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一代 
InCitesTM 平台
全方位科研绩效分析平台
助力科研管理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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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 InCitesTM 平台包括 InCitesTM 数据库、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TM (简称 ESI ) 和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TM (简称 JCR )。 整合的

InCitesTM 平台，拥有全面的数据资源、多元化的
指标和丰富的可视化效果，可以辅助科研管理
人员更高效地制定战略决策。

InCitesTM 
平台

JCRESI

InCites

为科研管理人员的战略规划提供：

全面的数据与指标：
• 基于Web of ScienceTM 核心合集七大引文
数据库40多年客观、权威的数据

• 实时更新的数据集（每个月更新）

• 涵盖全球近万所名称规范化的机构信息

• 囊括40多年来的所有文献的题录和指标
信息

• 更丰富、更成熟的引文指标

• 包含了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
培养学科目录（2018年4月更新）》的学科
分类

• 包含全球教育机构概览大全项目（GIPP）
学科分类和该项目有关机构人员、经费、
声誉等方面的调查数据

• 与全球同行在论文产出和影响力方面的
对比和分析，拓展全球视野

• 新增机构类型分类指标，包括学术机构、
公司、医院等

• 新增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论文相关数
据和指标

• 新增Citation Topics引文主题分类体系

强大的分析功能：

• 一站式的机构系统报告

• 多种可视化图表

• 与Web of ScienceTM 核心合集数据无缝链接

• 个性化的分析

• 快速导出数据与图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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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科研管理部门：

• 制定机构学科发展战略，优化科学布局，
加强学科建设

• 建立全面、透明的评价基准，科学合理地
分配科研资源

• 包含中国的学科分类，并将全球标杆数据
应用于该分类，方便高效地开展机构和学
科间的对标分析，明确差距，树立未来发
展方向

• 构建综合反映机构科研绩效的“仪表板”，
利用实时更新的数据全面掌控机构的科
研表现和在全球同行中的地位

• 挖掘机构内高影响力和高潜力的研究人
员，吸引外部优秀人才

• 监测机构间的科研合作活动，寻求潜在的
合作机会

您可以通过 InCitesTM 数据库轻松完成下列任务：

新一代 InCitesTM数据库

学科：分析机构学科表现，优化学科建设进程

机构：进行科研绩效的对标分析，明确机构全球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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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合作：分析本机构的科研合作开展情况，识别高效的合作伙伴

人员：分析研究队伍的科研表现，发现有潜力的研究人员

基金资助机构：识别分析主要基金资助机构，助力基金申请

研究主题：聚焦机构研究成果主题分布，锁定优势主题主要贡献者、基金、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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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院系、个人科研数据的精确度量和精准追踪

InCitesTM  全新模块My Organization

全新模块My Organization，内置在InCitesTM  数据库，深入院系、实验室、课题组、学者个人，利用深度
清理的数据，实现院系、个人科研数据的精确度量；自动同步InCitesTM  数据库最新数据指标，辅助
院系、个人科研表现的精准追踪。

精确度量：根据需求定制学院、系所、实验室、团队、个人层级架构，机构内部组
织完整重现

精准追踪：多维数据指标自动更新，精准追踪院系、课题组、个人科研表现最新
数据

 情报分析
· 学科分析更深入
· 落地本机构更容易
· 数据清理一劳永逸
· 数据指标自动更新

科研人员管理
科研成果管理

学院科研表现与影响力
课题组科研表现

院系合作网络
院系国际合作情况

论文投稿态势评估
期刊推荐
审稿人推荐

机构科研表现
学科科研表现
人才科研表现

 科研管理
· 实时追踪科研表现
· 了解全校成果出版分布
· 学科布局更有的放矢
· 与校内科研管理系统对接

 对科研人员
· 自助查询引文报告
· 多指标辅助代表作选择
· 轻松了解和扩展合作对象
· 掌握团队科研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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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使用文献计量学指标？
文献计量学指标客观、透明、可重复且易于理
解，利用经过实践和时间检验的文献计量学指
标可全方位的分析和监测科研主体的科研表
现。业界领先的科研绩效分析工具InCitesTM 平
台采用了成熟和值得信赖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方法和指标，是帮助您进行基于文献计量学
的科研评价的利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InCitesTM 是您应对当前科研评价的严峻挑战，
进行科研评价和科研管理决策的必备工具。

• 多指标优于单指标

• 相对指标优于绝对指标

InCitesTM 包含了丰富的指标，能对考察对象的
科研表现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但需要注
意的是，每个指标都仅能测量科研表现的一个

或有限的几个方面，因此在使用文献计量学指
标进行科研绩效分析时，我们一直遵循下方这
些原则：

InCitesTM 数据库中的计量指标

•  长期表现优于短期表现

•  同类相比

InCitesTM 数据库中独特的相对指标：

• 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对论文的被引频次进行了学科、出版年和
文献类型的标准化，因此该指标是跨学科
可比的。 

• 被引次数排名前10%的论文百分比

一组论文集中被引次数位于同年、同学
科、同文献类型全球前10%的论文所占的
百分比，是一个反映较高水平科研成果的
指标。 

• 百分位

百分位反映了一篇论文在同学科、同出版
年、同文献类型的论文集中的相对被引表
现，因此百分位是一个规范化的、跨学科
可比的指标。 

• ESI高被引论文百分比

这个指标可以用来评价高水平科研并且
能够展示某一机构论文产出在全球最具
影响力的论文中的百分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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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 ESI 轻松完成下列任务: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TM（基本科学指标，简
称 ESI）可用于识别在某个研究领域有影响力的
个人、机构、论文、期刊和国家，以及有可能影
响您工作的新兴研究领域。这种独特而全面的
科研绩效信息是政府机构、大学、企业、个人实
验室、出版公司和基金会的决策者、管理者、情

