料 

非富勒烯型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有机金属配合物发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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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定位研究前沿 – ESI 助力科研选题及基金申请 

2012：选择性反应尤其是催化不对称反应，已成为有机化学研究的热点。 

2013 - 2015：选择性反应（尤其是催化不对称反应）以及惰性化学键的活化与转化，已成为有机化学研
究的热点。 

2016：有机化学反应与合成更加注重选择性精准控制和原子/步骤经济性；惰性化学键与小分子的活化与
转化、廉价金属催化、绿色合成、生物质转化等成为应对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前沿领域。 

2012 - 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机化学面上项目指南研究前沿领域的变化 

惰性化学键活化（碳氢活化） 

有机化学领域的ESI研究前沿 

C-H键的烯丙基化、酰胺化、炔基化    2014.8  

C-H键的三氟甲基化                            2013.6 

N-杂环卡宾(NHC)催化                       2013.3 

利用ESI研究前沿对基金资助领域进行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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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s://www.jst.go.jp/act-c/en/research_area/ongoing/sawamura_en.html 

精准定位研究前沿 – ESI 助力科研选题及基金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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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文献信息 – Web of Science 助力研究领域分析  

搜索与C-H键活
化相关的关键词 

Tips：使用逻辑运算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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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文献信息 – Web of Science 助力研究领域分析  

检索排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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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文献信息 – Web of Science 助力研究领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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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文献信息 – Web of Science 助力研究领域分析  

引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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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文献信息 – Web of Science 助力研究领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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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文献信息 – Web of Science 助力研究领域分析  

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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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文献信息 – Web of Science 助力研究领域分析  

16种分析功能及精炼方式： 

▪作者   ▪出版年   ▪来源期刊   ▪文献类型   ▪会议名称   ▪国家/地区   ▪基金资助机构   ▪授权号   ▪团体作者    

▪机构   ▪机构 扩展    ▪语种   ▪WOS学科类别   ▪编者  ▪丛书名称   ▪研究方向   ▪ESI高被引及热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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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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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获取综述文章信息 



36 

主要出版期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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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研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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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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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军人物 

Professor Robert G. Bergman 

UC Berkeley 

Professor Jinquan Yu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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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41 

研究领域 

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
领域的延伸 

能源、燃料领域的延伸 

生物科技、应用微生物
领域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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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整理 – 总结研究思路、设计实验方案 



43 

国际高被引论文的研究思路 



44 

国际高被引论文的研究思路 

C-H bond activation enables the rapid construction and late-stage 

diversification of functional molecules 

碳氢活化反应快速构建功能分子后期多样性 
 

Functionalization of Organic Molecules by Transition-Metal-Catalyzed 

C(sp(3))-H Activation 

通过过渡金属催化的SP3杂化的碳氢活化反应实现有机分子的官
能团化 

Palladium-catalyzed benzene arylation: Incorporation of catalytic pivalic acid 

as a proton shuttle and a key element in catalyst design 三甲基乙酸作为质子传输器辅助钯催化的苯芳基化反应 

Catalytic intermolecular direct arylation of perfluorobenzenes 六氟苯的分子间芳基化反应 

Proton abstraction mechanism for the palladium-catalyzed intramolecular 

arylation 钯催化分子内芳基化反应的质子抽取机制 

Palladium-catalyzed methylation and arylation of sp(2) and sp(3) C-H bonds 

in simple carboxylic acids 

简单羧酸化合物中SP2及SP3杂化碳氢键的钯催化甲基化及芳基
化反应 

Catalytic and highly regioselective cross-coupling of aromatic C-H substrates 芳香碳氢键的催化高区域选择性偶联反应 

Indole Synthesis via Rhodium Catalyzed Oxidative Coupling of Acetanilide 

and Internal Alkynes 

通过铑催化的氧化偶联反应以乙酰苯胺及分子内炔基为底物构建
吲哚化合物 

Cu-catalyzed cross-dehydrogenative coupling: A versatile strateav for C-C 

bond formations via the oxidative activation of sp(3) C-H bonds 通过铜催化的氧化偶联反应对SP3杂化的碳氢键进行脱氢偶联 

Construction of Nitrogen-Containing Heterocycles by C-H Bond 

Functionalization 通过碳氢官能团化构筑氮杂环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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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被引论文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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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被引论文的研究思路 

