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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升级版期刊评价指标：
CiteScore助力科研发展



建议使用全屏来观看讲座



讲座中，如您有任何问题

如有任何问题，请通过屏幕下方的 “Q&A” 来提问。演讲结束后，主持人将选取一些代表性问
题提问并交流。



完课证书

https://researcheracademy
.elsevier.com/profile

https://researcheracademy.elsevier.com/profile


其它相关信息资源

Ø Scopus.com/sources
Ø Scopus数据库博客
Ø Scopus网络研讨会链接
Ø 演讲幻灯片

Ø CiteScore介绍
Ø CiteScore图表海报

该演讲将被录音，录音内容链接将随后发送到您的注册邮箱。



概述

• 黄金准则: 负责任地使用指标
• CiteScore简介
• 为什么升级CiteScore?优化点有哪些?
• 利用CiteScore指标有助于确定阅读期刊及参考期刊
• 利用CiteScore指标有助于确定新的有影响力的公开获取期刊
• 利用CiteScore指标有助于确定投稿期刊
• 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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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准则: 负责任地使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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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顿宣言的十大准则 1. 定量评价支撑定性评价/同行
评议

2. 贴合机构或个人发展目标，
有效进行科研评价

3. 保证数据获取及分析过程公
开透明有效

4. 针对不同学科特点，选取适
合的指标进行评估

5. 针对个人应全方位多角度进
行综合评估

6. 使用多重指标，而非单一指
标

7. 合理使用指标，避免错位的
具体性和虚假的精度

8. 定期检查指标并更新



社会活动
媒体活动

学术活动
学术看法

使用量、引用、

听众、专利

科研产出
基金
奖励

编委会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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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指标浸润于科研生态中

科研论文 定制化论文集
期刊、会议论
文、书籍

产品系列
作者、编辑、
审稿人

机构或组织 研究方向

学界 贡献 消耗 学术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地域分布

合作网络

部门分布

h-, g-, m-指
数

发文量

科研数据量

会议论文量

基金来源

CiteScore

影响因子

FWCI, SJR, 
SNIP

被引次数

使用量

专利指标

学术讨论

Mendeley计
数

同行评议指
标

奖励和奖项

社交媒体提
及

媒体报道

医学指南

建言建策



• 图书馆藏书量 (WorldCat
OCLC)

• Slideshare访问量
• YouTube点击量
• 亚马逊图书评论

• 诊断引用或医疗政策/医学指南引用
• 政府政策法规引用

• 专利引用量
• 产学研合作
• 许可
• 商务咨询活动

• 专利或专利家族申请量和授权量

• 维基百科引用次数
• 博客提及次数
• StackExchange问答链接量
• 新闻提及次数

• Github, RePEc, Irs等下载量
• 被引用(归一化, %/百分位, 被

引次数)
• Github合作者
• ScienceDirect, Figshare等数

据信息平台上的全文、PDF文
件、html文件阅读量

• 社交媒体指标 (占比、点赞、
评论、转发)

教育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效
益

创行性

信息影响力

学术影响力

晋升/ 关注

影响力
类型

科研指标应用于多种影响力的展现



政策更新



政策更新



负责任地使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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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科研评价指标的正确使用，与同行评议的有机结合，为科技政策制
定提供均衡多维视角

坚持使用定量与定性评价助力
决策

坚持使用多重定量指标而非单
一指标



例证: 多重指标的重要性 –互补性

与

ü数大
ü简单，易于验证
ü表征科研活跃性的量级指标

× 受学科领域、类型和时间的影响
× 如仅进行该指标的单一比较，则没有
实际意义

篇均被引 = 27.8

ü弥补学科领域、类型和时间的差异
ü内置了有参考意义的基准值1，即某一学科
领域的均值

× 小的数字可能不被喜欢
× 复杂，难验证
× 无法表征量级: FWCI无法直观获取被引次
数

归一化引文影响力（FWCI）= 2.53



CiteScore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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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SED9F6a-gvfjerp8LzFkLg



2019 CiteScore TM

• 2019 CiteScore™ 指标是衡量期刊影响力的新标准。

• CiteScore于2016年12月作为一种新的期刊评价指标引入，是期刊影响因子
的透明替代品。

• CiteScore是根据Scopus数据库里面所有活跃出版物计算的, 目前有25,300+
个系列，包括期刊、丛书和会议记录。可以自己验证计算结果！

• CiteScore是基于每篇论文，聚合至期刊水平，计算得出的指标。与包含了
不相关引文的期刊影响因子不同，CiteScore只统计与Scopus出版物相关的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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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core的4个特点

• CiteScore 基于下述4个特点，助力使用者能够就科研管理和投稿做出明智
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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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面性 (基于Scopus数据库) 

2. 及时性 (包括每月更新的CiteScore 

Tracker, 以及出版物资源的更新收录）

3. 准确性 (分子和分母都是透明的), 

4. 在Scopus数据库中免费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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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

