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iley 中国·市场部

以下内容仅代表培训师个人观点，与Wiley公司无关。

王阳木 Wiley高级市场经理

2021年6月8日

利用Wiley高品质资源发表国际论文



文章的诞生----从想法到发表

我有一个研究想
法！

最好的研究方法是什
么？
应当如何开始？

不错！这有我需要的。 论文的准备与发表 论文发表后的推广

平台资源与利用 论文发表

• 利用学科推荐查看期刊与图书

• 利用检索发现所需内容

• 学术资源内化吸收

• 科技论文类型

• 拟投稿期刊的选择

• 稿件的准备及同行评审流程



Wiley期刊影响力深远且广泛

1,600+ 种期刊 超过 880万篇

文章

每年超过 3.5 亿次

下载

强大的合作伙伴广泛的分布

850+
学协会

500+
诺贝尔奖得主

665,000
作者

400 万
学协会成员

140+
国家

25,000+
家机构

创始于1807年，迄今已210年

历史。

在研究领域，Wiley出版的期

刊无论是对研究人员发现新成

果还是对作者发表研究论文都

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Wiley出版的跨学科内容广受

世界各地读者的赞誉。

3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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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 850+ 家学会和专业协会与Wiley合作* 

*本页列举为部分合作学会和专业协会，更多详情，欢迎访问：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

http://www.wiley.com/trackthrough?urlcode=455642


Wiley期刊影响力持续增长

种期刊被收录在
2019年JCR中1,272

58%
期刊的影响因子
有所提高

17
种期刊在所属的
学科中排名首位 8,668,050 

169,941
篇文章被收录

次被引

*JCR is released annually and the 2019 report was published in June 2020

1,600+ 种期刊

Impact factor: 292.278

2019 JCR (Clarivate Analytics):

1/244 (Oncology)



如何找到Wiley Online Library

网址框直接输入：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



基于CARSI的跨域认证，无缝访问Wiley Online Library

INSTITUTIONAL LOGIN China CERNET Federation (CARSI)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twork

无论身处何地，都能第一时间掌握最新科研动态

CARSI统一认证



查看所有期刊

查看所有期刊





利用学科推荐了解高影响力及最新研究进展



查看该学科下高影响力文章（Most 

Cited）及最新出版的文章（Most 

Recent）

利用学科推荐了解高影响力及最新研究进展



按照学科查看出版物



Wiley期刊主页（Journal Home）

期刊信息

查看卷次与期次

功能栏
投稿

可以在本刊内进行检索



Wiley期刊主页（Journal Home）——订阅期刊，追踪科研进展

订阅与提醒



Wiley期刊：期次界面（Issue）

点击文章题目或下方链接进入文章界面

跳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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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小锁图标区分可访问的内容

Free Access

Full Access

Open Access

您的机构已经订购的内容

开放获取（Open Access）内容

所有用户均可免费访问的内容



Wiley期刊：文章界面（Article）——利用相关文献，深入挖掘研究背景和进展

查看本文参考文献，
了解更多研究背景

查看相关阅读



Wiley期刊：文章界面（Article）

获得许可

导出引用



Wiley期刊：文章界面（Article）- PDF
下载文章到本地



更加强大的检索功能帮助您找到所需资源



按照不同条件筛选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数量

保存检索条件与订阅

优化检索条件

可以按照相关性，

出版日期进行排列

精简检索结果
文章类型



筛选条件

一键式查阅所有相

关开放获取内容



巧用高级检索，提高文章查准率

高级检索



检索技巧

限定期刊

可增添至七个检索框，每个检索框中可

使用布尔运算符“AND, OR, NOT”进

行连接；支持通配符

限定出版

时间

巧用高级检索，提高文章查准率



批量下载文章（1/3）

1

点击下载PDF选项



批量下载文章（2/3）

1

点击下载PDF选项



批量下载文章（3/3）

3
文章/章节将以压缩包

形式下载到本地电脑

2 勾选需要批量下载的文章或章节，
最多可选择20篇

注：可下载全文的文章或章节上方会通过“小锁“图标进行标注



选择合适的期刊，提高文章投稿成功率



论文发表准备与流程----期刊的选择

2.31

2.34

2.58

3.21

3.43

3.55

3.89

4.04

4.21

4.5

Permission to retain copyright

Permission to post pre-print

Permission to post post-print

Print and electronic versions

Online manuscript submission

Reputation of editorial board

Speed of publication

Impact factor

Readership

Reputation of the journal

Survey: Reasons for choosing last journal (n=5,513）

Averages, where 5 = Very important, 1 = Not at all important

Ian Rowlands and Dave Nicholas. New Journal Publishing Models: An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Senior 
Researchers. A CIBER Report for the Publishers Association an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M 
Publishers. 2005



论文发表准备与流程----WOL免费期刊推荐工具



论文发表准备与流程----按学科浏览相关期刊



论文发表准备与流程----期刊的选择（影响因子与排名）



论文发表准备与流程----发稿范畴



论文发表准备与流程----发稿范畴



论文发表准备与流程----投稿的要求与入口

投稿系统
投稿相关



论文发表准备与流程----投稿的要求



论文发表准备与流程----投稿系统入口



同行评审流程

https://authorservices.wiley.com/author-resources/Journal-Authors/find-a-journal/index.html

作者提交稿件

编辑对稿件进行评估

发送至审稿人员

拒稿

拒稿

出版

排版制作

接收

需要进一步评

审？

编辑对审稿意见进行评估

按照审稿意见进行修改

作者提交修改后
的文章

https://authorservices.wiley.com/author-resources/Journal-Authors/find-a-journal/index.html


新常态，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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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发表出版指导与学术活动服务资源整合平台

• 满足科研人员多样化需求，助力精进学识、提升自我

• 陪伴每位学术用户探索科研的广度和深度

平台目前已服务近4万科研用户

快来扫码关注 “Wiley科研服务”

点击链接或菜单“云学院”即可访

问

*新用户观看页面填写报名信息后即可畅享全平台观看；

*高校/机构如需定制Wiley在线课程，欢迎告诉我们或发送邮件: china_marketing@wiley.com

• 特邀众多Wiley国际知名期刊主编及学术大牛主讲

• 涵盖论文撰写发表、学科前沿动态等学术活动与指导课程



系统化在线学习——“Wiley科研云学院”



标题文本

洞悉学科进展前沿，点亮学术发表之路

 如何精准地检索学术信息

 如何选择期刊投稿

 科技论文撰写技巧

 文章同行评审

 提升科研成果影响力

 学科前沿进展讲座

（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健康医学）



“Wiley科研云学院” ——2021春季大讲堂

 新课程推出及时上新

 用户可以订阅上新提醒，不会错过任何

好课

 每月底预告下月课程，给到图书馆老师

 主讲人在线答疑

 所有课程可看回放



2021年至今，共有超过100万研究人员

参与Wiley出版讲座和在线学术会议。

积极举办在线出版讲座和学术会议，满足更多科研人员需求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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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木

ywang2@wile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