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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Part One
背景



争创省一流是众多高校的需求和奋斗目标，各地都在大规模投入

“双一流”建设背景

l 建设实质：一流学科建设、优势学科、特色建设

l 遴选条件：鼓励竞争，充分利用第三方评价

l 动态管理：打破身份固化，5年一个周期，不搞终

身制

l 建设等级：省内一流、中国一流、世界一流



“双万计划”&“双高计划”

双高计划
高职的“双高”
2019年4月1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
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简称“双高计划”）
集中力量建设50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校，15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
每五年作为一个支持周期，2019年即启动第一轮建设

双万计划
本科专业的“双万”
2019年4月9日，教育部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
计划”的通知》
计划2019—2021年，建设10000个左右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点和10000个
左右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点。



还有

学位点的申报
人才的引进
评审
本地的各种一流建设
……



样本相对较小
传统纸本时代的产物（选取一部分期刊），但现在技术

条件下是完全可以在更大的数据层面来考察的

对中文成果较多的中国机构有诸多不适应，中国更需要

引导作者重要成果在国内首发、提升本土贡献度

ESI只有22个学科，双一流建设需要有中国特色、符合中

国国情的学科评价体系

评价现状

注：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ESI）是美国科技信息所（ISI）于2001年推出的分析评价工具，是基于 科睿唯安（原汤森路透） 
Web of Science（SCIE/SSCI）所收录的全球12000多种学术期刊的1000多万条文献记录而建立的计量分析数据库



图书馆一直在为本校的学科建设、评估、
规划提供支持服务

学科评估已成为图书情报专业学术领域

的重要研究对象

单一机构数据积累、分析能力有限，难

以形成体系和工具

Library InstituteScholar

基于大数据有中国特色的学科评价分析系
统，可减轻图书馆学科馆员的工作压力，
高效率、可靠性



大形势倡导建有中国特色的学科评价标准

图情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学科评价工具



超星CESI的设计思想

大数据 全样本
突出中文

成果

中国学科影响力评价平台-C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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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I介绍



CESI介绍

ESI CESI

外文 中文+外文

全球机构 中国机构

ESI学科体系（22个学科） 教育部学科体系，细化到二级学科

不适应中国国情 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学科影响力评价平台（Chinese ESI，简称CESI）



平台数据

收录

范围

引证

来源

指标

体系

机构

范围

全部公开正式发行的中文期刊论
文、中国机构发表的所有外文期
刊论文（不限于被索引数据库的
收录文章）
纳入目前已存在的主要核心期刊
体系，如CSSCI、CSCD、SCI、
北大核心等

CN期刊引文、ISBN图书引文
(未采用非公开出版物的引文，
如学位论文等）

突破惯例用近10年的数据，
将数据回溯到了1990年
包括发文、引证、篇均被引
等，方便观察
采用成熟的核心、分区等方
法

覆盖中国所有本科院校、高
职院校、成人高校、有研究
生招生资格的研究院所
学校名称已归一化处理

中文期刊  文章总数：4500万   来源刊种：12000种   引证总数：10200万
外文期刊  文章总数：   550万   来源刊种：71000种   引证总数：3100万



平台特色

思想-突出中国特色
突出中文学术成果，体现中国本土贡献
基于教育部的学科门类、一级学科，细化到二级学科

1

2

3

4

创新-以篇为颗粒度
分析粒度更细致，不再是以刊种为单位与学科对应，

而是以单篇论文为单位与教育部学科一一对应

灵活-组合评价
支持多种学科组合评价，机构与学者对比分析，

帮助高校进行学科重组、发现优势与不足

可靠-预测重合度高
建设过程中邀请多位专家、专业人士进行指导；完全基于客

观事实，预测结果与已公布的榜单重合度高

CESI
特色



CESI介绍

 

从不同角度和侧面为学科评价、竞争力分析、潜力分析、贡献度分析、竞争动态分析服务



机构分析

注：默认只依据引证量进行排序



平台评价指标

指标体系（全面、详细，采纳了国内外常用的评价指标，增加了一些独有指标）



评价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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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实例（陕西省）



