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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出版社介绍 

 

        美国数学学会成立于1888年，

宗旨是为了通过专业出版，会议等

不同方式的交流，促进数学及其相

关科学领域内的专业研究及学术水

平的国际间的相互提升。 

美国数学会总部，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市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出版社介绍 

 
基本情况：1888年成立，1923年
正式形成董事会制。  

 

部门分工：会议及专业服务，出版，
编辑，财务，政府关系，信息服务，
数学评论 

工作人员：210人 。 

 

会员： 

全球有超过3万人的个人会员， 

600个学术机构会员。  



Academic Institute  

 

高校名称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 

Yale University 耶鲁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 

M.I.T 麻省理工学院 

Stanford university 斯坦福大学 

Duke University  杜克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约翰霍布金斯大学 

Cornell Univaersity 康奈尔大学 

Vanderbilt University 范德堡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Carnegie Mellon 卡内基梅隆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 纽约大学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高校名称 

 

清华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武汉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 

同济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厦门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南开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重庆大学 湖北师范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四川师范大学 

超过百所中国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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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hSciNet 



 MathSciNet 

      《数学评论》（Mathematical 

Reviews）是美国数学学会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发行的一份期刊，内含对数学、统计学
与计算机科学领域出版物的摘要和评论
内容。 

 

       创刊号于1940年1月份发行 

       第一期包括32页，176条评论 

       该刊创始编辑有数学史家O. 诺伊
格鲍尔(Neugebauer，1899-1990)、数
学家J.D. 塔马金(Tamarkin，1888-

1945)和O. 维布伦(veblen，1880-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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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信息泛滥、鱼龙混杂的

时代，对于我们文献工作者具有重

要意义。 

 MathSciNet 

创始编辑Otto Neugebauer奥托·诺伊格鲍尔  



     《数学评论》（Mathematical 

Reviews）撰写评论条目的评论员由编
辑部直接聘请。从一开始就享有极高声
誉，很快就成为利用得最广的数学刊物
之一。 

 

        该刊为月刊，每6期为一卷，年底
有作者索引和内容索引各一册。现在每
期约有45000条评论，分为61个类别，
依靠世界各地近12000位评论员撰写。 

 

        从2013年起该刊停止出版纸质版。  

 MathSciNet 



 MathSciNet 

        MathSciNet数据库是美国数学学
会出版的《数学评论》Mathematical 

Reviews的网络版。 

 

        包含《数学评论》自1940年出版
以来的所有评论文章，包括期刊、图
书、会议录、文集和预印本。 

 

        对来自全世界200余家专业出版社的2000多种期刊做评选，对500

余种数学核心期刊做出全评。目前中国有近150种期刊被选评。是数学
科研工作者最常用的工具。 



 
 

• MathSciNet包含 
              2000种期刊出版物 评论全文 
                170多万多个链接，直接链接至在线期刊等出版物 
                年均增加11万条记录 

 
• MathSciNet数据总量 
                
                

 MathSciNet 

2013年 2,912,131条评论 

2014年 3,098,081条评论 

2015年 3,210,336条评论 

2016年 3,369,787条评论 

2017年 3,597,739条评论 



MathSciNet   检索和使用 

 MathSciNet 



检索类别 

搜索项目下拉
菜单 



例1：对文章的检索 



选择出版物 

选择搜索项目，
输入检索词。 



检索结果 

精
炼
结
果
工
具
栏 

可按日期、引
用次数等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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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状态 



《数学评论》条目号 

 数学主题分类代码 



查看评论全文 



• 检索结果：与该作者相关的数据 

– 该作者的文章 

– Co-Authors 

– Co-Authors之间的相互“合作深度” 

 

例2：对Author作者资料检索 



注意：检索词Hua

可以作为姓，也可
以作为名进行检索。 



按引用次数排序 





例3：通过MSC数学主题分类检索 



        Mathematics Subject Classification(MSC) 数学

主题分类是由美国《数学评论》编写。每一个分类项目
都有一个一级分类，许多项目都有一个或者多个二级分
类。 

        通过MSC分类检索，查询到的结果均为该数学主
题的相关内容。 



通过MSC分类检索，查询到的结果均为
该数学主题的相关内容。 



在右上选择“免费工具箱”后， 

在左上选择“搜索数学主题分类”
可以查询具体数学主题的代码。 



        MSC由五个字符组成，被《数学评论》
和《最新数学出版物》广泛应用。 

        以82C22为例，82代表Statistical 

mechanics, structure of matter。 82C代表
Time-dependent statistical mechanics。
82C22代表Interacting particle systems。在

搜索时，可以输入前两个或三个字符来扩大搜
索范围。 



例4：组合检索 



选择搜索项目， 

同时输入姓名和题目 



检索结果相对精准 

点击期刊名称，可以直接查看该期刊
被MathSciNet评论的全部信息，和历
年被引用次数等相关信息。 









例5：通过机构代码检索 



Institution Code 机构代码查询： 
 

可以点击链接 www.ams.org/instcode/。 

一个代码由2到3部分构成并用分隔符连接。这些部分代表大学或机构。 

在机构名称一栏
输入北京大学 

查询到的代码结果 

http://www.ams.org/instcode/


选择“研究机构代码”， 
输入“PRC-BJ” 

 

Institution Code 机构代码 

 

机构代码用于识别作者在出版时所属的机构。整个机构代码
或者部分机构代码可以用来进行检索。 

 



查询结果均为由北京大
学人员发表，或合作发
表的文章。 







搜索技巧——引号的应用 

  

例：我们对fundamental lemma 进行检索。 

        现在系统会对fundamental lemma进行分开检索。这样搜索的结果为2,961条。 

        如果我们想对fundamental lemma 整体进行检索，就要加用引号，输入
“fundamental lemma”，检索结果就会变成515条。 

 



检索词输入
fundamental lemma  



检索结果为2961条 



注意：在输入检索词
时加入“”引号。 



检索结果为515条 



0 

        如下我们发现有两篇文章在同一个浅蓝色背景

。是因为这两本书是相关的，并且被同一个人
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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