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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活动中的定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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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活动定量数据产出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Outcomes & 
Impact

 Knowledge / 
Research output

 Technology / 
Technology 
transfer

 People** / 
Trainees

Outputs

Inputs

Strategy

 Researchers
 Administrators
 Faculty
 Students

 Public budgets
 Endowments
 Tuition
 Research grants
 Industry partnerships

 Leadership team
 Regulatory framework
 Strategic vision

Resources

 Engagement
 Diversity (international, 

disciplinary, 
demographic, etc.)

 Funding prioritization & 
management

 Autonomy
 Research freedom
 Culture of excellence

Implementation & 
Administration

 Teaching

 Service

 Research

Activities

Talent

Governance

Funding*

投入 活动 产出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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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活动中的定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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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活动
表现

科技创新投入 科技创新产出 科技创新活动效果 科技创新领域布局 科技创新主题 科技创新主体 科技人才发展

基金资助情况 科研论文产出/态势 科技发展总体影响力
/态势 学科领域分布

Research 
Fronts/前瞻性方

向
高校 人才分布

研发经费投入 专利技术产出/态势 相对影响力 技术领域布局 热点/焦点方向 政府科研机构 人才流动

… 科技成果转化… 平均影响力… 产业/行业布局… 新兴技术… 企业… 顶尖人才识别…

竞争格局 国家/地区、创新主体间对标分析、榜单及排名

科技创新
合作 国家/地区、创新主体间的合作分析



客观数据的作用

数据，信息和情报的区别：数据量和
可用性

数据：相对易获取，海量

信息：一系列单点数据结合起来回答
一个简单的问题的时候，信息就产生
了。

情报：利用这些数据和信息来讲述一
件事情，这件事情可以用来帮助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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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学科服务工作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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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发展

“双一流”建设是高校发展
的重大契机与挑战

破五唯对高校发展
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0到1
加强基础研究

学科交叉
学科融合

提升专利质量
促进转化运用

新形势下高校发展新动态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建设发展近况

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
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公布

9

中国传媒大学2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

高校名称 一流学科

1 中国传媒大学 新闻传播学、戏剧与影视学

2 中国人民大学 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14个学科

3 中央戏剧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

4 北京师范大学 包括戏剧与影视学在内的12个学科



“十四五”规划-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

•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 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推进
学科交叉融合，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瞄准人工智能、量
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
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
科技项目。

•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 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支持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实行更加
开放的人才政策，构筑集聚国内外优秀人才的科研创新高地。

• 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 完善科技评价机制，优化科技奖励项目。促进科技开放合作，研
究设立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



“十四五”规划-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



学科服务工作在新形

势下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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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对标分析

一级学科分析

ESI学科分析

研究领域前沿探测

科研绩效分析评估

学术成果数据支撑

人才发展政策分析

师资
队伍

科学
研究

规划
决策

学科建设
青年人才遴选与培育

学者学术影响力评估

高层次人才挖掘

某大学服务学科建设的主要服务内容
• 学科馆员新形势下的核心任务：

“双一流”建设以学科为基础，

突出了学科建设对学校发展的重

要性。高校图书馆是面向学校教

学科研服务，核心任务是服务学

校发展大局，新的发展趋向加强

学科资源建设和学科服务工作。

某大学服务学科建设的主要服务内容



多元化指标深化学科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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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五唯”形势下科技评价的新变化

2020年2月17日，科技部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
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国科发监〔2020〕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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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教育部第五轮学科评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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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五唯对高校发展提出
了新的要求

• 代表作制度

• 学术诚信

• 分类评价评估体系

 2021年2月22日，教育部科技司负责人在教育部答记者问上强调，文件的
出台是为扭转当前科研评价中存在的SCI论文相关指标片面、过度、扭曲
使用等现象，破除的是论文“SCI至上”，不是否定SCI，更不是反对发表
论文。我们鼓励发表高水平、高质量，有创新价值，体现服务贡献的学术
论文，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声音。有些方面则考虑到我国高校的发展水
平还存在很大差异，不同学科的特点和要求也不一样，采取非刚性的要求，
是为了给学校一定的政策灵活度，发挥学校的主动性。由学校在贯彻落实
过程中，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特点、学科发展特点的具体政策。

