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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b.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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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 无需注册
InCites 需注册后使用
账号密码与Web of Science的通用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基本科学指标，简称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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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基本科学指标，简称ESI）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学指标，简称ESI）是Clarivate Analytics（科睿唯安）提供的分析评价工具。

来自于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SCI & SSCI）收录的近10年文献记录（article & review）及其引文数据，揭示

新兴的科学态势，分析22个学科领域中有影响力的科学家、机构、论文、期刊以及国家。

 总影响力（总被引次数）进入全球前1%的科学家、研究机构；进入全球前50%的国家/地区及学术期刊。

 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和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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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的功能

机构、科学家、国家、期刊
引用

排名

高被引论文（过去10年）

热点论文（过去2年）

被引频次

较高的论文

全球22个学科领域的基准数据；

研究前沿

引文

分析

衡量科学研究绩效、跟踪科学发展趋势

 查找某机构（国家/地区）已经进入全球前1%的ESI学科

 明确机构（国家/地区、作者、期刊）在ESI学科中的影响力排名

 直接获取某机构（国家/地区、作者、期刊）在ESI学科的高水平论文、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文

 挖掘某机构最具潜力进入ESI的学科

 查看某学科（主题）的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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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的数据覆盖范围

数据范围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SCI、SSCI

时间跨度 近10年

更新周期 每两个月更新

文献类型 Article、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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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的关键指标和概念
 Highly Cited Paper（高被引论文）：

指按照同一年同一个ESI学科发表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按照由高到低进行排序，排在前

1%的论文。

 Hot Paper（热点论文）：
统计某一ESI学科最近两年发表的论文，在最近两个月里被引用次数排在前0.1%的论文。

 Top Paper（高水平论文）：
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文取并集后的论文集合。

 Research Fronts（研究前沿）：
是一组高被引论文，是通过聚类分析确定的核心论文。论文之间的共被引关系表明这

写论文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通过聚类分析方法测度高被引论文之间的共被引关系而形

成的高被引论文的聚类，再通过对聚类中论文题目的分析形成相应的研究前沿。

 Research Fields（ESI的22个学科领域） 10



Research Fields—ESI的22个学科领域

 ESI的学科分类是根据已有科研成果进行划分，而不是学校本身的
院系或者行政设置，不能简单地把学校本身的院系与学科分类对等。11

 理学（5）
化学(Chemistry)
地球科学(Geosciences)
数学(Mathematics)
物理学(Physics)
空间科学(Space Science)

 工学（3）
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
工程科学(Engineering)
材料科学(Materials Sciences)

 农学（2）
农业科学(Agricultural Sciences)
植物与动物科学(Plant & Animal Science)

 社会科学（2）
一般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General)
经济与商学(Economics & Business)

 生命科学（4）
生物与生化(Biology & Biochemistry)
环境／生态学(Environment/Ecology)
微生物学(Microbiology)
分子生物与遗传学(Molecular Biology & Genetics)

 医学（5）
临床医学(Clinical Medicine)
免疫学(Immunology)
神经科学与行为(Neuroscience & Behavior)
药理学与毒物学(Pharmacology & Toxicology)
精神病学／心理学(Psychology/Psychiatry)

 其他（1）
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



数据筛选区

使用ESI

分析解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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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22个学科中，进入ESI排
名的作者、机构、国家、期刊

查看ESI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
文

查看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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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的不足
 没有常规的检索途径

只能对既有的限定条件进行筛选

 特定的学科领域划分体系
按照论文所在期刊分入22个学科大类（除了个别跨学科综合类期刊，如NATURE、SCIENCE等，是按文章进行归类）

且一个期刊只归入一个大类

 作者归并不准确
对同一作者姓名的不同书写格式的归并不够完善

 ESI 工具对检索结果揭示不够完善
 系统不具备历史数据的存储和查检功能

近10年的数据，在分析时，不可调整时间跨度

清华图书馆保存有从2016年7月至今，我校的ESI数据记录
（https://lib.tsinghua.edu.cn/service/ES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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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1——查找某机构进入全球前1%的ESI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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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2——查看某ESI学科中的机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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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排名依据



示例3——查找ESI各学科的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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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tes
综合性科研绩效评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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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tes
（综合性科研绩效评估工具）

 InCites是基于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建立的综合性科研绩效评估工具。用户借助可定制化的引

文数据和计量指标，实现对重要研究机构和期刊的多维度客观分析，把握个人、项目和同行的学术

影响力在全球研究大环境中真实位置。还可以利用InCites直观的网页界面，对基准研究的产出和影

响、合作及相关领域专家，一站式生成分析报告和可视化图表。

 以论文及引文数据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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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tes的功能