陕西省“双一流”情况

2017年公布的陕西省高校的3个“一流”高校，17个“一流”学科

学校名称 “双一流”学校 “一流”学科

西安交通大学 是
力学、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
物理、电气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商管理

西北工业大学 是 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是 农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西北大学 地质学

长安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自定）

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自定）

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 临床医学（自定）



一流学科的准确性？
用CESI对一流学科进行预测



宁波大学
2017年公布的一流学科是“力学”，力学在CESI中
排名为77

该校的“水产”位居全国第7位应有机会争创一流学
科



西安交通大学

核科学与技术（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6）、石
油与天然气工程（6）



西北工业大学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2）、冶金工程（5）、控制
科学与工程（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西北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根据近5年的成果分析，用CESI汇总预测陕西省有机会争创全国一流（TOP10）的学科

学科 CESI排行 机构名称 发文量 引证量 学科评估（第四轮） 一流学科（2017）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7 空军工程大学 1322 1693 B 否
兵器科学与技术 8 空军工程大学 570 590 B- 否

军队指挥学 4 空军工程大学 309 234 - 否
口腔医学 8 空军军医大学 1100 1819 - 否

轻工技术与工程 6 陕西科技大学 1022 1195 B+ 否
中国史 7 陕西师范大学 1390 428 B+ 否

测绘科学与技术 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691 3024 - 否
软件工程 9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485 1441 B+ 否

纺织科学与工程 5 西安工程大学 1492 1448 C+ 否
建筑学 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134 2247 B+ 否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7 西安交通大学 2692 16782 - 否
核科学与技术 3 西安交通大学 863 1507 B+ 否

矿业工程 8 西安科技大学 1866 3527 C+ 否
音乐与舞蹈学 4 西安音乐学院 1107 603 B+ 否

考古学 8 西北大学 546 355 A+ 否
冶金工程 5 西北工业大学 1440 6806 - 否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2 西北工业大学 3698 5748 A+ 否
生态学 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841 2964 B+ 否

水利工程 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294 3637 B- 否
农业工程 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081 3649 B+ 否



根据近5年的成果分析，用CESI汇总预测陕西省有机会争创全省一流（TOP5）的学科（部分举例）

学科 TOP院校

体育学 西安体育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咸阳师范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延安大学

中国史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渭南师范学院，西藏民族大学

机械工程 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长安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陕西科技大学，西安理工大学

冶金工程 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理工大学

水利工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理工大学，长安大学

电气工程 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理工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空军工程大学，西安邮电大学

护理学 西安交通大学，空军军医大学，延安大学，西安医学院，陕西中医药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理工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工商管理 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理工大学，西北大学，长安大学



西安理工大学  （ 部分学科，根据近10年的数据的统计）



自定一流学科的准确性？
用CESI来规划自定一流学科



长安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该校更应该自定的学科是“中国史”（7）



空军军医大学
该校更应该自定的学科是“口腔医学”（7）



宁夏大学

青海大学 生态学（自定）

宁夏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自定）

西藏大学 生态学（自定）

石河子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自定）

新疆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自定）、化学（自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自定）

宁夏大学TOP20的学科 　位次

生物学 171

化学 230

作物学 44

农业资源与环境 25

教育学 290

临床医学 296

园艺学 39

食品科学与工程 98

应用经济学 251

畜牧学 35

生态学 79

材料科学与工程 283

控制科学与工程 222

环境科学与工程 237

林学 69

农林经济管理 91

草学 12

化学工程与技术 229

数学 236

基础医学 87



自定学科不准确

自定学科不准确

自定学科

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没有CESI这样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辅助决策
工具的支持

后果可能很严重：投入不容易出明显成效，已公布的一流学科后续
有被淘汰的风险



高校需要有适合的学科评价分析系统的辅助支持

了解自己其实并不容易、了解别人就更不容易
对自己学校的学科在全省、全国、乃至世界的位置水平状态有准确判断实际很难
不能仅仅依靠小样本（数据不全）的工具，否则出现偏差的概率太大