 在2021年2月26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介绍加快建设
创新型国家，全面支撑新发展格局有关情况。王志刚部长在谈到开展“四
唯”清理行动时强调：我们这里讲的“唯论文”，这个“唯”是因为把它
作为唯一的标准了。论文本身是好东西，我们搞科研活动，在研究阶段，
有新的发展、有新的规律总结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发表论文，把科研成果
固化下来并且和同行进行交流。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唯一的标准，就走向了
问题的反面，走向极端了，所以我们这里强调的是“不唯”，但是我们还
是提倡，年轻人刚开始搞科研的时候，能够写论文就是好事，高水平的科
学家应该提供高水平的论文，但论文一定是自己科研活动的结晶。

克服唯，破除至上 ≠ 完全不需要，而是合理使用



近年来科技评价政策导向变化

资料来源 科技评价新形势下高校图书馆决策支持服务再思考 上海交通大学 潘卫:《 —— 》 16

形式

内涵

数量

质量

单一

多元 贡献

指标



如何在学科服务工作中合理使用

定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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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计量学指标幷不是要取代专家(评议)，而是为了能够对研究工作进行观察和评论，从而使专家掌握足够
的信息，形成根据更充分的意见，幷在更高的信息集成水平上更具权威性。

———Dr. Ronald Rousseau, “评价科研机构的文献计量学和经济计量学指标”，《科研评价与指标》，红旗出版社，第17页，2000年

• 全球化，自上而下的视角

• 加权的、相对的度量方法

• 能够揭示最新研究的贡献

引文分析：定量

• 小范围内，自下而上的视角

• 绝对的、主观认知和判断

• 会受到较早以前研究成果的影响

同行评议：定性

定量分析与定性评价的比较和关系



Citation代表什么？

Citation = Usefulness 

 Influence

 Impact 

 performance

Citation Quality

Academic/Scholarly impact 

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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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绩效评估: 从国家到个人

基本准则：

 基础研究优于应用研究

 整体优于个体

 长期优于短期

 相对指标优于绝对指标

 多指标优于单指标

20

分析采用的方法应该直截了当并易于解释，以

便其他人能够理解并进行核查。这种透明度可

以确保文献计量学的结果有效可靠。

公开、客观地呈现结果!

在同行评议的基础上，结合科学计量学的深入

分析，为决策者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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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分析指标的合理使用

• 使用期刊影响因子作为研究人员学术影响力的替代指标是

具有误导性的，正确的做法是使用论文、研究人员、机构以及

国家的规范化的被引表现。

• 在评估中使用单一指标是不合理的，是有失公允的(例如：

只用h指数单一指标评价科学家)

 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CNCI）

 百分位（Percentile） 及射束图

 期刊影响因子百分位（JIFP）

 ……

• 单一指标

• 绝对指标

“两个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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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分析指标的演变

发表论文的绝对数
量

问题：
发表1000篇的机构就一
定优于发表900篇的吗？

发表论文的被引次
数

问题：
被引用100次的文章就
一定优于被引90次的吗？

考虑到学科和出版
年代差异后的比较

问题：
当绝对数量差异较大时
如何比较？

一系列相对指针的组合



23

指标标准化

学科 发表年份 文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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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CNCI)的定义
2008年在Mathematics学科
发表的文献类型为Article的
文章篇均被引频次

201/10.29 =19.53

期刊所在学科: Mathematics
文献类型: Article

对于任何一篇2008年在Mathematics学科出版的Article:
若CNCI>1, 说明其引文影响力已经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若CNCI<1, 说明其引文影响力不及全球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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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位数(Percentile)示意图

