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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 ACS出版物整体介绍



美国化学学会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简称ACS，成立于1876年，拥有近16万全球
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学会之一。ACS
各部门资助世界各地研究项目、组织编写专
业书籍并报道化学、制药工业。

iGroup 独家代理 ACS数据库，含ACS期刊
和电子书。



会员

ACS

出版物

CAS

普通会员：16000+
化学从业者、教师、学生、机构

C&EN杂志

47 种期刊

1400+本图书

高级会员：近100位
杰出的教授、科学家、领导人

主编、编委、评审的一部分



pubs.acs.org

2014 年最高 IF - 46.568 ↑

截至 2014年最高引用量 - 489,761 ↑

2013年当年发文量最多 - 3,411

2015年ACS期刊地位一览

2014年IF 较2013年平均上涨 ↑0.63% 

期刊种数 被SCI
收录 影响因子＞5

数量 46种 43种 18种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2015年起，ACS数据库订户可使用到46种ACS期刊的全文，其中包括《化学教育》。



ACS数据库包含1400多本同行评审电子书，涵
盖食品生产、新型材料、绿色化工、化学教育、
化学信息学等多个应用领域，记录了半个多世纪
的化学发展历程和最新技术成果，被誉为“资讯
的金矿”。既可为化学科研及从业人员提供参考，
又可为化学教育和学科建设提供素材和范例。

访问地址
http://pubs.acs.org/series/symposium
http://pubs.acs.org/series/advances

http://pubs.acs.org/series/symposium
http://pubs.acs.org/series/advances


2015至2017年，订购ACS电子期刊的高校拥有
存档书（1949至2011年出版）的赠阅访问权，
可访问共1200多本电子书，2万多个章节。

应用领域 ACS电子书主办部门 章节数量

生物、医药 BIOT生物技术
MEDI医药化学

16000
（超过400本）

环境 ENVR环境科学 14000

工业、材料
I&EC化工研究

PETR 石油化工
PMSE高分子材料科学和工程

10000
（超过300本）

农业、食品生产 AGRO农业化学
AGFD食品科学

7000
（超过200本）

物理、天文 NUCL 核化学 3000
地质、能源 GEOC 地球化学 1900
法规、政策 - 1200

教育 CHED化学教育 300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请注意：学科有交叉，章节数加起来并非章节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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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至2015年ACS电子书学科分布
高分子化学

化学教育

环境科学

农业与食品科学

其他（地球化学、物理化学以及非ACS主办

方）农业化学

化学历史

胶体和表面化学

能源与燃料

ACS每年新增30~35本新书。2011年至今，已
出版120多本电子书，内容多达3万页。学科分
布见下图。



Part 2 – ACS特色期刊



2014 年新刊
• 2014 年，ACS 将推出新刊《环境科学和技

术快报》(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Letters，简称ES&T Letters，
仅出版电子刊)

• 由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主
任 Bruce Logan 担任主编

• 以快报形式，为全球跨学科化学的研究者提
供了一个发布新颖和重要成果的便捷途径，
以求推动整个环境科学领域的发展进程

• 阅读地址：
http://pubs.acs.org/journal/estlcu

互补刊
•《环境科学和技术》

•《ACS可持续化学和化工》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ACS当年的新刊是根据前五年甚至更久的投稿情况创设的，代表了热门领域的最新研究。2000年后创立的ACS期刊已占到期刊种数的45%。

http://pubs.acs.org/journal/estlcu


• 《ACS 光子学》主要研究光学现象与物质性
能的相互作用

• 主编Harry A. Atwater为加州理工大学应用物
理学教授，在太阳能电池方面有深入的研究，
2012 年获得了国际光学工程学会的绿色光学
奖 (SPIE Green Photonics Award)

• 研究对象包括高分子光电材料、等离子体超级
材料、光学晶体、光学交换和光学储存、量子
光学作用…

• 阅读地址：
http://pubs.acs.org/journal/apchd5

互补刊
•《物理化学A》

•《物理化学快报》

2014 年新刊——2015年即被SCI收录！

http://pubs.acs.org/journal/estlcu


• 《ACS生物材料科学和工程》
• 创刊主编David Kaplan，美国塔夫斯大学生物

医学工程教授、博导，苏州大学现代丝绸国家
工程实验室客座教授

• 话题涵盖生物材料建模、新型生物材料的合成
和建模、仿生材料研发、生物材料的界面和相
互作用、再生医学、体外测试等

• http://pubs.acs.org/journal/abseba

互补刊
•《生物大分子》

•《ACS应用材料和界面》

2015 年新刊

http://pubs.acs.org/journal/estlcu


• 《ACS传染疾病》
• 创刊主编Courtney C. Aldrich，明尼苏达大学

药学院的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用于肺结核治
疗的新型抗菌药物

• 话题涵盖抗菌素的研发、药物靶点区分、抗药性
机制、宿主与病原体的相互作用、小分子疫苗佐
剂等

• http://pubs.acs.org/journal/aidcbc

互补刊
•《药物化学》

•《蛋白质组研究》

2015 年新刊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ACS关注公众利益，为医学、公众卫生和化学交叉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

