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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数学学会（AMS）1888年成立

• 全球有超过3万人的个人会员，以及近600个学术机构会员

• 截至2016年11月，超过20,000名MR特约评论员（活跃）

• AMS成立宗旨

– 促进全球数学领域的研究和交流

– 为数学教育的各个领域提供支持和服务

– 提升数学的专业性，并且鼓励和协助个人积极参与

– 促进数学与其他研究领域相互交流

美国数学学会（AMS）简介



MSN创世编辑奥托·诺伊格鲍

尔主张：“对于无价值论文要充分

揭示，不要浪费数学家宝贵的时间；

而重要论文要让人们去阅读”的独

特科学文献编纂思想。

MathSciNet在如今信息泛滥、

鱼龙混杂的时代，对于数学研究人

员及数学相关文献工作者带来巨大

的帮助。创始编辑Otto Neugebauer奥托·诺伊格鲍尔

《数学评论》网络版（MathSciNet）



• MathSciNet收录量

– 1800+种期刊（约330万条记录）、10万+种图书、约40万篇会议录

– 260余万个全文链接，可直接链接至在线期刊等出版物（Elsevier、Springer等）

– 年均增加120,000+记录及数万篇评论全文

• MathSciNet收录总量

– 截至2012年，2,809,767份出版物记录及评价

– 截至2013年，2,912,131份出版物记录及评价

– 截至2014年，3,098,081份出版物记录及评价

– 截至2017年，3,382,083份出版物记录及评价

《数学评论》网络版（MathSciNet）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有一半是数学出身，其中约翰纳什（1994）、克莱

夫·格兰杰（2003）、罗伯特·约翰·奥曼（2005）、罗伊德·沙普利（2012）

等人均为《数学评论》的评论员，以及计量经济学大师彼得·菲利普斯等。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与《数学评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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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物检索、粘贴板（Clipboard）、期刊检索、分类法检索

• 作者检索、erdos指数

• 基于引文的文献分析功能（Citation）

• 其它工具：MRLookup、INSTCode、镜像站点切换

• MathSciNet在2017年即将上线的新功能

• 多种排序

• 检索结果精炼（筛选）

• 邮件订阅

MathSciNet功能演示



检索功能选择

漫游设备中显示的可访问剩余期限（33天）

检索条件限制选项选择

镜像站点切换

出版物检索



相较于其他数据库，MathSciNet特有的检索入口与特点包括：

评论正文：MR评论员发表的评论正文

机构信息：文献作者所在机构的信息（国别、地市名、学校名称、二级学院名称及机构特定代码）

MSC分类：MathSciNet中收录的绝大多数记录都标注有详细的MSC分类号（可选择检索主分类）

模糊匹配：MathSciNet支持模糊匹配，如Math* Rev*

精确检索：MathSciNet与互联网搜索引擎类似，两个关键词之间用空格分开时，为AND 关系，

且字间距无限制，如需精确检索，可用双引号限定，如“body problem”

检索入口



未限制间距，共20222条记录

精确检索，共4949条记录

精确检索



记录状态
Prelim 初步
从出版社收到书目数据并创建。正在进行与MathSciNet项目相关信息的处理。
处理完成后，将选定列入数学评论数据库，开始评论。

Pending 待定
此出版物的完整书目编辑和MSC的分类，已经完成，但其评论尚未完成。

Reviewed 评论
此出版物的完整书目编辑和MSC的分类，已经完成。评论也已完成。

Indexed 索引
此出版物的完整书目编辑和MSC的分类，评论均已经完成。并被索引。

Expansion 扩展
此出版物是数学评论数据库的扩展项目。此出版物不属于MSC的分类并且不
被评价。但可以检索出版物作者，提供期刊和原文章链接。

DML 数字数学图书馆
此出版物关联于全世界范围内的数字化项目——世界数字数学资源图书馆（
WDML）。此出版物可以通过题目、作者、期刊名称、出版年限进行检索，
并提供原始数字资料的链接。

