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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OOOSSS   PPPIIIVVVOOOTTT   

学学术术赞赞助助和和研研究究专专业业连连结结的的下下一一世世代代的的工工具具  

多年以来，COS 提供的工具专注在帮助研究人员找到学术赞助和潛在合作研究的 

机会，如今 COS 更是跨进一大步的提供下一世代的产品。 

PIVOT 提供研究管理人员、研究发展专业人员、以及其机构一个快速、简易的方法，能把准确的研

究机会、学术赞助基金、和人员汇聚在一起。它为教师、研究人员、和研究生提供了无论是全球化

或是本地化的连结机会，使他们能探索新的学术赞助和研究合作。 

我们以全球知名的 COS 学者信息数据库（COS Scholar Universe）和 COS 学术赞助信息数据库

（COS Funding Opportunities）当作基礎，自动搓合最合适的推动研究的信息给用戶，以及为研

究机构管理人员提供自动推送有用的信息给研究人员。 

PPIIVVOOTT 的的强强大大功功能能包包括括：：  

提供全球最全面的学术赞助机会信息 

从你的机构內部和外部识別研究人员的专业方向 

促进培養重要的合作伙伴和联盟关系 

減少搜尋的繁琐工作，专注在赢得必要的奨励和补助 

提高教师、团队、或研究人员和研究发展管理办公室之间的沟通、监控和跟踪 

为教职员工的研究生涯构建一个强大的联系网络 

 

欢迎您和 Proquest – RefWorks/COS 大中华区域销售经理 陈超然联系，手机：15123967614、邮箱：

francis.chen@refworks-cos.com、 地址：100007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1 号来福士广场写字楼 602 室。 



 

   

 
 

 

 

Pivot对科研管理办公室的好處： 
 

使用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超过３００万个研究人员的个人档案 

  以及教师可以自己更新的个人信息 

在近期，Pivot將允许科研管理办公室管理和更新他们的学者个人信息 

订购能确保我们对本机构的科研人员个人信息进行完整的审阅 

科研管理办公室能监控其科研人员跟踪的赞助机会 

Pivot允许科研管理办公室直接在他们用戶的首页放置重要的赞助机会信息 

Pivot允许科研管理办公室直接在他们用戶的首贡放置重要的搜索策略 

允许科研管理办公室创建群组，更简单的传送信息 

科研管理办公室可以自行对单独一笔学术赞助信息设定申请期限，以免错过重要的期限 

科研管理办公室可以对每一笔学术赞助信息添加注释，和简单的嵌入您办公室的位置和相关信息 

科研管理办公室可以很简单的对每一个符合学术赞助机会的申请者发掘潛在的合作对象 

很容易追踪分享给科研人员的赞助机会信息，包括信息的传递和该科研人员做了任何动作 

ProQuest提供管理人员和一般用戶专业的培训 

 
  

Pivot对科研人员的好處： 
  

根据个人信息提供针对性的基金信息 

很容易把跟踪的基金信息分享给其他科研人员 

能把学术赞助机会信息保存在活跃机会和追踪机会两个不同的列表中 

用戶可以看到在他们的机构中还有多少人也对其追踪的机会信息感兴趣 

用戶可以保存无限多个基金搜索策略 

用戶可以用简单的方法在他们的首页上被分享的区域对被分享的基金机会信息进行持续的追踪 

用戶可以对个人信息搜索结果创建群组关系，并把这些群组关连为基金机会的合作申请群 

Pivot的简短培训视频可以在Pivot YouTube网站上取得 

免费的（在線）培训和培训录取视频 

用戶可以上传个人简介或出版品网页的索引，并连结到他们的个人信息 

每一笔在数据库里的基金机会都包括机构內部和外部的潛在合作者名单。是合作，也是对竞爭者的调研。 

 

  

进一步了解Pivot请联系： 

ProQuest – RefWorks/COS公司 

陈超然  手机：15123967614 

电邮：Francis.Chen@refworks-cos.com 

地址：100007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1号来福士广场写字楼602室 

  
 

 

mailto:Francis.Chen@refworks-cos.com


 

COS Funding Opportunities – COS 学术赞助机会数据库 
 

以学术赞助连接学者和研究人员 

 

COS学术赞助机会数据库对于研究人员和学者而言，提供的

是全球性、多元化的奖励。目前有超过 1万个从公共和私人

部门来的超过 2万 6千笔的有效记录，用途范围包括了：研

究、合作、旅游、设备、设施、来访人员等等。 

 

便利的检索界面提供使用者更精确的检索结果。整合的预警

（alert）功能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将符合条件的一些新的

和更新的机会信息传递给使用者。特殊的工具让研究管理人

更容易为他人提供赞助信息。 

 

随着研究经费的日愈紧张，COS 学术赞助机会数据库是每位学者和研究人员不可或缺的工具。 

 

 

主题涉及：超过 3,000个主题被分类在以下的分类中： 

Agriculture and Food Sciences 农业和食品科学 

(Geographic) Area Studies (地理)区域研究 

Arts and Humanities 艺术和人文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Commerce 商业，管理和商务 

