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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施普林格·自然集团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Springer Nature）是全球最大学术图书出版机构，出
版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期刊，同时也是推动开放研究的先行者。我们的使
命是推动研究发展，并帮助研究界改善研究成果。通过期刊、图书、数据
库及解决方案的组合，我们向研究人员、学生、老师和教授提供了兼具深
度和广度的科学、技术、医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信息。

我们的品牌
施普林格
施普林格（Springer）创立于1842年，是全球领先的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机构，公司以创
新的信息产品和服务让学术界、科研机构和企业研发部门的科研人员享有高品质的内容。施普
林格拥有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技术和医学类电子图书数据库和回溯图书档案文库之一，以及
种类全面的开放获取期刊。

自然科研

Apress

创建于1869年的《自然》杂志（Nature ）是国际领先的科学周刊，也是自然科研这一品牌的核

Apress是一家致力于满足信息技术领域读者需求的技术出版机构。Apress以纸本和电子版形

心期刊。自然科研还出版一系列研究和综述类订阅型期刊、国际领先的多学科开放获取期

式出版1500余种图书，是全球IT专业人士、软件开发者、程序员和商业领袖的权威信息来源。

刊《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 ） 、包括大型开放获取期刊《科学报告》（

Scientific Reports ）在内的其它开放获取期刊，以及现统称为自然合作期刊（Nature Partner
Journals）的合作类刊物。每个月有350万独立访客访问自然科研网站nature.com，浏览量超
过800万页。自然科研Nature

Research还提供多种服务，其中包括培训、语言和科学编辑以

及领先的科学招聘信息公告栏Naturejobs。

《科学美国人》 ( Scientific American )
《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创刊于1845年，是美国持续出版历史最悠久的杂志，
并且是大众媒体获取科技信息的重要权威刊物。本刊与其网站scientificamerican.com及其
全球13个当地语言版本一同，在全球有超过5百万的读者。另外，本刊还包括子刊《科学美

BioMed Central
BioMed Central是一家科学、技术和医学（STM）开放获取出版机构，出版大量经同行评审的

国人：大脑》（Scientific American Mind ）和德语版 Spektrum der Wissenschaft。

开放获取刊物，涉及生物学、医学和卫生等领域，其中既包含广泛兴趣类刊物，又包含专业杂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

志。由BioMed Central出版的所有原创研究文章一经出版，就能免费在线获取。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是一家面向人文及社会科学（HSS）的全球性学
术与商业出版机构。作为首家不设边界的HSS出版机构，其出版篇幅不限，覆盖各种业务模

Adis
Adis是全球领先的药物信息提供商。40多年来，我们一直通过信誉良好的医学期刊和商业智能
解决方案，为医疗专业人士、科研人员、决策者及药物开发者等提供值得信赖的信息和数据。

式，让读者和作者从其一家出版机构就能获得最佳的专业学习和学术资料。

麦克米伦教育（Macmillan Education）
麦克米伦教育（Macmillan Education）是全球第三大英语教材和课程资料出版机构，也是本
地K12基础教育出版商，此外还通过帕尔格雷夫（Palgrave）出版和销售久负盛名的高等教
育图书。他们共同服务于50个市场的客户，并为遍及全球120个国家的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内
容和创新的数字产品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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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at Springer Nature
自然科研期刊（Nature Research journals）
Nature

自然综述（Nature Reviews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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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国际顶尖科研人员撰写的高影响力综述文章

想要获得关于《自然》杂志（Nature）
的更多信息以及免费的播客、视频和博
客，请访问 nature.com/nature

•

内容涉及生命科学、临床及物理专业领域的18种期刊

•

综述文章对相关领域主要研究情况作出全面总结

•

涵盖相关最新、最有影响力和突破性的研究

•

高质量阐述

2017年将推出五种全新自然科研期刊

排名第一的国际科学周刊

•

《自然》杂志（Nature）创刊于1869年，是全球首屈一指的科学周刊，发表在所有科技领域中最出
色的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研究发表基于研究的原创性、重要性、及时性和结论性等方面做出决
定。《自然》杂志拥有无可比拟的质量和声誉，并且我们承诺，在发表突破性研究的同时保持严