Scopus收录中国期刊*
771本活跃收录期刊，其中756本有2019 CiteScoreTM值，其中203本期刊的CiteScore值高于影
响因子，13本期刊的CiteScore值低于影响因子

*中国大陆机构作为出版社或合作出版社



Scopus收录中国期刊的学科分布及OA（公开获取）
期刊占比*

学科分类 期刊数量 期刊占比

自然科学 510 70.7%

生命科学 158 19.8%

医疗健康 148 18.4%

社会科学 65 2.9%

公开获取期刊 137 9.8%

*期刊可能会被划分至超过一种学科分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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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计划期刊收录情况



CiteScore的8个子指标
1. CiteScore: 每年5月更新的年度静态数值，即2020年5月更新的是CS2019，
在6月份发布

2. CiteScore Tracker: 每月更新的实时指标
3. CiteScore Percentile: 基于ASJC学科*的CiteScore百分位值。百分位值

99=前1% (相对而言)
4. CiteScore Quartiles: 基于ASJC学科的四分位区间值。第一区间 >= 75%
5. CiteScore Rank: 基于ASJC学科的期刊的CiteScore值排名
6. Citation Count: 被引次数，用于计算CiteScore值的分子
7. Document Count: 发文量，用于计算CiteScore值的分母
8. Percentage Cited: 一组论文里，被引用论文（被引次数>= 1）的占比

24
* ASJC是Scopus数据库独有的学科分类体系，全称为All Science Journal 
Categories. 一篇论文可能会对应多个ASJC学科。



每一个指标都是一个绩效量化指标

选择指标时应部分基于个人偏好，部分基于需要回答问题的特征。下表将帮助你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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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core指标的其它特点
• 可提供2019 CiteScore值， 早至2011年

• 可概览历史数据，以获取排名和趋势变化等（可视化）信
息

• 可导出csv格式的文件，以获取被引次数和相关论文详细
信息

• 可使用免费插件或Scopus API链接展示CiteScore指标

• 可链接至Scopus数据库，深入分析OA期刊、文献类型、
发表年、作者、DOI、ASJC学科类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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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core指标的其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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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core指标的其它特点



例证：获取CiteScore的多种途径

通过期刊主页链接到Scopus数据库
可以获取CiteScore更多信息。



牛津大学出版社：在期刊主页上展示有关CiteScore的文字介绍段落，特别是
该期刊位于前10%CiteScore值的学科分类。

例证：获取CiteScore的多种途径



14.10.20

在期刊主页上展示CiteScore
• 在期刊或个人主页展示CiteScore指标的免费方法:

−通过Scopus API

−通过CiteScore插件

−通过电子表格程序, 包括免费的深入链接到Scopus期刊收录页面，由此获取更多详
细信息及每月更新的CiteScore Tracker



为什么升级CiteScore?
优化后的特点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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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core为什么要升级优化？有哪些改变？
基于用户意见和市场调研反馈，在2019年我们对CiteScore进行了升级，并优
化了计算方法 ( 早可以追溯至2011年):

1. 调整了方法论，将同行评议的出版物计算在内* 
2. 延长了引用窗口 (4年而非1年) 
3. 包含了近期发表的论文: 发文窗口延长到4年而非3年，保证了两个窗口的
对应，类似于FWCI的计算方法

4. 只保持小数点后1位，降低精度虚假性

33
*同行评议的出版物包含论文、综述、会议论文 (全文), 丛书中的章节以及数据论文。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第4年的被引次数

前3年发文量

升级前的计算方法

分子 = 2016年-2018年发表的论文
分母 = 2016年-2018年发表的论文在2019年获得的被引次数

CiteScore 2019 = 
被引次数

发文量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4年发文量

4年被引次数

优化后的计算方法

分子 = 2016年-2019年发表的经同行评议的论文在2016年-2019年的被引次数
分母 = 2016年-2019年发表的经同行评议的论文数量

CiteScore 2019 = 
被引次数

发文量



科研评价指标专家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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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itter.com/LudoWaltman/status/127537
3678243581952?s=20

仅包含经同行评议的论文

优化后的CiteScore值为累计值

优化后的CiteScore值计算到小
数点后1位

优化后的CiteScore值体现在下述的
第1、2、4点上：

https://twitter.com/LudoWaltman/status/1275373678243581952?s=20


利用CiteScore指标
有助于确定阅读期刊及参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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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CiteScore TM:可追溯至2011年

scopus.com/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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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CiteScore TM:可追溯至2011年



40scopus.com/sources

2019 CiteScore TM:可追溯至2011年



多进行10本
期刊的
CiteScore等期
刊指标的对标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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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com/sources

不同维度或视角的期刊对比



利用CiteScore指标有助于
确定新的有影响力的公开获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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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CiteScore TM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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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发表的论文而言，
其引用影响力的评价更
为稳健

