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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使命：帮助研究界有信心
地做出更好的决定



Scopus - 来源中立的同行评议内容摘要和引文数据库

收录内容由独立的领域专家委员会遴选

为研究人员、图书管员、机构科研管理者和基金资助机构提供强大的发现和分析工具。

7,000+
出版商

25,000+
系列出版物

210K+

书籍

84 million
文档

17 million
学者档案

~80,000
机构档案

17亿条参考文献

找寻/分析发文期刊

跟踪评估研究者影响力

决策合作者/机构/项目

追踪研究影响及全球研
究趋势

找到最新领域内研究成果

确定如何区分研究课题，
找到想法



全学科、全品类、放眼全球

数据来源: Scopus.com, June 2021

5,000家出版商，105个国家和地区 | 40种语言 | 每日更新 | 覆盖多种区域性内容

期刊

25,751 

同行评议系列出版物

292

贸易出版物

6,319

金色开放获取期刊

>8,500

册期刊预发表文献数据

完整元数据，摘要和参
考文献

自然科学
8,688

医疗健康
7,242

社会科学
10,767

生命科学
4,984

101K

会议

10M

会议论文

主要为工程，计算机科
学，数学，物理学领域

学科类别
专著

849

丛书

60K

卷

1.8M

条目

220,000+

专著

主要为社会科学，人文
艺术领域

会议论文 书籍



Coverage of high quality journals via selection by the independent Content 

Selection & Advisory Board (CSAB)

CSAB委员来自全球，为各领域专家，多数有期刊编辑经验

21st CSAB Meeting, Beijing, China

高质量期刊内容全部由独立内容遴选与咨询委员会审核



Scopus中国学术委员会

中国委员和国际委员联合会议在北京召开



期刊遴选标准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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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r-review English abstracts Regular publication
Roman script 

references

Publication ethics 

statement

符合以下所有最低标准才能进入审核流程

▪ 同行评议期刊
▪ 英文摘要与英文题名
▪ 定期出版并已注册 ISSN码
▪ 参考文献为西文字符
▪ 具出版伦理与反学术不端声明
▪ 新刊出版满2年

https://www.readyforscopus.com/cn/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scopus/how-scopus-works/content

透明的期刊遴选标准

https://www.readyforscopus.com/cn/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scopus/how-scopus-works/content


Principles of Transparency and Best Practice in Scholarly Publishing

1. Website accessible 

2. Journal name and ISSN

3. Peer review process 

4.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5. Governing body 

6. Editorial team/contact 

7. Copyright and licensing 

8. Author fees - clarity

9. Process for handling misconduct 

10.Publication Ethics statement

11.Publishing schedule 

12.Access 

13.Archiving 

14.Revenue sources  

15.Advertising  

16.Direct marketing

Mainly about transparency and honesty

Source: https://publicationethics.org/resources/guidelines-new/principles-transparency-and-best-practice-scholarly-publishing

16条出版透明性原则和最佳出版范式

https://publicationethics.org/resources/guidelines-new/principles-transparency-and-best-practice-scholarly-publishing


支持

委员会

服务

中国期刊

学术期刊“走出去”委员会办公室

• 期刊培训
• 申请信息预审核
• 增强沟通

• 日常审刊工作沟通
• 委员会会议组织

https://goingglobal.cnpiec.com.cn/

https://goingglobal.cnpiec.com.cn/


期刊审核基于五大类十四条定性和定量遴选标准

Transparent Scopus selection criteria for serial content

Eligible titles are reviewed by the Content Selection & Advisory Board according to a 

combination of 14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selection criteria

Journal Policy

期刊方针
Quality of Content

內容质量
Journal Standing

期刊排名
Regularity

定期性

Online Availability

线上可及性

• 具有说服力的编辑政策
Convincing editorial policy

• 同行评审类别
Type of peer-review

• 编辑的来源地区多样性
Diversity i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editors

• 作者的来源地区多样性
Diversity i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uthors

• 对该学科领域的学术贡献

Academic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

• 摘要的明确度

Clarity of abstracts

• 品质以及是否符合所述目标
及范畴

Quality and conformity with 
stated aims and scope

• 文章的可读性

Readability of articles

• 期刊文章在 Scopus 数据库
中获得的引用
Citedness of journal articles in 
Scopus
• 编辑声望
Editor standing

• 定期出版无延迟

No delay in publication 
schedule

• 有网络版内容

Online content available

• 有英文版期刊网站首页

English language journal 
home page available

• 期刊网站品质

Quality of journal home page

透明的期刊遴选标准



期刊未通过审核原因分析

五大类 占比 细类

期刊排名
(Journal Standing)

90.48%
期刊文章在Scopus数据库中获得的引用
(Citedness of journal articles in Scopus)

编辑声望（Editor standing）

期刊方针
(Journal Policy)

52.38%

具有说服力的编辑政策
（Convincing editorial policy）

同行评审类别（Type of peer- review）
编辑的来源地区多样性

（Diversity i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editors）
作者的来源地区多样性

（Diversity i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uthors）

内容
(Content)

42.86%

对该学科领域的学术贡献
（Academic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
摘要的明确度（Clarity of abstracts）
品质以及是否符合所述目标及范畴

（Quality and conformity with stated aims and scope）
文章的可读性（Readability of articles）

线上可及性
(Online availability)

23.81%

有网络版内容（Online content available）
英文版期刊网站

（English language journal home page available）
期刊网站品质（Quality of Journal home page）