论文1 被引用1365次

论文2 被引用1278次

论文3 被引用1139次

论文4 被引用987次

论文5 被引用935次

论文6 被引用821次

……

论文100 被引用4次

全球
发表
论文

百分位99%

百分位95%

百分位1%

被引频次的百分位数是x%，意为该论文的被引频次在同学科、同出版年、同文献类型的论文中位于前x%



InCites：多维度指标辅助科研/基金/学科/人才/合作/馆藏分析

ESI指标文章指标 合作指标标准化指标 期刊指标 Text here机构调查 国家指标

Web of Science
文献量

被引次数

平均被引用次数

被引用论文数量

论文被引百分比

H-index

学科规范化的
引文影响力

学科规范化的引文
影响力-国家规范化

被引次数排名前1%
的论文百分比

被引次数排名前
10%的论文百分比

相对于全球平均水
平的引文影响力

基线

高被引论文百分比

热门论文百分比

热门论文数量

高被引论文数量

国家

机构类型

州/省

Q1期刊中论文的百
分比

Q2期刊中论文的百
分比

Q3期刊中论文的百
分比

Q4期刊中论文的百
分比

JIF 期刊中的论文

Q1期刊中的论文

Q2期刊中的论文

Q3期刊中的论文

Q4期刊中的论文

期刊规范化的引文
影响力

国际合作百分比

产业合作百分比

国际合作论文数量

教学人员/学生

国际教学人员/教学
人员

博士学位/教学人员

博士学位/硕士学位

机构收入/教学人员

论文/教学+研究人
员

论文/教学+研究人
员

国际合作论文/论文

研究收入/教学人员-
正规化

产学研究收入/教学
人员研究声誉-全球

国际学生/学生

教学声誉-全球

作者位置
指标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末位作者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末位作者%

DOAJ金色文档

其他金色文档

所有开放存取文档

绿色已出版文档

绿色已录用文档

铜色文档

DOAJ金色文档%

其他金色文档%

所有开放存取文档
%

绿色已出版文档%

绿色已录用文档%

铜色文档%

开放获取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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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事实型数据的学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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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优化学科结构，凝练学科发展方向？

如何更好地选择国内外合作机构？

如何加强本机构人才队伍建设？

如何优化分配研究资源？

如何扩大科研人员的学术影响力？

如何打造学术名片，提高机构声誉？

……

制定学科发展战略需要回答的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十四五”发展规划（2021-
2025）》
一、发展基础与环境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三、全面实施“三个跨越”战略任务
（三）从国内一流高校向国际一流高校跨越
1. 打造国际传播学科、科研与人才高地
2. 建设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的国际传播实

践平台体系
3. 构建国际化专业和课程体系
4. 提升科研和创作的国际影响力
5. 打造高水平国际化师资队伍
6. 提高留学生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
7. 增强本土学生国际化素养和能力
8. 将海南国际学院建成学校迈向国际一流的重要

平台
9. 构建全球一流的合作伙伴网络



在此之前要了解清楚的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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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机构的科研产出如何？发展趋势如何？

本机构的各学科发展态势如何？

同类机构的学科发展状况如何？

本机构的国内外合作情况如何？

本机构的文献资源保障如何？

本机构的科研人员的产出如何？

本机构的基金资助情况如何？

……

NOW！

在此之前要了解清楚的问题是……



深入学科分析，优化学科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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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睿唯安的多种学科分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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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学科

教育部一级学科

Web of Science学科

Citation Topics

21个学科大类，以期刊进行分类
相对宽泛，适合宏观维度分析

ESI学科

254个学科，以期刊进行分类
相对精细，适合微观层面分析，如个人学术
成果的研究方向，机构学科对标分析等

Web of Science学科

研究主题，以论文进行分类
• Macro-topics (10)
• Meso-topics (326)
• Micro-topics (2444)

Citation Topics

.

教育部一级学科
14个门类，97个一级学科，以期刊进行分类
适合基于国内政策下的相关学科分析

联合国SDG分类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分类
与Citation Topics中微观主题进行匹配，
以论文进行分类，包含16个SDG方向



ESI学科分类的使用场景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发布的

《中国科学中的湖北》报告采用文献

计量学方法揭示湖北省的的基础科学

研究现状，展示湖北省在中国基础科

学研究版图中的地位与影响。

学科分类：ESI学科分类

科睿唯安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的《研究前沿》系列

报告，基于Web of Science和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基础科学指标，简称ESI）的高质量数据，

