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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篩選

該篩選步驟的主要目的是確保清晰鑒別已提交評估申請的
期刊，並瞭解評估團隊有疑問時可以詢問的期刊連絡人。
如果期刊未通過初步篩選，問題解決後可隨時重新提交。
ISSN

期刊必須有可在 ISSN 資料庫驗證的註冊
ISSN（https://portal.issn.org/），且所
有期刊平台（電子版或印刷版）須清晰、
一致地標示該 ISSN。如果印刷版和電子
版 ISSN 都具備，則兩者均應提供。
期刊名稱

期刊必須有獨特的名稱，期刊名稱須與註
冊 ISSN、期刊聲明範圍、發表內容和人
員組成（編輯委員會和作者）一致。文章、
每期（如有）、期刊和網站上均須標明期
刊名稱。
期刊出版社

必須清楚標明出版社名稱，並提供可驗證
的出版社經營地址（非郵政信箱）。如果
期刊出版社隸屬於某個學會或是由學會所
擁有，應予以聲明，必須提供可驗證的聯
繫方式。
期刊 URL

如期刊具有電子版和印刷版，必須提供期
刊 URL 和查閱當前內容全文的詳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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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內容存取

Web of Science 須獲得出版內容的充分
存取權，並具備查看內容的所有必要許
可。如有需要，科睿唯安學術研究事業部
可以提供 IP 段資訊，以獲得存取權限。
具備同儕評閱政策

對於所有出版內容，期刊必須提供隨時可
查閱、清晰的同行評閱和 / 或編輯監督。
主要的研究論文必須經過外部同儕評閱。
詳細聯繫方式

對於所提交期刊的主要編輯和製作人員，
必須提供詳細的聯繫方式，以便科睿唯安
學術研究事業部與期刊工作人員進行直接
溝通。

編輯篩選

在這一步驟中，Web of Science 編輯人員對期刊進行審
查，確定是否需要充分的編輯評估。如果期刊未通過編輯
篩選，問題解決後可隨時重新提交。
學術內容

期刊的主要學術內容必須為原創。所報
告研究的學術水準應適宜研究生、博士
後和 / 或專業研究人員閱讀。

如果發表文獻的主要內容是會議錄，最
好進行會議論文引文索引（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評估。
英文版文章標題和摘要

無論發表內容的正文使用哪種語言，期刊
必須提供準確、完整的所有文章標題的英
文譯文。學術論文必須有摘要，摘要必須
翻譯成英文。
以羅馬拼音標示的參考書目資訊

參考文獻、作者姓名和機構資訊必須採用
羅馬拼音標示，以便快速、準確地標引，
便於全球用戶理解。
語言表述清晰

對於所有英文的標題、摘要和其他發表文
字，語言表述必須清晰，以便於全球讀者
理解。
及時性和 / 或出版量：

期刊必須說明是否有確定的出版頻率，或
是否遵循不定期或連續發表日程。期刊出
版週期必須與聲明的日程一致。預計每年
發表的學術論文數量與學科領域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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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功能性 / 期刊格式

網站資訊必須準確，資訊架構和導覽須確
保便於查閱出版內容和其他所有期刊特性
（如編輯委員會、作者指南、同儕評閱、
存取模式等）。期刊網站必須清楚明確連
結至出版社網站，反之亦然。
具有道德聲明

期刊必須清晰說明對作者和出版作品的
道德要求。如果期刊支持並使用一項或
一 項 以 上 協 力 廠 商 組 織 準 則（WAME、
COPE、赫爾辛基宣言等），則應提供指
導準則全文並註明出處，或提供指導準則
全文的有效連結。
詳細的編輯機構資訊

需要提供編輯團隊全體成員（如總編、編
輯委員會成員、副主編、區域編輯等）的
姓名和機構資訊，包括所屬國家。
詳細的作者機構資訊

需要提供所有投稿作者的姓名和機構資
訊，包括所屬國家，並提供地址。

編輯評估（品質）

在這一步驟中，Web of Science 編輯人員檢查期刊名稱、
聲稱範圍、編輯委員會、作者組成及出版內容的對應情
況。此外，Web of Science 編輯人員還將尋找期刊編輯
嚴謹性且符合學術共同體標準的依據。如果期刊在這一步
未能通過，至少需要等待兩年才能重新提交申請。
編輯委員會組成

編輯和編輯委員會成員的機構、地域多
樣性和發表記錄必須與期刊聲稱的範圍
和發表內容一致。編輯委員會的規模和
人員組成必須與發表內容的數量和廣度
一致。對於期刊是否雇傭全職專業編輯
予以適當關注。
聲明有效性

我方審查的目的並非確保所有道德和抄襲
標準的適用性和執行。不過，我們會根據
要求，對可疑內容或虛假陳述進行調查。
同儕評閱

除同儕評閱聲明外，文章必須顯示同儕評
閱的證據。
內容相關性

發表內容必須與期刊標題和聲稱的範圍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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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的基金資助資訊

在普遍提供資助基金或需要提供資助基金
的研究領域，建議對資金來源進行適當的
說明。
遵守學術共同體標準

期刊文章符合學科領域的最佳實踐（例如
有機體或化學物命名的公認標準）
作者分佈

作者的機構、地域分佈、發表記錄必須能
夠證明作者屬於期刊聲稱的範圍的相關學
術領域。投稿作者的組成應與編輯委員會
的主題和地域分佈特性一致。
適當的文獻引用

文章須對主題的相關文獻予以適當引述。

編輯評估（影響力）

本步驟中的標準旨在以引用活動作為影響力的主要指標，
選擇特定研究領域最具影響力的期刊。如果期刊沒有通過
這一步驟，至少需要等待兩年才能重新提交申請。
比較性引文分析

我 們 的 三 大 旗 艦 索 引（SCIE、SSCI 和
AHCI）包含其學科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
期刊。在比較性引文分析中，對期刊的引
用次數和出處均進行考慮。
作者引文分析

大多數作者必須具有在 Web of Science

的明確發表記錄。作者的引文網絡應與其
學科和範圍相似的期刊相符。
編委引文分析

大多數編委會成員應在 Web of Science
中擁有明確的發表記錄。編委會成員的
引用網絡應與其學科和範圍相似的期刊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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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重要性

對於期刊的目標讀者和 Web of Science
訂閱使用者而言，期刊中的內容應具有
吸引力、重要性和價值。內容重要性的
依 據 包 括 獨 特 專 業 領 域、 新 穎 視 角、
地 區 焦 點、 特 殊 內 容 或 增 加 Web of
Science 收錄廣度的內容。並非只有期
刊級的引用活動才反映這些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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