致谢：Scopus中国学术委员会办公室



Keeping track of suggested titles

Scopus Title Suggestion Tracker

跟踪您的期刊申请

http://suggestor.step.scopus.com/progressTracker/


每年审核通过超过1200种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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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收录中国大陆期刊*

中文刊，

471，
55%

英文刊，

384，
44%

双语，9

1.0%

接受的期刊数

26 26 30
42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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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0年接受58种中文刊

*中国大陆机构为出版社或合作出版社
根据2021年6月刊表



中国期刊2020CiteScore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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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3种有2020CiteScore值

• 83种排名学科前10%

• 190种位于Q1区

Q1,190, 
22%

Q2,139, 
16%

Q3, 208, 
25%

Q4, 316, 
37%

Report Download

https://app.ma.scrmtech.com/resources/resourceFront/resourceInfo?pf_uid=16053_1737&pf_type=3&channel_id=&channel_name=&tag_id=&id=25949&source=1&jump_register_type=&wx_open_off=&appid=wx141e22e3a4034558&code=031BNe0009UbLM1Ag32007P9tp1BNe0H&state=%7B%22svipCard%22%3A%22svipCard%22%7D


新接受中国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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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ingglobal.cnpiec.com.cn/news/info?id=aad3e4c0d7174662bf5c664e22f5b04d



Scopus期刊收录及数据上线流程

申请 & 评估 接受收录 版权授权许可书 数据加工&展示 内容上线
列入Scopus来源

出版物清单
流程

4-8 个月 6-12个月

Scopus 产品团队/评审委员会 Elsevier运营团队：出版关系经理

预估时间 3-4个月

负责团队

被Scopus接受的期刊版权所有者会经历：

期刊社关键时刻期刊社关键时刻

您回复的时间和数据质量的好坏会决定这部分时间的长短，我
们推荐您的：
➢ 数据格式：XML格式的全文数据（JATS标记）+OCR可读PDF

➢ 数据传输方式：sFTP feed推送+网站收割
• 提供账密给Elsevier

• 将Elsevier的IP列入白名单

第三方内容FAQ



CiteScore - 期刊指标创新



CiteScore – Scopus全部系列出版物的简单指标

https://blog.scopus.com/posts/citescore-2019-now-live

分子 | 2016-2019年论文，综述，会议论文，
书籍章节和数据论文的引用

分母 | 2016-2019年论文，综述，会议论文，
书籍章节和数据论文的数量

2019 CiteScore 新算法

https://blog.scopus.com/posts/citescore-2019-now-live


CiteScore – 多个相关指标合集

相关指标包含：

1. CiteScore

2. CiteScore Tracker

3. CiteScore Percentile

4. CiteScore Quartiles

5. CiteScore Rank

6. Citation Count

7. Document Count

8. Percentage Cited



基于主题显著度的国际学科前沿定位

• 基于Scopus文献的引用关系聚类主题（近10万个主题）

• 打破期刊界限

• 作者基金资助随着主题显著度增加而增加，主题显著度反映
科学需求。

A

N O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S T

P Q R

U V

W

Z

X Y

Cluster 1 Cluster 2 Cluster 3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75115771730211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751157717302110


期刊的“显著主题”

Topics Clusters: 862 Topics Clusters: 878 Topics Clusters: 1057

Data Source: Scival, 2015-2020 publications

Science Nature PNAS

T-Lymphocytes; Neoplasms; 
Immunotherapy

Attention; Brain; Learning

Arabidopsis; Plants; Genes

Galaxies; Stars; Planets



国际一流人才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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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如何生成学者档案

业界领先的

算法和数据处理

作者和机构

人工反馈

Scopus 作者/机构学术档案

广阔的研究成果

根据姓名，电子邮件，从属关系，主题领域，
引文，合著者，等的匹配情况，将论文高度
准确地分组到一个配置文件中

以算法配置文件为起始与手动反馈结合起
来，以最少的精力创建最准确的配置文件。



国际一流人才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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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如何助力期刊国际力提升？

一流期刊需要

• 国际视野，规范办刊

• 国际学科前沿精准定位

• 一流编辑编委团队

• 多方位指标，让决策更有信心

Scopus支持

• 公开透明的选刊标准
• 全球全领域可信赖信息覆盖
• 与国际组织一致的出版道德规范要求

• 一键获取期刊深度分析
• 学科显著度开发

• 精准及时的全球学者档案

• 公开系列出版物评估的信息和数据模型，提
供一系列度量指标满足各层级体系的评估



Tracy Chen

Tr.chen@elsevier.com

Site URL/Email

说明和期刊自检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scopus

https://www.readyforscopus.com/cn/

Scopus中文网站 https://www.elsevier.com/zh-cn/solutions/scopus

Title Suggestion

申请提交及答疑

http://suggestor.step.scopus.com/suggestTitle/step1.cfm

Email: titlesuggestion@scopus.com

内容更改中心
https://service.elsevier.com/app/contact/supporthub/scopusco

ntent/

mailto:Tr.chen@elsevier.com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scopus
https://www.readyforscopus.com/cn/
https://www.elsevier.com/zh-cn/solutions/scopus
http://suggestor.step.scopus.com/suggestTitle/step1.cfm
mailto:titlesuggestion@scopus.com
https://service.elsevier.com/app/contact/supporthub/scopuscont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