把ESI数据库的21个学科划分到11个高度聚合的大学科

领域中……

3
4



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分类的使用场景

3
5

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科类一级学科数据分析报告》

基于北京大学一级学科数据分析平台（http://scie.pku.edu.cn）的规范

数据，从一级学科整体而非某一具体高校的角度，对近10年来（2004～2013

年）我国人文社科类17 个一级学科的相关评估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

各一级学科的分析要点包括国内外学科排名、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国际

论文统计分析（即我国学者在对应学科领域的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并被SCIE、

SSCI和A&HCI收录的论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统计分析、 优秀博士论文与

高校优秀成果奖、重点学科与优秀人才。



Web of Science学科的使用场景

• 基于Web of Science学科进行学科多样性的研究。
• 多样性通过丰富性（variety）、差异性（disparity）

以及平衡性（balance）或均衡性（evenness）来
考量。

要想得到高质量的多样性指数，

分类体系的选择是关键所在

⸺Web of Science学科分

类几十年来久经研究者的考验”

“

G7集团国家及BRICK（金砖国家）的研
究布局多样化程度趋势分析
（注：基尼系数为1则表示树枝间呈现最大的不均等，
即多数论文集中在少数几个学科，其他学科仅有非
常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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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ation Topics
引文聚类

引用与被引用的参考文献
（对1980年以前出版的文
献的引用也被考虑在内）

识别文献之间的引文关系
（包含1980年至今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所有文献）

基于这些关系对
文献进行聚类

CWTS的支持算法关注文献间的引

文关系，这些引用关系的强度将

相关文献汇聚到一起，形成离散

的相关文献聚类

资料统计聚焦在Web of Science核

心合集1980年至今的文献

基于InCites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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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聚类到主题

通过与CWTS和ISI合作，InCites团

队测试了算法，并根据需要调整

了参数，以满足我们对10-15个

宏观主题、200-400个中观主题

和~2500个微观主题的初始要求

Micro 微观主题（2444）

小聚类被迭代地组合，直到达
到最小聚类大小的阈值

相同的上级归
属使得聚类关

系更加巩固

Meso 中观主题
（326）

Macro 宏观主题（10）

为了避免某一主题落在两个上级主
题之间，使用人为参数将该主题与

单个上级主题对应

基于InCites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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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ation Topics的使用场景

通过对每篇论文研究方向的分类，您可以：
快速锁定您关注特定研究领域的专家，从而为战略合作或指定人才引进策略提供依据。
将您的研究与同一研究领域的同行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标分析，而不仅与相似期刊中发表的科研成
果进行对比。
轻松了解哪些特定的研究方向正在增强您所在机构的科研优势。

Citation Topics（Micro）：
OLEDs

台湾清华大学

台湾清华大学

基于InCites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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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科研概览

• 机构学科分析

• 机构对标分析

• 合作情况分析

• 科研人员分析

• 期刊与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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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科研概览

• 机构学科分析

• 机构对标分析

• 合作情况分析

• 科研人员分析

• 期刊与基金

机构科研概览

基于Web of Science 的科研产出与影响力分析

TOP学科/作者/投稿期刊
总体发文/影响力趋势

李增瑞

逯贵祯

王永滨

柴剑平

论文量 被引频次 高被引论文 机构H指数

3,236篇 8,900+次 1 39 0.6

CN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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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科研概览

• 机构学科分析

• 机构对标分析

• 合作情况分析

• 科研人员分析

• 期刊与基金

机构学科分析：Web of Science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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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科研概览

• 机构学科分析

• 机构对标分析

• 合作情况分析

• 科研人员分析

• 期刊与基金

机构学科分析：Web of Science学科发展趋势
（20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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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学科视角看某机构的学科布局？

Question ?