Pd-catalyzed oxidative coupling with organometallic reagents via C-H 

activation 碳氢活化反应参与的钯催化氧化偶联反应 

Intermolecular amidation of unactivated sp(2) and sp(3) C-H bonds via 

palladium-catalyzed cascade C-H activation/nitrene insertion 钯催化碳氢活化及氮宾插入在分子间酰胺化反应的应用 

Multiple C-H activations to construct biologically active molecules in a process 

completely free of organohalogen and organometallic components 

多步碳氢活化反应构建具有生物活性分子（无有机卤化物及有
机金属化合物参与） 

An efficient organocatalytic method for constructing biaryls through aromatic 

C-H activation 碳氢活化参与的高效构建联芳化合物的有机催化方法 

Palladium-catalyzed direct arylation of (hetero)arenes with aryl boronic acids 杂环芳基化合物与芳基硼酸化合物的钯催化芳基化反应 

Palladium-Catalyzed Alkenylation of Quinoline-N-oxides via C-H Activation 

under External-Oxidant-Free Conditions 

在无外界氧化物参与的条件下通过钯催化的碳氢活化反应对喹
啉进行烯基化反应 

Copper-Catalyzed C(sp(3))-C(sp(3)) Bond Formation Using a Hypervalent 

Iodine Reagent: An Efficient Allylic Trifluoromethylation 

以高价碘化物为底物通过铜催化的SP3碳碳偶联反应进行烯丙
基的三氟甲基化 

Gold(III) salen complex-catalyzed synthesis of propargylamines via a three-

component coupling reaction 

三价金手性配合物催化下由三组分参与的偶联反应合成炔丙基
胺 

FeCl(2)-Catalyzed selective C-C bond formation by oxidative activation of a 

benzylic C-H bond 

在氯化亚铁的催化下通过苯甲基碳氢键的氧化活化选择性构筑
碳碳键 

Challenge and progress: palladium-catalyzed sp(3) C-H activation 钯催化下SP3碳氢键活化的挑战与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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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热点论文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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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热点论文的研究思路 

Co(III)-Catalyzed C-H Activation/Formal S-N-Type Reactions: Selective 

and Efficient Cyanation, Halogenation, and Allylation 

钴催化的碳氢活化反应：高效有选择性的氰化反应、卤化反应及烯丙
基化反应 

Metal-Ligand Cooperation 金属-配体协作 

Site-selective arene C-H amination via photoredox catalysis 光氧化还原反应催化的具有区域选择性的碳氢键氨基化 

Selective Synthesis of Indoles by Cobalt(III)-Catalyzed C-H/N-O 

Functionalization with Nitrones 通过钴催化的碳氢、氮氧键官能团化选择性合成吲哚化合物 

Manganese-Catalyzed C-H Activation 锰催化的碳氢活化反应 

Cobalt-Catalyzed Oxidase C-H/N-H Alkyne Annulation: Mechanistic 

Insights and Access to Anticancer Agents 

钴催化的碳氢、氮氢键炔烃环化反应：机理研究及潜在抗癌化合物的
合成 

Single-Component Phosphinous Acid Ruthenium(II) Catalysts for 

Versatile C-H Activation by Metal-Ligand Cooperation 次磷酸参与的二价钌催化的碳氢活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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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研究思路、设计实验方案 

碳氢活化 

反应类型 

底物种类 

催化金属 反应条件 

研究内容 

芳基化反应、甲基化反应、区域选择性偶联反
应、氧化偶联反应、分子间酰胺化反应、烯基
化反应、碳碳偶联反应、氰化反应、卤化反应
及烯丙基化反应、氨基化反应、氮氧键官能团
化、炔烃环化反应、三氟甲基化反应 

六氟苯、羧酸化合物、芳香化合物、
乙酰苯胺、杂环芳基化合物、芳基
硼酸化合物、喹啉、高价碘化物、
苯甲基碳氢键 

钯、铑、铜、金、
铁、钴、锰、钌 

无有机卤化物及有机金属化
合物参与、无外界氧化物参
与、光参与 

构建功能分子后期多样性、官能团
化、质子抽取机制、区域选择性、
合成吲哚化合物、氮杂环化合物、
合成生物活性分子、构建联芳化合
物、合成炔丙基胺、机理研究、抗
癌化合物的合成 