Thesis 论文
此出版物代表博士论文，并且目录资料由外部资源提供。



记录状态



该记录被MSN中其他文献引用次数

该记录在其他评论中的引用次数

评论及被引



参考文献及来源



期刊详情



期刊详情



http://www.ams.org/mathscinet-getitem?mr=3488740

获取永久链接



下载MR记录



引用文献导出



引用文献导出



检索结果精炼



在结果中
二次检索

检索结果
状态分布

检索结果
文献作者
所在机构

检索结果
作者分布

检索结果
所在分类

检索结果精炼



检索结果精炼

在各种方式的检索结果页中精炼功能（检索结果左侧栏）均会显示，通过这一功能可

以获取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诸如：

 统计某位作者发表的文献分布在哪些年份、哪些期刊

 统计某篇文献的被引机构、被引分类、被引后发表在哪些期刊

 统计某个MSC文献的发文机构排序，作者排序，年份排序，期刊排序

 统计某个机构的发文作者、发文年份、发表期刊排序

 乃至某个地区（国家）的发文机构、作者、年份、分类等等

通过检索结果精炼功能实现多种分析功能，为科研助力！



MathSciNet收录的陶哲轩的文献

检索结果精炼



MathSciNet收录的北京大学的文献分析

检索结果精炼



期刊检索



期刊检索



该刊的历史被引趋势图

X轴为年份（五年为一个引用周期）

Y轴为引用次数

该刊创刊以来总被引2059次，2015年被引191次

期刊检索



该刊的出版地址有变更

MathSciNet数据库收录了期刊的变更历史

期刊检索



以《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为例

期刊检索



• MathSciNet数据库完整了记录的期刊的变更历史（停、改、合、拆）

• 高品质外文期刊的收录及更新速度比较及时

• 部分期刊收录由于提交元数据及人工标引等因素致使更新较慢

• 部分期刊非全刊收录（ Cover  to Cover），而是挑选部分文章收录

• 期刊的品质越高，实名评论的文章比例越高，更新越及时

期刊检索总结

期刊检索



• 使用渠道：进入MathSciNet主页，点击右上角“免费工具箱/Free Tools”

检索入口选择分类号，输入相应分类号（支持AND/OR/NOT)

• MathSciNet中几乎所有的文献都有一至多个MSC分类，MR的编辑投入巨大的精力

去标引MSC分类号，方便读者快速查看各研究领域研究进展。

• MSC最新版本为MSC2010，正在进行MSC2020版意见征集，可访问MSC2020.org进

行意见提交，MSC2010 PDF版下载地址如下：

http://www.ams.org/mathscinet/msc/msc2010.html

通过MSC分类检索文献

分类检索



• MSC分类规范

– MSC由AMS编制，分类号格式为：两个数字+一位字母（或符号）+两个数字

– 合理利用好分类MSC分类体系对使用MathSciNet有巨大的帮助。

– 在MSC分类表检索“经济”（检索词：econ*）或“断裂”（检索词：Fractur*），如下

通过MSC分类检索文献

分类检索



分类检索



• 支持作者姓名模糊检索及提示

• 作者主页（author profile）

• Co-Authors之间的相互“erdos指数（合作距离）”

