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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数据库中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收录内容覆盖面广，涵盖了来自不同国家
主要科研机构和基金会出版的社会科学刊物，最大程度地体现了社会科学所具有的国别与地域特征。

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数据库收录了21,000多种世界权威的、高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内容涵盖自然科

学、工程技术、生物医学、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等领域。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还收录了论文中所

引用的参考文献，并按照被引作者、出处和出版年代编制成索引。通过独特的引文检索，您可以用一篇文

章、一个专利号、一篇会议文献、或者一本书的名字作为检索词，检索这些文献的被引用情况，了解引

用这些文献的论文所做的研究工作：您可以轻松地回溯某一研究文献的起源与历史，或者追踪其最新的进

展，既可以越查越深，又可以越查越新。

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是全球获取学术信息的重要数据库，由以下几个重要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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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 Citation Index-Expanded™ (SCI-E，科学引文索引)

•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AHCI，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

•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Science 

(CPCI-S，会议论文引文索引-科学版)

•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CPCI-SSH，会议论文引文索引-社会科学与人文版)

• Book Citation Index™ (BKCI，图书引文索引) 截止2021年7月收录了124,000多种图书，
同时每年增加10,000种新书

• Current Chemical Reactions™

• Index Chemicus™ 收录了1993年以来新的化学物质事实性的数据

•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ESCI）展示重要的新兴的研究成果 2005年-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是一个覆盖了社会科学范围的多学科综合数据
库，共收录了3,500多种社会科学领域的权威学术期刊，覆盖了58个学科领域，主要包括：

人类学 家族研究 信息科学与图书馆科学 社会问题
商业 地理学 语言与语言学 社会工作

通讯与传播 老年医学和老年病学 法律 社会学
犯罪学和刑罚学 卫生政策和服务 政治科学 药物滥用
经济学 发展研究 心理学 城市研究
教育 历史 精神病学 女性研究
环境研究 劳动关系与劳动力 公共卫生 社会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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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外学者在SSCI中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据统计显示，在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数
据库SSCI中2010-2019年间，仅论文标题或文摘中含有“China”或“Chinese”的文章共有116,706篇，这些文
章主要集中在区域问题、经济、环境、国际关系、政治、以及历史、商业等领域。

根据2010-2019年间，参与研究中国问题的研究机构地理分布情况来看，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机构参与研
究的论文数量逐年增长，在国际舞台上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大量国外的研
究机构和科研人员都对中国问题表示出了高度的关注。

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SSCI）中收录的文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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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村经济改革为例，利用SSCI中强大的检索和分析功能揭示研究课题的发展趋势，启发科研人员的灵感。

您可以在“精炼检索结果”的
“Web of Science索引”中勾选
SSCI数据库进行聚焦

以“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的英
文形式“Rural Reform*”OR“Rural

Econom*”为关键词进行检索



SSCI数据库收录的农村经济改革方面的文章共有1,749篇，其中，被引频次最高的是阿伯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的学者Reed, MS于2009年发表在《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上的文章，
共被引用926次；被引频次排在第二位的是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于1992年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文章，共被引用641次。

SSCI中收录的有关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方面的文章共有39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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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C h i n a或
C h i n e s e进
行 二 次 检
索，了解与
“中国”农
村经济改革
的研究成果

快速锁定高被引论文、综述论文
等，了解该课题领域内核心文献



对中国农村经济改革领域内研究机构的分析结果显示：在对中国农村经济改革问题最为关注的前15个研究机
构中，既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高水平机构，也可以看到加州大学、斯坦福大
学、世界银行、伦敦大学等国际知名机构。该结果从一定侧面反映出中国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备受世界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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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报告能够帮助我们直观地分析课题
的总体发展趋势和学术影响力情况，揭
示该课题目前是处于快速上升、平稳积
累、还是成熟阶段的研究成果



对中国农村经济改革领域内学术期刊的分析结果显示，《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China 

Quarterly》《China Economic Review》等期刊都是讨论中国农村经济改革问题比较集中的刊物。这些在题
名中包含China或Asian的期刊以中国问题为研究核心，引起了全球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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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您发现：
• 该领域高产出的大学及研究
  机构
• 具有合作潜力的科研机构
• 能够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为您提供：
• 与课题相关的学术期刊列表，   
  供投稿时参考
• 联接到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查看期刊的影响因子，了解期
  刊的学术影响力



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作为全球社会科学领域最权威的数据库，可以为国内广大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
人员提供分布在58个学科领域的3,500多种社会科学权威学术期刊论文。其强大的分析功能，更能够在快速
锁定高被引论文、发现国内外同行权威所关注的研究方向、揭示课题的发展趋势、选择合适的期刊进行投
稿等方面帮助研究人员更好的把握相关课题，寻求研究的突破与创新点。

作为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SSCI还能够为科研人员建立包含“检索―分析―管
理―写作”的创新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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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120年科技文献与引文
• 34,000多种期刊
• 超过4,000万项发明
• 超过1,000万研究数据
• 超过22万个学术会议

• 分析研究趋势
• 发现技术热点
• 揭示论文间的
潜在联系

• 提供引文报告

• 管理参考文献
• 管理检索策略
• 定题/引文跟踪（Email）
• 管理全文

• 在Microsoft 
Word中边写作

引用

• 自动生成文中和

文后参考文献

• 提供4,100多种

期刊的参考文献

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