Education 教育 

Energy Sciences 能源科学 

Engineering 工程 

Health and Medicine 卫生和医药 

Law 法律 

Mathematics 数学 

Natural and Physical Sciences 自然和物理科学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 

Technology 科技 

 

日期范围：今天以后－ 

 

更新频率：每日－新增记录、更新部份旧记录内容、清除过期记录 

 

数量：26,000笔 

 



 

记录范例 

Database COS Funding Opportunities  

Title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Descriptors Autism Genetics Pathology  

Sponsor National Alliance for Autism Research (NAAR)  

Sponsor Type Other Nonprofit 

Deadline 1-Nov-06 

Deadline Note 

Anticipated deadline. A deadline for the next cycle has not been 

confirmed. The record will be updated when new program information 

becomes available. A letter of intent is required before applying for 

this grant. The deadline for receipt of a letter of intent is November 

1, 2005. The deadline for reciept of a completed application is January 

31, 2006.  

Upper Amount USD$300,000  

Amount Note Up to $300,000 will be given for two-year awards.  

Eligibility 

This grant is open to investigators at established research 

institutions worldwide that require funds to develop concepts and 

obtain preliminary data.  

Citizenship Unrestricted  

Activity Location Unrestricted  

Requirements Ph.D./M.D./Other Professional  

Abstract 

The National Alliance for Autism Research (NAAR) is sponsoring a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gram to foster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al research. This award supports two investigators whose 

research crosses autism-related disciplines, especially those 

involving a basic and a clinical science. The overarching goal would 

be to relate studies in cellular and animal models to those examining 

human autism genetics, function, structure or pathology. The 

collaborating investigators are required to explain why there is 

necessary linkage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s, how results in 

one study will impact the next steps in the other, and how the 

collaboration will lead to insights that could not be accomplished 

otherwise. NAAR aims to support research in all areas that may advance 

its mission, including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 both clinical and 

non-clinical in nature.  

Address 99 Wall Street Research Park, Princeton, New Jersey 08540, USA  

Telephone +1 (888) 777-6277 / +1 (609) 430-9160 ext 23  

Email Address grantadmin@naar.org  

Resource Location http://www.naar.org/research/research.asp  

Last Revision Date 20051101 

Funding Type Research  

Accession Number 95697 

 



 

COS Scholar Universe － COS 世界学者数据库 
 

汇集了世界上的学者信息 

 

COS世界学者数据库为研究人员及学者提供了一个轻松检索的方

法。超过 200不同主题的分类，以及近 300 万笔学者的详细学者

个人信息，此数据库帮助了研究人员和学术单位的职员彼此间可

以共享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同时也扩大了他们在相关领域的交流

范围，使他们认识到其它原来不认识，但又在相同领域中做同样

研究的人。 

 

此数据库的编辑方式提供了一名学者在其学术生涯中的快照，内

容包括了个人背景、教育经历、研究兴趣、出版品内容、获得的

奖励、和联系信息等等。随着对跨学科和国际性的学术合作交流的需求不断的增加，COS 世界学者数据库成

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资源。 

COS世界学者数据库提供了近 3 百万笔国际知名学术机构的学者信息，他们大多也活沃在一些有影响力的学

术出版品中。该数据库内容主要也提供了他们在 4年制高校和部门的信息，而学者库的社群功能是使用者

在特定研究领域中，通过关键词找到他们要交流对象的一个特殊工具。 

数据库内容范围： 

学者总数：307万 
 

主要学科信息包括：（以下统计更新至 2011年 4月 30日） 

major subject 主要学科 全球 中国(含港澳台) 

Agriculture 农业 61,024  430 

Allied Health 应用医疗 212,515  879 

Applied Science 应用科学 471,397  4,321 

Architecture 建筑 34,276  426 

Arts 艺术 144,296  349 

Business 商业 228,423  2,915 

Education 教育学 123,048  339 

Engineering 工程学 189,389  3,741 

Environmental Science 环境科学 59,173  421 

Humanities 人类学 307,256  1,755 

Law 法律 66,188  397 

Mass Communication 大众传播 62,455  205 

Medicine 医药 582,992  1,488 

Natural Science 自然科学 249,201  973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 349,425  1,865 

Total 全部(扣除重复) 2,923,953  19,866 

*请注意，这些主要学科领域又再细分成大约 250个不同的学科分类。 

高校数量：2,213 



 

 

 

超过二百万笔学者信息是被确认过的，这些机构国家包括： 

 澳大利亚 

 加拿大 

 印度 

 墨西哥 

 荷兰 

 新西兰 

 南非 

 英国 

 美国 

学者个人信息内容包括： 

 作者单位 

 共同作者 

 出版品 

 链接到个人简历 

 个人网站 

 兴趣的研究方向 

 电子邮件信息 

其它可提供的机构简介包括： 

 联系信息 

 机构主网页 

 成员名单等等 

更新频率：月更新 

来源 

世界学者™ 的收录是全球覆盖率最大的专职教师信息的检索来源。 

 

 近 300 万条个人信息 

 国际和多学科的范围 

 编辑方式被控制 

 定期检讨的准确性 

世界学者™ 是出版商、企业、和期刊编辑人员──任何机构需要取得外部专家信息时的基本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