机构学科分析：Citation Topic

1980-2022

46

20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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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科研概览

• 机构学科分析

• 机构对标分析

• 合作情况分析

• 科研人员分析

• 期刊与基金

发文量top10的Citation Topic的变化

Citation topic（1980-2022） Citation Topic（2016-2020）
Video Coding Deep Learning
Deep Learning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MIMO Video Coding
LDPC Metamaterials
Metamaterials MIMO
Image Retrieval Sentiment Analysis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Fuzzy Sets
Antenna Antenna
Fuzzy Sets LDPC
Complex Networks Image Retrieval



机构学科分析：Citation Topic 20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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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科研概览

• 机构学科分析

• 机构对标分析

• 合作情况分析

• 科研人员分析

• 期刊与基金

机构学科分析：被引次数前十的Citation Topic
（2016-2020）



我们的优势学科/潜力学科具有哪些优势与不足？

有哪些机构的经验值得借鉴？

50

Ques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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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科研概览

• 机构学科分析

• 机构对标分析

• 合作情况分析

• 科研人员分析

• 期刊与基金

机构对标分析

对标分析的维度

行业排名

同地域机构

机
构

教育部一级学科

ESI学科

Web of Science学科

…

学
科

同类型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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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对标分析——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2016-2020）

中国传媒大学： 812 / 971 复旦大学： 40 / 971 中国人民大学： 108 /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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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科研概览

• 机构学科分析

• 机构对标分析

• 合作情况分析

• 科研人员分析

• 期刊与基金

机构对标分析——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
2016-2020

各机构的指标差异：
Why？

投稿期刊？
科研人员？
国际合作？
基金资助？
……



遴选高效合作伙伴，提升高水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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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科研概览

• 机构学科分析

• 机构对标分析

• 合作情况分析

• 科研人员分析

• 期刊与基金

如何选择科研合作伙伴？

• 是否为一流大学/一流或特色学科？

• 领域内的领军人物和团队是谁？
— 是否和该机构已有合作基础？
— 与哪些科研人员在进行合作？

• 对方的优势学科有哪些？
— 他们的优势是否与我们的需求/优势匹配/互补？

• 双方从合作中能够获得的成果？
— 这些成果是否与本机构的目标匹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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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科研概览

• 机构学科分析

• 机构对标分析

• 合作情况分析

• 科研人员分析

• 期刊与基金

主要的科研合作伙伴（合作发文量）



合作的效果

57

进一步可分析：

1. 各机构主要的合
作人员、课题组

2. 哪些可以继续加
强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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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科研概览

• 机构学科分析

• 机构对标分析

• 合作情况分析

• 科研人员分析

• 期刊与基金

合作论文：Slovak Univ.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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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著機関にとっての被引用数感度

合作双方的规范化
引文影响力均有提高

本机构低，合作机构高

本机构高，合作机构低

合作双方均低

规
范

化
引

文
影

响
力

-本
机

构

规范化引文影响力-合作机构

• CNCI 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

• 气泡大小=合作论文数目

A领域合作论文的CNCI值

A领域合作机构的CNCI值

A领域合作论文的CNCI值

A领域本机构的CNCI值

深度合作分析

5
9

机构科研合作分析
基于InCites平台



定位学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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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定量维度呈现个人的学术贡献？

Insert footer 61



如何才能呈现完整的学术贡献？

研究

教学

论文发表

专利

Peer Review

学术奖项

基金/计划资助

期刊主编/编委

产学合作 学术会议主题发言

论文只是其中的一环，

论文表现是学者科研成

果的重要组成部份，但

论文不是全部。

 多指标优于单一指标

 相对指标优于绝对指标



科研人员全面画像

科研产出 引文影响力 科研合作 卓越论文 补充信息

总发文量 总被引频次 国际合作论文占比 Q1分区期刊论文占比 撤稿论文量

第一和通讯作者发文量 第一和通讯发文的被引
频次 高被引论文占比

参与研究前沿数

专利产出

CNCI

企业合作论文占比

卓越计划论文占比

HCR/Peer Review Awards

h-index 国际顶级期刊论文数

平均百分位 参与医学指南制定

……



我校活跃的科研人员（201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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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供演示，人员需深度清理才能保证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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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科研概览

• 机构学科分析

• 机构对标分析

• 合作情况分析

• 科研人员分析

• 期刊与基金

6.185.184 Journalism国外活跃的科研人员
（2017-2021）

Edson Tandoc Jr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
辉传播与信息学院的新闻
学专家

Seth C. Lewis——俄勒冈
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新闻与传播学
院新兴媒体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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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科研概览