•

《自然：生物医学工程》

•

《自然：生态学与进化》

谨的编辑过程，这正是《自然》成为引用率最高的多学科期刊的原因所在。自1869年创立以
来，《自然》不断启迪着全世界研究人员、临床医师以及学术和行业专家们，并为他们带来宝贵
的科学知识。

自然子刊（Nature journals）

springerna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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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天文学》

•

《自然：人类行为》

•

《自然综述：化学》

《自然》回溯数据库
您可以在nature.com网站上查看自然

自《自然》杂志（Nature ）创刊以来，已经发表了许多在现代科学史上最重大且最具影响力
的论文。从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到致力调查的新闻记者，《自然》回溯数据库都将为所有读者
提供对科学史的权威记录。

科研期刊的完整列表

发表生命科学、自然科学和临床科学领域的领先原创性研究

现有4部《自然》回溯数据库合集：

•

每月发行24种刊物

1869年11月——1949年12月/卷1-164

•

所有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型期刊在其所属类别排名中都位列前十*

•

1950年1月——1986年12月/卷165-324

有5种自然科学类期刊在其所属类别中为排名第一的研究型期刊*

•

20篇来自自然科研刊物的文章进入2015年Altmetric 前100名排行榜**

•

每种期刊都包含新闻与观点及评论文章

1987年1月——1996年12月/卷325-384
1997年1月——2006年12月/卷385-445

刊物精粹

您可以在nature.com网站上获取我们

nature.com网站上提供的学术期刊

的学术期刊

nature.com 网站上的学术期刊面向科学界，在众多专业领域享有广泛盛誉。
•

42 种优质学术期刊和22 种全文开放获取学术期刊

•

这42种刊物中，有27种是与知名医学或科学团体和机构合作发行

施普林格期刊（Springer journals）
施普林格期刊（Springer journals）组合包括2,500余种英语期刊和150余种德语期刊，全面
涵盖各个学科
施普林格期刊文章由顶尖研究员撰写，在11个不同主题领域提供大量相关和被频繁引用的刊
物。施普林格期刊易于查找，可以通过全球最全面的在线平台SpringerLink轻松获取，并且
可经该平台便捷访问数百万项科学技术及医学（STM）资源。

学科领域
行为科学

工程学

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

人文社科和法律

商业和经济学

数学和统计学

化学和材料科学

医学

计算机科学

物理和天文学

地球环境科学
[1] *

2014年期刊引用报告®（汤森路透，2015年）

[2] **

https://www.altmetric.com/top100/2015/

您可以在link.springer.com上获取我
们的施普林格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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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图书
at Springer Nature
施普林格电子图书文库
施普林格的20套电子图书文库提供当今能够获得的全球最大科学、技术及医学（STM）以及
人文及社会科学（HSS）图书文库。从2016版权年起，施普林格将其提供内容扩充为总计
20套学科文库。除10套STM学科文库外，如今可通过SpringerLink获取另外10套HSS电子图
书学科文库。所有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人文及社会科学电子图书都已
从Palgrave Connect中迁出，现可通过SpringerLink独家获取。

施普林格期刊回溯数据库（Springer journal Archives）
施普林格期刊回溯数据库（Springer journal Archives）目前有超过1000本期刊的200多万份论
文，并可回溯至创刊号。

Adis期刊

想要获得更多关于Adis期刊的信
息，请访问link.springer.com

优质学术期刊，关注合理药物治疗和行之有效的患者管理

施普林格电子图书文库提供内容包括顶尖专著、教科书、手册、图集、参考书、系列丛书和
回溯数据库等众多形式资料，使其成为一套无可比拟的科研和学习资源。
施普林格电子图书文库包含超过20万册书籍，包含全球最著名学者的研究著作。文库的规模
还在以每年新增12000余册图书的速度持续增长。