• 被收录作者的数学系谱（师承关系）

作者检索

作者检索



作者检索



作者检索





只要您的有共同署名的文章被MathSciNet收录过

您就可能会有Erdős number。

Erdős number 的算法为通过N次合著关系与Erdos,Paul教授实现关联

Why Erdős,Paul？

AMS最有趣的功能：The Erdős number 

合作距离



合作距离



Erdos,Paul一生共发表了1640+篇文献，在数学领域拥有最多的合著者（500+）

，MathSciNet中的作者基本都可通过共同署名关系与Erdos,Paul先生实现关联。

实现这一功能的基础是AMS对收录作者分配了唯一的MRID，该ID会永远伴随作

者，无论是更改了工作单位，还是更改了姓名写法，基本都会关联到该唯一ID。

使用入口：进入MathSciNet数据库，点击右上角“免费工具箱/Free Tools”，点

击“合作距离/Collaboration Distance ”，输入作者姓名即可查询。

AMS最有趣的功能：The Erdős number 

合作距离



AMS最有趣的功能：The Erdős number 

根据研究人员的统计，数学科研人员的平均Erdos Number为5，著名数学家往往该值较低。

较早时期的数学家该值往往较高；但有个例外，数学天才拉马努金的Erdos Number为3，尽管

Erdos,Paul（1913-1996）7岁的时候，拉马努金（1887-1920）就过世了。

合作距离



H.海尔布伦华罗庚早年在英国结交的好友

哈代.G.H 拉马努金的老师

合作距离



陶哲轩的Erdos Number=2

陈省身的Erdos Number=2

北京大学田刚教授的Erdos Number=3

南京大学秦厚荣教授的Erdos Number=4

南京师范大学尹会成教授的Erdos Number=4

合作距离



与其他作者的合作举例查询

柏传志与爱因斯坦的合作距离为6，即通过6篇文章实现关联

合作距离



韩国数学家

莫斯科数学家

莫斯科数学家

哥廷根大学理论物理学家托德洛夫

美国数学家巴格曼

合作距离



作者的数学系谱（师承关系）

师承关系



作者的数学系谱（师承关系）

师承关系



• 作者被引查询

• 期刊被引查询

• 特定主题（MSC分类）被引查询

• 特定年份被引出版物查询

• 特定年份的TOP期刊、图书、期刊文章

基于引文的文献分析功能（Citation）

引用分析



作者被引查询

当出现重名作者时，可选择特定作者

引用分析



作者被引查询

引用分析



作者被引查询

引用分析



期刊被引查询

引用分析



期刊被引查询

引用分析



期刊被引查询

引用分析



特定分类的高被引文献（以34大类常微分方程为例）特定分类的高被引文献（以34大类常微分方程为例）

查询数据库收录全部34分类的图书、期刊被引数据排行

引用分析



特定分类的高被引文献（以34大类常微分方程为例）

山东科技大学白占兵教授

查询数据库收录全部34分类的期刊文章被引数据排行

引用分析



特定年份的高被引文献

检索2015年出版的所有图书、期刊文章的被引数据

引用分析



特定年份的TOP图书排行榜

在2015年当年引用过的全部图书排行

引用分析



特定年份的TOP图书排行榜

下列图书全部被引次数在4021次，其中在2015年被引287次，位列图书排行榜第一

引用分析



特定年份的TOP图书排行榜

在2015年当年引用过的MathSciNet收录的全部期刊文章排行

引用分析



特定年份的TOP期刊文章排行榜
下列文章的全部被引次数在1515次，其中在2015年被引162次，位列期刊文章排行榜第一

引用分析



特定年份的TOP期刊排行榜

利用TOP期刊排行榜，可发现
一些平时未关注的期刊

《数学杂志》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

《剑桥数学期刊》，新刊物，波士顿国际出版社

引用分析



Publications mathématiques de l'IHÉS 《数学杂志》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

波士顿国际出版社《剑桥数学期刊》 2013年创刊

引用分析



发现好期刊之—《Publications mathématiques de l'IHÉS》

引用分析





• MRLookup：快速获取标准的参考文献格式

• INSTCode：快速获取机构代码

• 镜像站点切换

其它功能

其他功能



MRLookup 快速获取标准的参考文献格式
访问地址： ams.org/mrlookup

其他功能



INSTCode：快速获取机构代码
访问地址： ams.org/instcode

其他功能



镜像站点切换

MathSciNet在全球有多个镜像站点，MathSciNet由于每天需要做数据更新，

做数据更新时可能会出现检索服务不能用，此时可访问其他镜像站。

切换方法：进入MathSciNet首页，在右下角选择所需镜像站

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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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检索地址：ams.org/epubsearch

• 期刊浏览地址：ams.org/publications/journals

• 电子刊使用与同类期刊数据库类似，不再逐步讲解，摘取部分要点如下：

检索入口选择

检索范围选择

特定期刊检索

年限及检索结果排序方式

AMS 电子刊浏览及检索功能演示

AMS期刊



AMS期刊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中文译名：《美国数学会志》
P- ISSN ：0894-0347