更稳健且稳定的期刊评
价

就期刊引用影响力而言, 
较早发表的论文可获得
更完整的引文影响力

更长的引用时间窗口

更早期展示新出版物
（主要是公开获取期刊）
的影响力水平

新出版物可早1年（与更新
前的CiteScore值相比）获
得其第一个引用影响力指标

可以有更多的出版物进
行全球范围的对标分析

助力新出版物较早展示其已
发表论文的引用影响力

更便于期刊之间的对标
分析

仅聚焦经同行评议的论
文

不考虑非同行评议论文 便于规避指标操控



利用CiteScore指标有助于
确定投稿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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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科研人员确定投稿期刊

• 科研人员看重期刊的：影响力、发文速度、研究、声誉、目标
和范围等。（具体详情参见： journalinsights.Elsevier.com ）

• 给同事提供建议或意见

• 通过各出版社平台查看期刊推荐信息 (基于摘要和/或关键词) , 
并提供相关的期刊评价指标以供参考:
− JournalFinder Elsevier: https://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 Journal Suggester Springer-Nature: 

https://journalsuggester.springer.com/
− Journal Finder Wiley: https://journalfinder.wiley.com/
− Author services T&F: 

https://authorservices.taylorandfrancis.com/category/choosing-a-
journal/

46

https://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https://journalsuggester.springer.com/
https://journalfinder.wiley.com/search?type=match
https://authorservices.taylorandfrancis.com/category/choosing-a-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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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期刊的CiteScore值对比– Nano Research等期刊



CiteScore, CiteScore Tracker及影响因子对比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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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特征 CiteScore CiteScore Tracker 影响因子 独有特征

度量每篇论文的引用次数

可复制，功能强大的特性计算方法简单

年度报告结果展示

文件类型一致性 (分子和分母)

计算方法优化消除学科领域的差异 – 4年引用窗口

衍生指标强调学科特性

随时更新，并更正可能出现的错误 全面性

适用于包括期刊在内的所有出版物类型

及时性新出版的期刊在下一个自然年后有度量指标

用于验证和决策的追踪分析视角

指标具有及时性：每月更新

公开透明

数据指标源于同一数据库

指标及其衍生指标全部免费提供

可自定义指标小插件显示在自己的主页上

期刊级别的评价功能也是免费的

可通过基础数据库进行验证计算



要点总结
1. 负责任地使用评价指标: 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使用多指标而非单
一指标。

2. 2019 CiteScore TM具有全面性、及时性，是公开透明且免费的，及其它特性。

3. 优化后的2019 CiteScore TM计算方法:
l 包含所有经同行评议的论文

l 包含近期发表的论文: 发文时间窗口延长为4年而非3年

4. 2019 CiteScore TM可用于科研活动的整个生态系统，包括阅读学习、科研探
索、选刊发文等，助力科研人员实现科研发展目标。



CiteScore的优势

50

基于Scopus这一全球 大
的引文与摘要数据库

CiteScore指标适用于包括
期刊在内的所有出版物类型

CiteScore metrics可聚合至
任一级别进行分析

CiteScore Tracker每月更新

新出版物在下一个自然年将
会拥有CiteScore metrics

CiteScore指标是公开透明
的且易于计算

基础数据库便于查询计算

综合性 透明度 及时性

CiteScore指标是免费的！免费的！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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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SR Lab
Access rich datasets on a 
powerful computational 
platform, free for research 
use

爱思唯尔国际科研评估中心

基于云的科学计量数据分析平
台，以开展数据挖掘及分析建
模工作。

愿景：ICSR旨在利用数据与分析，为科研规划、科研评估和政策制
定提供更多的见解，以进一步支持科研决策



如欲获取更多相关信息?

通过blog.scopus.com/webinars
网站注册，了解更多往期及预期

网络研讨会信息

告诉我们您希望网络研讨会涉及
的讲座主题!

可以通过在线讲座发送信息、通
过微信或电子邮件来联络我们

Photo by Christina @ wocintechchat.com on Unsplash

https://unsplash.com/@wocintechchat?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https://unsplash.com/s/photos/computer-black-person?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重要的Scopus资源及时更新

网站名 URL链接

Scopus Info Site elsevier.com/solutions/scopus

Scopus Blog blog.scopus.com

Scopus newsletter https://communications.elsevier.com/webApp/els_doubleOptInWA?do=0&srv=els_scopus&sid

=71&uif=0&uvis=3

哔哩哔哩 https://space.bilibili.com/499059961

微信公众号 爱思唯尔Elsevier

领英 linkedin.com/company/scopus-an-eye-on-global-research

YouTube youtube.com/c/ScopusDotCom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scopus
http://blog.scopus.com/
https://communications.elsevier.com/webApp/els_doubleOptInWA?do=0&srv=els_scopus&sid=71&uif=0&uvis=3
https://space.bilibili.com/499059961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scopus-an-eye-on-global-research


问题?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 “Ask a Question” 功能来提出您的问题。



感谢您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