访问springer.com/archives获取
更多信息

人文与社会科学文库
行为科学与心理学
工商管理
经济学与金融
教育
历史
法律与犯罪学

Adis是著名的独立出版机构，发行30余种医学期刊及新闻简讯。Adis期刊是各类医务人员的
必备读物，其中包括专家、医生、护士、药剂师、临床药理学家、处方决策者、缴费人员以
及高校和医疗科研人员。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期刊（Palgrave Macmillan journals）

springernature.com

施普林格电子图书回溯数据库（Springer Book Archives）
您可以在link.springer.com上获取
我们的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期刊

施普林格电子图书回溯数据库（Springer Book Archives）包含超过110,000种优质电子图书，
其最早可追溯至1815年。文库大部分图书发表于过去30年中。施普林格电子图书图书回溯数
据库内容包括英语以及德语学科文库，可在SpringerLink平台获取。

文学、文化与传媒研究
政治学与国际研究
宗教与哲学
社会科学

包括50多种优质学术期刊，内容涉及商业与经济、人文及社会科学
作为施普林格·自然集团（Springer Nature）旗下成员，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

施普林格电子参考著作（Springer Reference Works）

一直以来都以活跃、灵活且有担当的期刊出版商而拥有极高声誉，并秉承其170余年学术出版
的一贯传统。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期刊内容可以通过SpringLink轻松获取。

《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 )
通过发行一系列国际版和《科学美国人：大脑》 ( Scientific American Mind )，介绍关于科学和
技术的独到见解和启发性研究进展
《科学美国人》( Scientific American ) 是大众读者获取科技和政策信息的重要权威来源。《科
学美国人》创刊于1845年，是美国持续出版历史最悠久的杂志。自创刊起至今，该杂志已发
表了15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科学家的文章，并建立起由一大批有影响力和前瞻思维的读者组
成的忠实读者群。
•

刊物发表未经同行评审的由从事相关工作/实验/研究的人士撰写的前沿文章

•

157位诺贝尔奖得主科学家已经为《科学美国人》贡献了250篇文章

•

包含信息图表（infographics）

欲了解关于《科学美国人》的更多
信息，请访问nature.com/
scientificamerican

作为施普林格电子图书文库的组成部分，施普林格（Springer）及帕尔格雷夫（Palgrave）
参考工具书为广大高校师生和企业科研人员提供了数百种数字版工具书，这些优质参考资料
由世界顶尖的科研人员和从业人员撰写。

科学、技术与医学文库
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
化学与材料科学
计算机科学

施普林格电子丛书（Springer eBook Series）
施普林格电子丛书（Springer eBook Series）是施普林格电子图书文库的另一个专业子库，
拥有24套知名电子丛书，并可分拆购买。包含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和 Lecture

Notes in Mathematics。

地球与环境科学
能源
工程学
数学与统计学
医学

施普林格电子丛书回溯数据库（Springer Book Series Archives）
施普林格电子丛书回溯数据库（Springer Book Series Archives）是施普林格回溯数据库项目
的基石。在线提供的7500个卷本中，包含诸如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等可追
溯至第1卷的精选丛书，以及大量出自获奖作者的著作。

物理与天文学
计算机职业技术与专业计算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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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以及解决方案
at Springer Nature
AdisInsight

springernature.com

如今还提供以下数据库：
adisinsight.springer.com

《自然：方法》（Nature Methods）

nature.com/nmeth

为读者提供阐述新方法和新应用的基础研究论文，以及一系列的观点、综述及短篇新闻。从
广泛但易于理解的角度，为繁忙的研究人员提供生命科学领域内的最重要及最新的方法学进
展。