闹出大量的笑话就太可怕了

高校（发规处、人文社科办、重点院系等）

学科评价需求



如何用CESI为高职院校的“双高计划”做准备、去努力？

目前还没公布“双高”名单，是否可先预测下？



高职院校综合排名 分别在全国高职院校中排（10）、（26）



高职院校学科排名



高职院校学科排名



如何加快发展？

用CESI为双一流引进人才、引导发文



草学：专家学者，方便寻找人才  （考察时间跨度为10年：2009-2018）



草学： 刊种，引导发文可提高该学科的影响力（考察时间跨度为10年：2009-2018）



CESI其他功能



一次可最多自由组合5个进行统计分析

组合分析  (可用于专业组合、学院的预测和评估）



机构对比分析



9份分析报告

可自动生成9种报告



• 十年来的发文分析报告

• 竞争力分析报告
• 潜力分析报告

自动生成报告      (可分别基于中文期刊、外文期刊、WOS/ESI进行分析并生成报告)



数据来源官网及正规媒体，每天自动更新，支持学校自己设置关注的主题

一流学科机构动态跟踪



机构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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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学科服务



机构知识库

推荐建设方案

1.学校公开成果的全面收集建设

2.建成学校师生的成果仓储中心

3.集成建设学校相关的纸本成果

4.与图书馆的其他系统进行集成

5.与学科评价专用系统一起建设

6.多终端平台展示服务一起建设



机构知识库

有的单位希望通过机构知识库的建设实现学科评价分析
机构库用于本机构的成果、学科分析没有问题，但用于学科评价，尤其与其他学校、学科进行对标分析，
效果有限

机构库只能用于

分析本机构

学科评价建议用

专门的工具平台

可建学科（院系）

成果（专家）库



大雅相似度检测系统

论文检测、成果检测、学术诚信问题……

各种评价（评审、申报）、机构知识库建设等，都无法回避，

不如一起建设……

翟天临学术不端事件



国家政策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

（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要组织开展或委托基层学术组织、第三方机构对本单位科研人员的

重要学术论文等科研成果进行全覆盖核查，核查工作应以3－5年为周期持续开展。

（科技计划管理部门）将科研诚信建设要求落实到项目指南、立项评审、过程管理、结题验收和监督评估等科技计

划管理全过程。

全面实施科研诚信承诺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项目管理专业机构等要在科技计划项目、创新基地、院士增选、科

技奖励、重大人才工程等工作中实施科研诚信承诺制度

科技计划管理部门、项目管理专业机构要对科技计划项目申请人开展科研诚信审核，将具备良好的科研诚信状况作

为参与各类科技计划的必备条件。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责任者，实行“一票否决”。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将科研

诚信审核作为院士增选、科技奖励、职称评定、学位授予等工作的必经程序。

开展科研诚信建设情况动态监测和第三方评估，监测和评估结果作为改进完善相关工作的重要基础以及科研事业单

位绩效评价、企业享受政府资助等的重要依据。

注：来自2018.5.30新华社电



大雅论文检测（查重）系统优势

l 最全的图书比对库

l 期刊论文、报纸库资源丰富

l 管理员多种功能，包括自建对比库管理

l 支持选择只用图书对比库检测

建议：多个检测系统同时使用，为相关人

员提供多重保护



支持与学位论文提交系统无缝对接

大雅论文检测（查重）系统优势



图书贡献率评价与分析服务

l 以往我们只能通过纸书的借阅量、电子书的下载量来
考察其作用，但无法真正知晓其贡献和效果

l 超星图书被引分析系统根据单位发文的引用情况，挖
掘与分析出本单位贡献率较高的图书，为图书馆的图
书服务、馆藏建设等提供辅助决策参考。

l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工具不多，大数据范围内的分析、
能实现到具体单位的更没有



年代范围、学科等条件可修改

图书贡献率评价与分析服务





每个重点学科，按重点专业（二级学科），可分批次进行

逐渐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学科（专题）数据库群，即学科数字分馆（专业数字分馆）

学科（专题）库

可包括最新图书、期刊、学位论文的浏览，图
书被引，学科动态，重点学者，等



内蒙古财经大学：智慧图书馆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道德伦理智库



谢 谢

超星集团南京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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