发掘机构或领域内，具有学术

影响力和发展潜力的研究人员
人员

12种不同的学科分类体系，如

WoS分类、ESI分类、中国教育

部学科分类等。

研究

方向跟踪机构的研究产出和影响力；

本机构与其他机构的对标分析；

监测机构的科研合作活动等

机构
可以对12,000多种期刊、

12,000多种会议、53,000多种

图书进行分析

期刊

从国家和地区的角度来分析科

研产出及影响力
区域

包括中国的自然科学基金、

NSF等
基金

 以文献和引文为基础，多角度、多层级、多指标学科绩效分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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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tes的数据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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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 InCites

数据范围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SCI、SSCI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SCI、SSCI、A&HCI、CPCI-S、CPCI-

SSH、BKCI-S、BKCI-SSH、ESCI

时间跨度 近10年 1980-今

更新周期 每两个月更新 每月更新

文献类型 Articl、Review 200多种文献类型

更顶尖的

学术层次

更全面的

评价工具



分析对象入口

InCites的操作界面——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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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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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对象入口

分析对象决定：
1. 筛选区选项
2. 结果呈现内容



图示

结果区

筛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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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对象

分析对象决定：
1. 筛选区选项
2. 结果呈现内容

已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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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InCites——筛选区

 筛选条件
增加限定条件，缩减表中的结果

 指标
向表中添加新列

使用各种指标来全面了解研究表现

 基准值
向表中添加新行

将分析重点与更广泛的趋势进行比较。



使用InCites——结果区

28



29

使用InCites——结果区

可视化依据
（注意排序）



InCites的部分分析指标
 Web of Science论文数
 被引频次
 篇均被引频次
 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Category Normalized Citation Impact，CNCI）
按学科、出版年和文献类型统计的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若CNCI>1, 说明其引文影响力已经

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国际合作论文（百分比）
 ESI指标（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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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tes中预设的学科划分方法
 Web of Science学科分类（约250个）
 ESI分类（22个）
 中国：SCADC

China SCADC Subject 13 Broad（教育部13大门类）

China SCADC Subject 97 Narrow（教育部97个一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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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tes的不足
 不能直接检索某篇(组)特定的文献

只能对既有的限定条件进行筛选，没有常规的检索途径

可通过Web of Science检索相关文献之后，导入InCites进行分析（导入时需注意数据库更新时间差）

 数据的统计分析，并没有深入到文献内容
只提供基于论文、引文量的统计，无法深入到论文内容的分析

分类只精确到期刊级别

 作者归并不完善
对同一作者姓名的不同书写格式的归并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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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Web of Science导入文献至InCites
登录WoS账号（此账号需与InCites账号一致）

在WoS核心合集中进行检索

导出结果至InCites

注意：不同工具更新的时间差，

及不同的时间及数据覆盖范围。

 WoS数据日更新

 ESI为每两个月更新

 Incite每月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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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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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
分析对象：人？机构？国家？学科？期刊？

分析范围：年份？文献类型？学科分类体系？

分析内容：统计分析？对标分析？合作分析（国际or国内）？

 怎么做？
筛选条件的限定

指标的选择

 结果
数据下载

可视化分析



示例1
 某标准下某分类（学科/方向）在某学校、某机构、或者某国家等

情况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的论文情况（一作或通讯作者）

中国教育学领域中，发文量排名前10的机构

注意 Time Period 的设定
注意 Document Type 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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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2
 比较几个学校在某学科领域的科研产出？

中国C9高校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科研产出？

36

Step 2：选择对标机构

Step 3：选择学科领域

或

Step 1：确定时间范围及文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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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2



示例 3
 自定义集合的分析
 从Web of Science检索文献，导入InCites分析平台

"higher education" and (evaluat* or ass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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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4
 某机构在某学科的发文中，与其他机构的合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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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 选择合作机构 Step2 选择学科研究方向



示例4
Step3 区分国内外合作

所有机构：Location 为空

仅国内机构：Include only: China mainland

仅国际合作：Exclude only: China ma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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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5
 清华大学ESI 22个学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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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示例6
 某国家/地区的作者在某期刊的发文情况？

中国近5年在NSC期刊发文的作者情况

42

Step2 设置时间范围

Step1 分析对象为：研究人员

Step3 设置国家/地区

Step4 选择期刊



示例7
 学科人才 / 领域牛人

1 某校/某国家的某学科/研究方向“牛人”

2 世界范围某学科“牛人”（查看世界范围，则机构设置为空）

43

Step1 选择所属国家/机构
（若查看世界范围，则机构设置为空）

Step2 选择学科/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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