由科学家编写
通过提供能够轻松获取的由专家编写的药物信息，促进您所在机构的重大发现。AdisInsight
通过单一且用户友好的数据库，提供针对全球范围内正在开发中药物的最引人关注的当前科
学和商业信息，以及临床试验、交易和安全报告。

Adis Pharmacovigilance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Springer Nature）简介

《自然：实验室指南》（Nature Protocols）
adis.com/pharmacovigilance

发表经同行评审的实验室步骤指南、用于生物学及生物医学研究技术的使用及改进，其中包
括基于物理和化学但可用于研究生物学问题的方法。实验室指南每周增加，涵盖最近发表在
顶级期刊上的新方法以及经典的成熟实验技术。

nature.com/nprot

用于监管文献监控的专业解决方案
为那些寻求稳妥释放其内部资源的药物警戒部门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Adis是本行业领
先数据库，提供范围广泛的服务以及个性化支持。

SpringerMaterials

materials.springer.com

SpringerMaterials 是支持科研人员快速查找并确认材料及其属性的数据库

Nano

nano.nature.com

Nano是帮助快速了解纳米技术的自然科研解决方案

SpringerMaterials提供：

这一独有资源提供源自高影响力期刊和专利，详细索引和高度结构化的纳米材料及设备的20
多万种相关信息——经纳米技术专家评估。平台利用智能功能，支持将数据库重要特色与摘
要及索引工具相结合，并令纳米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和科学家能够轻松找到易于搜索的纳米
科学数据、合成方法和文章。

SpringerProtocols
最全面的线上生命科学实验指南库
SpringerProtocols是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最大的实验室指南数据库。其使得研究人员可
以访问近30年间经过时间考验的分步实验室指南，并可即时在实验室使用。所有的实验室指
南都由相关学科领域的顶尖编辑进行撰写和审核。SpringerProtocols是现代研究实验室的宝
贵资源。

SpringerMaterials是提供有关材料属性精辟数据的综合性信息资源，尤其以电子与半导体材
料、燃料与能源材料以及物理化学领域资源见长。

springer.com/protocols

•

对250,000余种材料、3,000多种性质和140多万份文档提供高效检索和导引

•

精心策划编辑的内容，确保所提供的科学信息是准确并值得信赖的

•

功能完备、可进行大型和多样化的数据检索

SpringerReference

springer.com/springerreference

根据科学进展出版参考著作
SpringerReference提供施普林格参考著作的最新和即将出版的版本，并通过全新动态出版
模式进行持续更新。SpringerReference的创新流程使得经过同行评审的更新能够以开发所
允许的节奏进行，而不必与出版时间表保持一致。这令参考著作保持即时性和全面性，并为
研究人员提供获取最新科学进展的便捷途径。

zbMATH
首选数学资源
在纯粹与应用数学领域，提供最完整、最准确的摘要和评审服务。相对其他数学文献评审服
务来说，zbMATH提升了数学文献的导航，可以直接链接到当前文章和相关历史文章电子版
全文，并推荐更多相关书籍、论文和期刊。

springer.com/zbm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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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获取
at Springer Nature
开放研究是Springer Nature使命的核心。我们共有Springer、BioMed Central和自

springerna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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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普林格∙自然在线平台
.

SpringerLink

link.springer.com

然科研期刊等550余种开放获取期刊。我们将延续最佳实践和开放政策，并

我们的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单一平台：SpringerLink

关注作者的需求。

我们屡获殊荣的平台优势包括：

BioMed Central
15年来，BioMed Central与科学界通力合作，使得人们可以自由获取和发现科学研究成果。我
们致力于开放研究，目前已在生物、临床医学和卫生领域出版290余种经同行评审的开放获取
杂志。BioMed Central发表的所有文章均为开放获取形式，一经发表即可免费在线获取。