http://pubs.acs.org/journal/estlcu


• 《ACS传感器》
• 致力于分享一切关于传感器学科的原创研

究和知识，尤其是传感化学、生物学种和
生物过程方面。

• 涵盖以下研究对象：生物传感器、化学传
感器、气体传感器、细胞内传感器、单分
子传感器、细胞芯片、列阵、微流体器件

• 2015年10月起即可访问ASAP文章！
• http://pubs.acs.org/page/ascefj

2015 年新刊

互补刊
•《生物化学》

•《晶体设计和生长》

http://pubs.acs.org/page/ascefj


• 《ACS核心科学》
• 每年发表研究论文100~200篇
• 不向作者收取任何版面费
• 跨学科期刊：涵盖生物化学、生物制药、

纳米技术、能源工程、大气化学等
• http://pubs.acs.org/journal/acscii

ACS于2015 年设置首个全OA期刊

互补刊
•《美国化学学会会志》

•《化学评论》
•《化学教育》

http://pubs.acs.org/journal/estlcu




• 《ACS欧米伽》
• 开放所有文章的访问权，不向作者收取任

何版面费
• 审稿流程快
• 收录因研究对象不合适而被其他ACS期刊

拒稿的有价值的文章，应对日益增加的投
稿量

• http://pubs.acs.org/journal/acsodf

ACS于2016年增设OA期刊

http://pubs.acs.org/journal/estlcu


必读刊！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 《农业化学和食品化学》

•The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有机化学》

•Organic Letters
•《有机物快报》

•Analytical Chemistry
•《分析化学》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美国化学学会会志》

5种期刊，集中了有机化学和生物化学有关生物碱、蛋白

质、萜类、脂类、激素、发酵、合成物反应机制等话题的

超过10万篇文章

•2014 IF：2.912

•在 SCI 收录的323种农学大学

类期刊中，发表文章和被引用数

量都是第1名

•主编 Thomas F. Hofmann，

慕尼黑工业大学生命科学和食品

科学中心负责人



其他相关期刊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环境科学和技术》

•Chemical Research in Toxicology
•《毒物学领域的化学研究》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Letters
•《环境科学和技术快报》

3种期刊，关注农用化学品对环境的影响和食品安全问题

2014年新刊
•2014 IF：5.330

•在 SCI 收录的321种环境科学/

生态学大类期刊中，发表文章和

被引用数量都是第1名

•主编 David L. Sedlak，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矿业工程首席教

授、美国重塑城市用水基础设施

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必读刊！

•Langmuir
•《朗缪尔》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 《ACS应用材料和界面》

•Chemistry of Materials
•《材料化学》

•ACS Nano
•《ACS纳米》

4种期刊，集中了材料科学下有关高分子合成、高分子聚

合物的物理特性、塑料、陶瓷、建筑材料、合成弹性材料、

涂层、表面化学和胶体等话题的超过8万篇文章

•2014 IF：4.457 (1.7%↑)

•在 SCI 250多种跨学科材料学

类期刊中被引用数量第2名

•主编 Françoise Winnik，蒙

特利尔大学化学系教授、日本筑

波材料科学研究所主要研究者

（PI）



其他相关期刊

•Macromolecules
•《大分子》

•The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C 
•《物理化学C》

•Nano Letters
•《纳米快报》

3种期刊，关注纳米材料、光电设备等话题

•2014 IF：5.800

•在 SCI 收录的82种高分子科学

类期刊中，被引用数量第1名

•主编 Timothy P. Lodge，明

尼苏达大学化学系、化工和材料

科学系教授



•2014 IF：2.790(2.1%↑)

•在 SCI 130多种化工类期刊中

被引用数量第10名

•主编 Michael T. Klein，特拉

华大学能源研究所所长

必读刊！

•Energy & Fuels
•《能源和燃料》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Chemistry Research
•《化工研究》

•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 Engineering
•《ACS可持续化学和化工》

•Journal of Chemical & Engineering Data
•《化工数据》

4种期刊，涵盖了催化、燃烧、分离、讲解、核反应等技

术以及矿物燃料、可再生能源、二氧化碳、电池的各类应

用和治理问题



其他相关期刊

•ACS Catalysis
•《ACS催化》

•The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C 
•《物理化学C》

•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 Engineering
•《ACS可持续化学和化工》