E- ISSN ：1088-6834

内容简介：《美国数学会志》由美国数学会
出版，创办于1988年，每年出版4期，内容

包括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领域最高水平的研
究文章。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美国数学会志》 0894-0347

AMS期刊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美国数学会汇刊》 0002-9947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中文译名：《美国数学会汇刊》
P- ISSN ：0002-9947

E- ISSN ：1088-6850

内容简介：《美国数学会汇刊》致力于出版
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要求
稿件准确无误、内容新颖、有重要意义，并
且有较高写作水平，可以吸引众多数学家的
兴趣。如果稿件内容只涉及未经证实定理的
不确定步骤，或轻微变化对已知结果的影响，
将不会被接受。文章论文要求篇幅较长。

AMS期刊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美国数学会会报》 0002-9939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中文译名：《美国数学会会报》
P- ISSN ：0002-9939

E- ISSN ：1088-6826

内容简介：《美国数学会会报》发表中等篇
幅的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领域的研究成果。
要求稿件准确无误、内容新颖、有重要意义，
并且有较高写作水平，可以吸引众多数学家
的兴趣。如果稿件内容只涉及未经证实定理
的不确定步骤，或轻微变化对已知结果的影
响，将不会被接受。建议文章篇幅少于15页。

AMS期刊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美国数学协会论文集》0065-9266

Memoris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中文译名：《美国数学协会论文集》
P- ISSN ：0065-9266

E- ISSN ：1947-6221

内容简介：《美国数学学会论文集》致力于
出版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领域的研究成果，
每期包含一个专题的论文或一组相关文章。
期刊的投稿标准和《美国数学会汇刊》类似，
要求稿件准确无误、内容新颖、有重要意义，
并且有较高写作水平，可以吸引众多数学家
的兴趣。文章长度要求通常在80至200页左

右，如果不符合投稿长度范围，需要编辑委
员会的特别批准才可发表。

AMS期刊



Mathematics of Computation.  《计算数学》 0025-5718

Mathematics of Computation

中文译名：《计算数学》
P- ISSN ：0025-5718

E- ISSN ：1088-6842

内容简介：《计算数学》由美国数学会出版，
创办于1943年，每年出版4期，主要收录计

算数学领域高质量的研究文章。学科覆盖数
值分析、计算离散数学、数论、代数和组合
等相关领域。内容包括大量原始数学分析和
计算法发展的文章，同时包括部分计算数学
方面书籍的评论。

AMS期刊



Transactions of the Moscow Mathematical Society.  《莫斯科数学会汇刊》0077-1554

Transactions of the Moscow 

Mathematical Society

中文译名：《莫斯科数学会汇刊》
P- ISSN ：0077-1554

E- ISSN ：1547-738X

内容简介：《莫斯科数学会汇刊》由美国数
学会出版，创办于1978年，每年出版1期。
是俄文期刊 Trudy Moskovskogo 

Matematicheskogo Obshchestva 的英译版
本主要包括纯数学领域的原创研究成果。

AMS期刊



Theory of 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 0094-9000

Theory of 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中文译名：《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
P- ISSN ：0094-9000

E- ISSN ：1547-7363

内容简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是基辅
大学出版的俄文期刊 Teoriya Imovirnostei 

ta Matematichna Statistika 的完整英译翻译
版，每年2期。刊载数学统计学方面的相关
资讯。

AMS期刊



St. Petersburg Mathematical Journal.  《圣彼得堡数学杂志》 1061-0022

ST.Petersburg Mathematical Journal

中文译名：《圣彼得堡数学杂志》
P- ISSN ：1061-0022

E- ISSN ：1547-7371

内容简介：《圣彼得堡数学杂志》由俄罗斯
科学院数学部出版，美国数学会翻译发行的
国际刊物，每年出版六期。是俄语期刊
Algebra i Analiz 的英译版本。刊载研究性文