• 机构学科分析

• 机构对标分析

• 合作情况分析

• 科研人员分析

• 期刊与基金

6.185.184 Journalism国内活跃的科研人员
（2017-2021）

王海燕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传
播系

卢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研究方向新媒体与
社会变迁、国际传播。



代表作

创新

国际前沿

国际学术影响

合著中

的主导性

引文网络分析（发展脉络中的开拓性？新领域？新分支？）

Research Fronts参与度？百分位？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作者位置（一作/通讯）？单位署名情况？

标准化影响力？

期刊级影响力？

引文影响力（施引分析）？

CNCI？百分位？

分区？ JIF？ JNCI？ 期刊编委团队？

 施引期刊？

 施引作者？

 施引机构？

 学科分布与分析？

 施引文献影响力？

 文本分析（引用评价）？

67

经济社会影响
专利引用？药物研发？横向合作？

企业基金资助？



案例：河海大学 学者科研绩效分析报告

68



期刊与基金

69



6.185.184 Journalism的投稿方向（201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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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期刊影响因子
分区

期刊影响
因子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Q2 2.714
FEMINIST MEDIA STUDIES Q1 2.922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Q1 3.748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Q2 3

JOURNAL OF AFRICAN CULTURAL 
STUDIES Q2 1.085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Q3 1.859

JOURNAL OF AFRICAN MEDIA STUDIES Q4 0.361
AFRICAN JOURNALISM STUDIES Q4 0.8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Q2 1.694

PROCEEDINGS OF THE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LTURE, EDUCATION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ICCESE 2017)

n/a n/a

名称 期刊影响因子
分区

期刊影响
因子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Q3 1.802

JOURNALISM Q1 4.436

JOURNALISM STUDIES Q1 3.741

JOURNALISM PRACTICE Q3 2.537

NEW MEDIA & SOCIETY Q1 8.061

DIGITAL JOURNALISM Q1 7.986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Q1 5.422

SOCIAL MEDIA + SOCIETY Q1 4.249

MEDIA CULTURE & SOCIETY Q1 3.272

PROFESIONAL DE LA INFORMACION Q3 2.253

中国传媒大学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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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科研概览

• 机构学科分析

• 机构对标分析

• 合作情况分析

• 科研人员分析

• 期刊与基金

名称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
Shanghai Pujiang Program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ina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Shandong Province

Science & Technology Commission of Shanghai Municipality (STCSM)

Sichuan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ina - 111 Project

6.185.184 Journalism的国内资助机构
（2017-2021）



聚焦研究前沿，探寻潜力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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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研究前沿方法

ESI研究前沿&研究前沿报告



追踪前沿 ESI研究前沿 某一学科的研究前沿

查看某一学科的研究前沿

1 Research Fronts

2 Research Fields

选择某学科

研究前沿的分析提供了
一个独特的视角去洞悉
科学研究是如何展开的
揭示了不同研究者因探
究科学问题产生的关联
性。

• 研究前沿的本质：利用
论文的共被引关系生成
的高被引论文的聚类

• 表现形式为从组成研究
前沿的核心论文的题目
中提取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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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前沿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去洞悉科学研究是如何展开的揭
示了不同研究者因探究科学问题产生的关联性。

• 研究前沿的本质：利用论文的共被引关系生成的高被引论文的聚类

• 表现形式为从组成研究前沿的核心论文的题目中提取的关键词

选题立项—研究前沿的探寻

数据来源源：SCI, ESI

工程学学科研究前沿

从学科入手，找寻研究前沿课题

材料科学学科研究前沿



查看ESI Research Fronts中关于”Journalism”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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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ESI Research Fronts锁定重点科研团队
ESI Research Fronts

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文列表

重点科研人员、团队、机构

作者邮箱

数据来源：ESI、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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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立项—研究前沿的探寻

以文献计量学中的共被引分析方法为基础，基于科睿唯安的EssentialScience
Indicators (ESI) 数据库中的12147个研究前沿，遴选出了2021年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的11大学科领域排名最前的110个热点前沿和61个新兴前沿。