3种期刊，关注能量储存和高效使用、新能源开发等问题

•2014 IF：9.319（22.9%↑）

•2013年获得美国出版商协会最

佳科学、技术和医药类新刊奖。

•主编 Christopher W. Jones，

乔治亚理工学院化学和生物分子

工程系教授

2013年新刊，2014
年即收获首个IF



• 2014 Impact Fact:
12.113

• 2014 Total Citation:
489,761

• 2014 Article Published:
2,500 +

《美国化学学会会志》

growth rate

5.9%↑

5.9%↑

http://pubs.acs.org/journal/jacsat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这个被引用量（Total Citation），在SCI收录的508种化学大类期刊中，排名第1。

http://pubs.acs.org/journal/jacsat


• 作为跨学科化学期刊，用户可以在JACS找到各大化学
相关学科的顶尖研究。

√ 生物化学 √ 环境科学 √ 材料科学 √能源化工

《美国化学学会会志》



• JACS 特色栏目

• JACS Spotlights
• JACS Selects
• JACS Perspectives

《美国化学学会会志》
JACS热点话题

http://pubs.acs.org/page/jacsat/spotli
ghts/index.html

JACS精选
http://pubs.acs.org/JA
CSbeta/jvi/issues.html

JACS科技展望
http://pubs.acs.org/page/jacsat/perspectiv

es/index.html?ref=perspectives

碳捕集
糖尿病

天然产物
等等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JACS Selects每两个月出一期（1 issue），汇集ACS期刊近期关于某个主题发表的优秀论文，主题如碳捕集、糖尿病、光化学等等。最新一期JACS Selects免费开放两个月。JACS还有各种多媒体栏目，等待用户发现。

http://pubs.acs.org/page/jacsat/spotlights/index.html
http://pubs.acs.org/page/jacsat/spotlights/index.html
http://pubs.acs.org/JACSbeta/jvi/issues.html
http://pubs.acs.org/JACSbeta/jvi/issues.html
http://pubs.acs.org/page/jacsat/perspectives/index.html?ref=perspectives
http://pubs.acs.org/page/jacsat/perspectives/index.html?ref=perspectives


• 更好的浏览方式

• 更强的搜索功能

• 更个性化的服务

请使用兼容W3C Web标准的浏览器，如：Google Chrome, 
Apple Safari, Firefox, Opera或最新版本的IE。

Part 3 – ACS数据库常规使用



2012 年当年下载全文的次数

2012年当年查看文章摘要的次数

2012年当年平台访问人次

2012 年下载次数涨幅 ↑6%

每年新增投稿数量



Editors Choice栏目：
精选文献

检索栏

化学工程新闻快报ACS全部刊物：可查看15、16年新刊



给作者：ACS投稿
政策和发文模板

找期刊 找电子书

给馆员：查看平台新功能；
登陆后可管理IP和使用统计

OA栏目和OA
政策一览

找新闻



在单本期刊下输入
关键词或DOI号，选

择字段进行检索

选择期刊名称、输入
年卷和页码快速查找

分学科查看文章

高级检索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DOI编号也即PDF全文地址后半部分



输入检索关键词、
选择字段：全站、
标题、作者、摘要

在一次检索结果页面的右侧选择
Section >> 想要找的学科
Publication >> 文章所在的期刊
Manuscript Type >> 文章体裁
Author >> 文章作者
Publication Date >> 文章发表时间
（Last Year, Last 6 months, Last 3 months)



如果检索结果中含
特刊或电子书，可
点开右边的show 

titile查看标题

检索结果可按相关程度或
文章发表时间排列

点开Refine Search，进入
跟高级的检索设置



点击加号，添加检索条件

选择此处，仅检索OA内容

设置更精确的发表年份

仅检索ASAP文章或Just 
Accepted稿件



从五大类80小类中选择
所需学科：

•应用化学
•生物化学
•大分子
•有机化学
•物理+无机+分析化学

推荐



在该学科下按不同
期刊分别查看文章

进入某个学科

或点开Refine Search，设置
检索词，在该学科中检索



使用OR、AND等逻辑词，或在检
索词上加引号设置精确检索

点击检索栏Advanced Search，可
同时设定多个字段。

选好出版物范围或学科范围

高级检索

选择开放获取栏目



Just Accepted>>该刊最新收录的文章，
经过同行审阅，未交付技术编排
Articles ASAP>>在纸本期刊出版前看到
当月最新文章，已经过技术编排
Most Read>>被访问最多的文章

期刊最新IF、被
引用量和上一年
发表文章的数量

Virtual Issues>>虚拟刊、
专题刊
Cover Art Podcasts>>封
面故事播客，听听作者
的研究心得

打开最新一期期刊



选择一个月内或一年内
被访问次数最多的文章

推荐

首先显示的是近一个月来被访
问次数最高的五篇文章，点击
页面最下方see more。。。



期刊的各个栏目

切换前一期或后
一期期刊

四种全文格式
（图标虽然是灰
色的，但订购用
户仍能打开这四

种格式）



在标题模式下勾选您
感兴趣的文章

推荐

点击浮窗上的摘要图标



查看这些文章的题录
信息和摘要，然后再
访问全文，避免产生
不必要的访问次数。

推荐



点击figure或
reference，

打开浮窗

翻页

前后翻页查看参考
文献的摘要



在Scifinder中查找该文
章合著者的其他文献

在Scifinder中寻找该文
章所涉及的化学物质



施引文献的访问地址列
于HTML全文页面底部

站内施引文献：点击
Full Text HTML查看

站外施引文献：点击标
题跳转到摘要页面



iGroup China
maryann@igroup.com.cn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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