SpringerOpen

springeropen.com

•
•

含有表格、图表和视频等电子补充资料

•

根据学科分类的超过1000万份文件资料

•

能够按学科领域、出版物名称、主题、作者

•

自适应设计保证在台式电脑、平板电脑
和手机上都能获得最佳浏览体验，而不
丢失任何重要功能

•

SpringerLink会持续开发，并快速发布更
新

•

始终如一的用户友好型提示导航

引文或关键词进行文档检索

强大的搜索引擎

Nature.com

SpringerOpen为来自科学、技术、医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广大研究人员提供了以开放获
取模式在杂志和书籍中发表著作的场所。SpringerOpen出版涵盖了13个学科领域的230余种杂
志，并提供高水平同行评审和制作过程，从而保证工作的优异质量。为顺应日益增长的开放获取
出版需求，现在SpringerOpen还提供出版开放获取书籍和专著的选择。

自然科研（Nature Research）

可获取施普林格期刊、图书、参考工具
书、Adis期刊、帕尔格雷夫期刊和图书

•
biomedcentral.com

nature.com

所有自然科研刊物都可在Nature.com上获取
自然科研网站nature.com每月访客人数超过800万，网站提供自然科研的出版物与服务，
如《自然》杂志的新闻和评论以及国际领先的科研人员招聘平台Naturejobs。自然科研的一
系列研究者服务则包括了在线和面对面的培训、专业的语言和编辑服务等。
nature.com/openresearch

施普林格研发机构（Springer For R&D）

自然科研始终是支持开放获取的早期推动者。提供超过40种全文开放获取期刊和超过80种具
有开放获取选项的期刊。这些期刊范围广泛，从多学科刊物，如全球引用率最高的多学科开
放获取期刊《自然：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 ），至高度专业化的刊物，如自然合作
期刊 ( Nature Partner Journals）。结合严格同行评审、卓越的编辑以及技术创新，自然科研
开放获取期刊令更多读者可以发现、分享并引用优质的研究成果。

伴随着施普林格研发机构的产生，我们建立起一个真正致力于服务商业市场及其研究人员需
求的内容平台。我们通过分析现有企业研究人员的使用和研究行为，确定并策划内容，以服
务行业研究和开发的需求
针对各个市场量身定制的内容解决方案:

Palgrave Open
帕尔格雷夫（Palgrave）为作者及其资助方提供所有出版形式的开放获取选择，包括：杂
志、专著和通过Palgrave Open出版的中篇专著（Palgrave Pivots）。我们是最早提供人文及
社会科学开放获取选择的出版机构之一，并仍然在积极致力于为这些学科开发可持续的开放
获取模式。帕尔格雷夫为作者提供严格而专业的出版标准，以及广泛的传播途径。

palgrave-journals.com/
palgraveopen

•

航空航天

•

医院与卫生

•

汽车

•

IT与软件

•

化工制造

•

法律

•

消费品与食品

•

材料与钢铁

•

电子产品

•

石油、天然气与地球科学

•

能源、公共事业与环境

•

制药与生物技术

•

工程学

•

电信

•

金融、商业与银行业

link.spring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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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ernature.com
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在2015年由施普林格科学与商业媒
体（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自然出版集团（Nature
Publishing Group）、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及
麦克米伦教育（Macmillan Education）合并而成。

施普林格·自然致力于为当今的科研人员开拓发现之路，助力其加速
解决我们社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们利用封面插图聊以纪念历史
上那些为人类知识添砖加瓦的伟大人物。

玛丽•居里
玛丽•居里不仅作为放射性领域的非凡先驱，还是一位开创性的女
性科学家，在仍由男性作为主导的科学世界中大放光彩。居里，这
位波兰裔法国籍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发现两种新元素：钋和镭，颠
覆了我们对放射现象的理解——放射现象是不稳定原子以放射形式
释放能量的衰退过程。居里是不论男性还是女性科学家中两次荣获
或共享诺贝尔奖的第一人，是其所在时代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其
影响力在从粒子物理到医学的众多当代科学领域中依然可见。

此处插图由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旗下一支优秀的设计师团队创作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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