章、说明性文章和书评，包括俄罗斯及其他
国家杰出数学家的文章。

AMS期刊



Notices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中文译名：《美国数学会通告》
P- ISSN ：0002-9920

E- ISSN ：1088-9477

内容简介：《美国数学会通告》由美国数学
学会出版，创办于1954年，每年出版11期。

报道美国数学会的各种学术会议的安排、出
版物信息、数学界新闻、世界数学学术会议
一览表、学会事务报告、会员通讯以及数学
界关注的其他消息和资料。期刊偶有介绍数
学研究最新发展动向的短篇说明性文章。

AMS期刊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athmatical 

Society

中文译名：《美国数学会通报（新辑）》
P- ISSN ：0273-0979

E- ISSN ：1088-9485

内容简介：《美国数学会通报（新辑）》创
办于1891年，每年4期，是美国数学学会最

早出版的刊物之一。刊载阐发性的文章、书
评和研究通报。旨在通过阐发性的文章，让
所有数学领域的研究者都可以了解某一特定
数学领域的发展情况。同时邀请数学领域的
权威专家对部分挑选的数学书籍进行评论。

AMS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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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校外使用MathSciNet—设备漫游
• 在校外使用数字资源的传统办法

– 采用学校提供的VPN帐号，在PC端远程登录即可使用

• 没有VPN或用移动设备怎么办？

– 传统VPN需安装插件，通常只支持在PC端使用

– MathSciNet支持对用户的设备（笔记本电脑、平板、手机等设备）进行绑定，绑

定后可在任何校内外互联网环境使用

– 绑定设备的先决条件：

确保被绑定的设备在校园网环境内（学校提交给AMS的外网IP段内）

– 绑定有效期：

每次绑定的有效期为90天，到期后自动失效，到期后可再次绑定

校外访问



Your device/ web browser must meet the following basic technical 

requirements:

Accepts cookies

Has Javascript enabled

Has local storage

Has "private browsing" turned off

Is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Note: Devices with multiple browsers will only be paired with the browser in 

use at the time of pairing. For example, if you have Safari, Firefox, and 

Chrome on your device, and enable pairing while using Chrome, then your 

device will not be paired when using Safari or Firefox.

校外访问



• 绑定步骤：

1. 进入MathSciNet首页：ams.org/mathscinet

2. 点击右上角的 Remote Access 图标

校外使用MathSciNet—设备漫游

校外访问



3. 点击确认匹配

校外使用MathSciNet—设备漫游

校外访问



4. 相关绑定授权说明

校外使用MathSciNet—设备漫游

校外访问



5. 绑定成功

校外使用MathSciNet—设备漫游

校外访问



6. 首页会显示剩余漫游天数

校外使用MathSciNet—设备漫游

校外访问



7. 绑定失败的提示

如遇到错认提示先确认设备是否在校园网，如果在校园网还是无法使用，可直接联系我们

校外使用MathSciNet—设备漫游

校外访问



8. 绑定成功后，还是无法访问，可能的原因会有：

 在VPN环境下绑定是无效，一定要在校园网内绑定；

 浏览器Cookie权限问题；

或联系我们，进行支持：

010-57933139 （刘瑶），18611837448（陈正良）

QQ:14098835，Email：ams@libstage.com

校外使用MathSciNet—设备漫游

校外访问

mailto:ams@libsta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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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S OA期刊

• Notice of AMS、Bulletin of AMS

• AMS 电子书

• 数学系谱项目（Mathematics Genealogy Project ）

• 数学艺术馆（ http://www.ams.org/mathimagery ）

• 其他常用数学类资源网站

AMS主站及其他资源介绍



AMS OA期刊介绍: Notices of the AMS 

Notices of the AMS (1995~)     http://www.ams.org/journals/notices/



AMS OA期刊介绍: Bulletin of the AMS 

Bulletin of the AMS (1891~)    http://www.ams.org/journals/bull



FAQ

Thank you

010-57933139 （刘瑶），18611837448（陈正良）

QQ:14098835，Email：ams@libstage.com

mailto:ams@libstag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