利用EndNote高效管理参考文献 



51 

利用EndNote高效管理参考文献 

文献调研时，面对纷繁冗杂的文献不知如何
下手。 

撰写论文时，除了罗列实验方法，堆砌实验
数据，我们不知道如何借鉴文献信息进行分
析，讨论。因为我们的文献管理一团糟，经
常找不到有效的文献。 

写论文的时候，参考文献格式处理令人头疼
不已，一不留神错误百出，被编辑质疑文章
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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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EndNote高效管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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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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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导入 –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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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导入 –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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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导入 –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文献导入 – 外源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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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导入 – 外源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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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导入的文件 

选择相应的过滤器 

选择“File”  点击“Import” 点击“File…” 

STEP1 STEP2 STEP3 

是否删除重复记录 

文献导入 – 外源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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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导入 – 外源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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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File”  点击“Import” 点击“File…” 

STEP1 STEP2 STEP3 

选择要导入的PDF文件 

选择 PDF格式过滤器 

文献导入 – 单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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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导入 – 单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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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入文件夹可连同子文件夹一同
导入至EndNote 
 

• EndNote可帮助为该文件夹新
建一个组，并保留原有分类设置 

注意：导入文件夹时，仅保留
至二级文件夹。 

选择“File”  点击“Import” 点击“Folder…” 

STEP1 STEP2 STEP3 

文献导入 –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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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导入 –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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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Edit”  
点击

“Preferences” 

点击“PDF 

Handling” 

STEP1 STEP2 STEP3 

文献导入 – 自动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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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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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个人图书馆 

文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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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读/未读 

文献管理 – 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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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献按星级打分 

文献管理 –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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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增加/修改字段后再进行文献排序 

文献管理 –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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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栏 

文献管理 – 检索 



73 

快速检索 

高亮检索词 

文献管理 – 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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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管理 – 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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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Group 

Smart  

Group 

Custom  

Group 

Custom Group把目标文献添加到组（直接拖
动或右键添加）所有组按照字母顺序进行排序。 

Smart Groups按照设置条件自动挑选符合条件
的记录，在有新记录收入时自动将符合条件的
记录放入Smart Group 

Combination Groups将已经设置好的组用
AND, OR 和NOT进行组与组之间的匹配。如
寻找组与组之间的交集或并集等。 

文献管理 – 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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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Group” tab 

点击 

“Create Group” 

文献管理 – 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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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Group” 

tab 

点击“Create 

Smart Group” 

文献管理 – 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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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AND, OR 和 NOT 来
创建一个新的智能组合组 

选择“Group” 

tab 

点击“Create from 

Groups” 

文献管理 – 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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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查找全文的文献 选择“References”  点击“Find Full Text…” 

STEP1 STEP2 STEP3 

文献管理 – 查找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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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Tools”  点击 “Sync” 

STEP1 STEP2 

将EndNote单机版与网络版
的数据信息进行同步更新 

文献管理 – 同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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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Group与Create from Groups中的内容无法同步至EndNote Online中 

文献管理 – 同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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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输入email地址来
邀请共享文献数据库 

• 可与多位成员(最多100人)共享一个文献
数据库 

• 为了共享方便阅读文献，共享文献数据
库的成员必须有EndNote注册账号。输
入email地址即可登录EndNote。 

文献管理 – 同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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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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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YW：实现word与Endnote®  之间的对接 

插入/批量插入，删除及调整参考文献 

一键式更新文中及文后参考文献格式 

利用已有期刊模板进行写作 

编辑/调整期刊参考文献格式 

文献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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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写作边引用 

文献编排 – 边写作边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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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 X8 

文献编排 – 边写作边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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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并筛选要
插入至文章中
的参考文献。 

一键式调整整篇文章的文中及文后参考文献格式。 

文献编排 – 边写作边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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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er 

文献编排 – 边写作边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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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参考文献 

文后参考文献 

文献编排 – 边写作边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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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  减  文  献 

调 整 文 献 顺 序 

插入（批量插入）文献 

文献编排 – 边写作边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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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投稿的期刊格式 

文献编排 – 边写作边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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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script Templates 

从EndNote X8的Templates文件夹中选择投稿期
刊的名称，即为该期刊所要求的格式模板 

文献编排 – 写作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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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编排 – 写作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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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网下载Style： http://endnote.com/downloads/styles 

文献编排 – 参考文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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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新建一文档来保存无域
代码格式的新文档，但参考文献
不能再统一修改调整。 

文献编排 – 消除域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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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网站：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e-Clarivat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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