报分析人员和信息专家理想的分析资源。通过 

ESI，您可以对科研绩效和发展趋势进行长期的
定量分析。基于期刊论文发表数量和引文数据，
ESI 提供对 22 个学科研究领域中的机构、国家
和期刊的科研绩效统计和科研趋势排名。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TM

查找某机构进入前1%的ESI学科的相关数据

获取某机构在各 ESI 学科的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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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数据导出功能：轻松下载 ESI 各学科所有机构的指标、ESI 阈值和基准值以及研究前沿

查找某学科或具体研究课题的相关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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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ESI轻松回答诸如以下问题：

ESI 中的信息包括：

• 本机构有哪些学科论文引用位列全球前1%？

• 在某学科领域中本机构的全球影响力如何？

• 在免疫学中有哪些高被引论文？

• 临床医学中有哪些热点论文？

• 在农业科学中有哪些新兴的研究前沿？

• 哪个国家在化学研究领域的影响最大？

• 在地球科学领域中哪些期刊的引用排名前列？

• 深度的收录范围：您可以访问来自于全球12,000多种期刊的约 1,700万篇文章

• 名称规范化的机构

• 客观的科研绩效基准值

• 提供滚动10年间不断增加的数据：每两个月更新一次

通过ESI您可以实现：

• 分析机构、企业、国家和期刊的研究成效

• 发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研究前沿
和重大趋势

• 按照国家、期刊、机构和论文等维度分析
在不同年份和研究领域的引文数据

• 确定具体研究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和影响

• 评估潜在的合作机构，对比同行机构

ESI 是对科研文献进行多角度、全方位分析的理想资源，可以帮助您轻松发现所需的信息。

为什么要使用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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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Citation ReportsTM

全新的Journal Citation ReportsTM（期刊引证报
告，简称 JCR）基于 Web of Science权威的引
文数据，使用量化的统计信息公正严格地评
价全球领先的学术期刊。JCR 帮助您根据对
期刊和同类期刊的评价来衡量学术研究的影
响力，并且显示引用和被引期刊之间的关系，
其开放而中立的期刊评价与分析提供了一个

能让用户把握期刊生命周期的分析环境。JCR 

在原版的基础上开发并加强了数据及其呈现
方式和计算过程，使其更加全面、透明、易用。
JCR 与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的数据相互
连接，采用更加清晰、准确的交互式视图来呈
现数据，用户可以更加轻松地创建、存储并导
出报告。

JCR 覆盖来自于全球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 250 多个学科的8,100多家出版商的 20,000多种期刊

• 自然科学引文索引SCIE - 9500种期刊

•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 - 3500多种期刊           

• 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1700多种期刊

•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ESCI -   

         7200多种期刊

为什么要使用Journal Citation ReportsTM

JCR 是公认的评价学术期刊的权威工具，通
过量化的数据，支持对全球领先学术期刊进行
系统、客观的评价。通过结合使用了影响力指
标以及组成了完整的期刊引用网络的数百万
引用和被引用期刊数据，JCR 提供了相关的
内容帮助您了解期刊在其研究领域中的真实
地位。

这一分析工具总结了Web of ScienceTM 核心合
集数据库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期刊的引用
情况。提供了有关引文成效、引文网络、已发表
文献的数量及类型的详细报告。用户可以各取
所需，获得对自己有用的信息。

• 全新的期刊指标和引证关系可视化展示
页面，更好的可视化效果和数据透明度

• 支持ESI学科分类，对 ESI 每个学科的期刊
进行多角度分析

• 目标期刊对比

• 自动提示刊名及ISSN(eISSN)等的期刊检索

• 在表单中自定义显示的分析指标

• 期刊历史数据浏览和图表自动生成

• Open Access 期刊识别

• 被镇压期刊列表

• 可一步更新的分析选项

• 科研人员可以找出最合适的、有影响力的
期刊发表自己的文章

• 图书馆员可协助做出期刊存档决定，帮助
科研人员推荐优秀期刊

• 科研管理人员可以纵览整个机构所发表
论文的期刊质量

• 出版商和编辑可以确定期刊在市场上的
影响力并评审编辑策略

• 情报分析人员可以进行基于文献计量学
的期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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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以下指标对期刊数据进行排序：Impact 

factor（影响因子）、immediacy index（立即
指数）、total cites（总引用次数）、total articles

（总文章数）、cited half-life（被引半衰期）
或journal title（期刊名称）等。

• 按以下指标对学科分类数据排序：total cites

（总引用次数）、median impact factor（中值
影响因子）、aggregate impact factor（学科集

合影响因子）、aggregate immediacy index

（学科集合立即指数）、aggregated cited 

half-life（学科集合被引半衰期）、number 

of journals in category（学科内的期刊数）、
number of articles in category（学科内的总
论文数）。

• 使用5年影响因子和趋势图可以更好地理
解随时间推移的期刊影响力。

JCR 提供了丰富的指标和强大的分析功能，您可以：

Web of Science学科的期刊列表及指标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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