科睿唯安（原汤森路透）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联合发布

《2014研究前沿》《2015研究前沿》《2016研究前沿》

《2017研究前沿》《2018研究前沿》《2019研究前沿》

《2020研究前沿》《2021研究前沿》

《2019全球工程前沿》《2020全球工程前沿》

技术应用将加深对核心问题的认识并促进基础研究的发展

数据来源源：SCI, SSCI, 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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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研究前沿》
中国科学院和科睿唯安连续8年联合发布

11 个大学科领域排名最前的 110个研究前沿
《2021研究前沿》报告下载地址： http://webapp.icarebj.com/clarivate/research_fronts_2021/re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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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工程前沿2020》

• 关注论文和专利

• 9个工程领域的93个工程研究前沿，91个工程开发前沿

中国工程院和科睿唯安联合发布

《2020全球工程前沿》报告下载地址：

https://discover.clarivate.com/EngineeringFronts2020_Download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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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研究前沿与学科服务

学术前沿动态包括：

• 诺奖成果论文分析

• 专题领域论文及基金项目分析

• 技术产业专利分析

• 国内CNS发文报道

• ……

诺奖相关主题的ESI高被引论文诺奖得主论文的施引论文的
国内科研机构分布

诺奖相关施引论文关键词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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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领域ESI研究前沿信息推送
环境及生态学的Research Fronts



加强研究成果推广，提升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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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ons学者简历全方位展现个人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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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提升

课程推荐：
《Publons助力提升学术影响力》

电脑观看链接：
https://uao.so/spweFJGSX3B

手机观看扫码：

数据来源：Publons

• 论文发表

• 审稿记录

• 期刊编委

• 获奖情况

https://uao.so/spweFJGSX3B


借助Publons广泛参与学术社区

85

影响力提升

有意成为本刊审稿人？一键点击，
通知期刊团队

Publons Academy，助力成长为合格的审稿人
——免费在线同行评议培训课程

数据来源：Publons

背景

方法

数据与结果

讨论与结论

• 面向青年学者的免费在线同行评议培训课程

• 由Publons与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审稿专家、期刊

编辑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共同开发，帮助您学习和练

习同行评议的核心知识及技能，并将您与顶尖期刊

的编辑们联系起来。



提
升
学
术
高
影
响
力

加
强
研
究
成
果
推
广

科睿唯安助力第四轮学科评估“国际声誉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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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睿唯安助力学术成果全球推广

反馈：
谢谢社科处和发展中心的各位老师！能源学科正式推送后，目前
已收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海外学者的邮件，
表示愿意关注幷希望以后有机会合作

Target Audience

大数据的科学筛选作用

——精准定位目标受众



V. 客观认识SCI，ESI等科睿唯安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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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睿唯安数据库介绍

ES
I

InCites

JC
RWeb of Science

引文索引

机构学科影响力排名
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研究前沿
时间范围：近10年滚动数据

论文范围：SCIE/SSCI
引文范围：SCIE/SSCI/AHCI

22个ESI学科

WOS核心合集期刊列表
期刊影响力表现
数据范围：
SCIE/SSCI/AHCI/ESCI
指标：影响因子/分区/JCI/立即指
数/OA……

科研绩效分析
对标/合作分析

分析主体：人员/机构/区域/研究方
向/期刊/基金

数据范围：WOS核心合集
时间范围：1980年至今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ior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InCites Benchmark & Analytics

更新频率：每日更新频率：2个月

更新频率：1个月

更新频率：1年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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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数据库——质量

• 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严格遵循50多年来一贯的选刊标准，

遴选全球最具学术影响力的高质量期刊。

• 完整收录每一篇文章的全部信息，包括全面的引文资讯。

• 前所未有的回溯深度，包含1900年至今的共4900多万条文献

和7亿多条参考文献。

• 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筛选全球优质的学术资源放到平台

上，省去了我们大量阅读文献，挑选优质文章的时间和精力。

90



91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科学引文索引) 

178个自然科学学科的9500多种高质量学术期刊，1900至今数据。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58个社会科学学科的3500多种权威学术期刊，1900至今数据。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A&HCI，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

28个人文艺术领域学科的1800多种国际性的高质量期刊，1975至今数据

1. 该选题是否处于当今学科发展前沿领域？

2. 该研究方向有多少人在关注？受到哪些基金的关注？活跃和著名课题组何在？

3. 该方向每年发表论文总量约为多少？

4. 该课题的研究前沿有哪些？已有多少主要研究成果？研究最新进展？

5. 国内外的有关权威人士何在？有何成果？发表在哪些期刊上？见解如何？

6. 该课题有哪些关键问题急待解决？研究热点何在？学科交叉性如何？

Web of Science(SCI,SSCI…)是科学研究的常用数据

基于期刊、报告、会议录、出版物来定位当前研究；
追溯某一观点从首次提出至今的历史脉络与方法论；
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检索，并跟踪百年的研究发展趋势。

B r a d f o r d ’ s  l a w ：

根 据 文 献 计 量 学 中 的 布 莱 德 福 定 律 ， 在
各 个 学 科 领 域 中 ， 少 数 的 核 心 期 刊 汇 集
了 足 够 的 信 息 ， 反 映 了 科 学 发 展 中 最 重
要 的 成 果 与 进 展 。

客观、择优、动态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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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记录

2004

1999

2013

2009

引用

2012

2014

施引文献
2015

2017

2010
参考文献

1993 2002

2005

1980

追溯科研成果的
理论基础和来源

跟踪课题的最新进展

寻找交叉学科的
创新点和研究思路

如何获得更多科研灵感？
——SCI和SSCI引 文 网 络 助 力 跨 越 学 科 界 限 的 知 识 探 索

引文索引系统串联起单篇文献，打破了传统的学科分类界限，既能揭示

某一学科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又能反映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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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立足全球基准 高标准引领科研
关注学科建设：ESI全球前1%学科

关注高影响力论文：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关注人才：高影响力科学家

关注前沿和热点研究：Research Fro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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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科学引文索引) 

•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科学引文索引)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

数据源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文献类型仅包括：Articles, Review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识别各研究领域中有影响力的研究前沿、个人、机构、论文、期刊和国家的研究分析工具

 近10年滚动数据，每两个月更新（10年2个月-11年）

 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研究前沿

更新时间 数据范围

2022.1 2011.1 – 2021.10
2022.3 2011.1 – 2021.12
2022.5 2012.1 – 2022.2
2022.7 2012.1 – 2022.4
2022.9 2012.1 – 2022.6
2022.11 2012.1 – 2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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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ESI学科

将SCIE/SSCI收录的期刊划分到22个学科大类

数学 工程学 材料科学 计算机科学 环境与生态学

化学 免疫学 临床医学 经济与商学 精神病学与心理学

地球科学 农业科学 微生物学 植物学与动物学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物理学 空间科学 社会科学 药理学与毒理学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 多学科 (Multidisciplinary) *

 每种期刊只对应一个学科

 对多学科的期刊基于文献层级进行二次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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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年中发表的论文,被引频次在同年同

学科发表的论文中进入全球前1％

高被引论文

(Highly Cited Paper)

过去２年中所发表的论文,在最近两个月中

其被引频次排在同年同学科前0.1%的论文

热点论文

(Hot Paper)

ESI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快速定位高影响力成果

ES
I

ESI

Research Fronts
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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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tes 综合性的科研绩效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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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表现
• 研究人员表现
• 合作情况
• 期刊分布
• 基金来源
• 区域产出

研究领域 研究人员 机构表现

机构合作 基金资助 期刊表现

国际对标 国际合作 人员表现



发挥信息优势，全方位服务科研

基 金 资 助

成 果 推 广

成
果

分
析

 全球领先的数据信息

 出版商中立的产品平台

 强大的数据科学能力

 专业咨询与分析

 深度领域知识

 与您的信息整合

DDA

EndNote

Derwent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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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官方平台，第一时间获取最新资讯！

科睿唯安
微信公众号

更多课程

更多材料

更多报告

100



关注官方平台，第一时间获取最新资讯！

科睿唯安
知乎机构号

科睿唯安
微信公众号

科睿唯安
B站官方账号

科睿唯安学术研究
微信服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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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亚鹏 科睿唯安解决方案高级顾问
Mars.ma@clarivate.com
技术支持电话：400 8424 896   技术支持邮箱：ts.support.china@clariv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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