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所居領導地位的俄羅斯大學使用 Elsevier 開發的 Pure 研究
入口網站，增加全球合作機會與其學術成果的能見度

俄羅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學 - 
我們如何提升大學的研究能見度

這個互動地圖置於 TPU Pure 研究入口網站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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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ing Knowledge

大學努力爭取最好的名次並吸引最有才華的學生與教職人員。

被譽為本世紀最頂尖的美國和英國大學，發現他們陷入一種情況：一些在 
20 年前完全不敢奢想與哈佛、牛津或麻省理工學院相提並論的機構，開
始與他們展開高層次的競爭。

而現在，金磚五國 ( BRICS ) 和歐洲的大學 ( 包括俄羅斯和亞洲的頂尖大
學 ) 也開始加入競爭的行列。

俄羅斯教育與科學部支持俄羅斯大學拓展全球合作計畫，並促成俄羅斯研究
卓越發展。

俄羅斯政府推出 5 - 100 俄羅斯學術卓越計畫，鼓勵頂尖的俄羅斯大學加入
全球教育領導團隊中。僅有 5 所大學預期可以進入排名前 100 名的大學，因
此競爭相當激烈。

俄羅斯研究與國際科學社群封閉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俄羅斯大學需要採取
什麼樣的策略，才能打敗其他頂尖的大學？

多樣化觀點造福全球科學社群。因此，俄羅斯正在想辦法提升其研究的能
見度。透過同樣的方式，俄羅斯的科學界亦從多樣化的全球合作中受益。
俄羅斯教育與科學部支持俄羅斯大學積極拓展這些合作計畫，並促成俄羅
斯研究卓越發展。

在本文章中，兩位俄羅斯居領導地位之 Tomsk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TPU ) 的研究主管，撰寫他們如何提升自家大學研究的能見度，同時吸引
更多全球合作者。

這是現代學術界的全球趨勢，且此趨勢越來越強勁

主要的策略是拓展國際合作計畫，並且提高其學術成果
的能見度

與世界連接，拓展研究合作



使用 Pure 研究入口網站

TPU 研究管理部選擇 Pure 作為一項關鍵工具，來強化大
學的研究可見度。是什麼原因促使他們做出這項決定？又
為什麼會選擇 Pure？

Empowering Knowledge

Elsevier 從 2011 年開始成為 TPU 的合作夥伴。TPU 管理層和研究者
多年來使用 Scopus 和 SciVal 訂定研究策略，並持續追蹤比較 TPU 與
國內外機構的研究成果。

Elsevier 提供一個順應潮流且現代的介面，符合的國際化的學術入口
網站需求。

使用 Pure 意味著加入整個 Pure 社群，Pure 使用者是全球的大學和
研究機構，特別是美國和歐洲。所有 Pure 專家都集中在統一的搜尋
系統，讓我們有機會可以尋找到研究夥伴。此外，入口網站有利於我
們尋找外部的專家、研究者。Pure 上的研究者可能是我們投稿到高
影響力期刊的潛在審閱者；或者是建立合作計畫的潛在夥伴，TPU 教
職員可藉由安排國際科學活動中與其會面。

Pure 入口網站使用主要搜尋引擎如 Google 和 Yandex 來進行索引。

Tomsk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TPU ) 使用 Elsevier 開發的 Pure 研究入口網站作為實
施這些策略的工具。我們的經驗能夠幫助西歐及金磚五國 ( BRICS－巴西、俄羅斯、
印度、中國和南非 ) 等具有相同困難和相似經濟及歷史背景國家的大學。



另外，Pure 可幫助解決下列難題：

TPU 合作夥伴 ( 特別是未使用 Scopus 者 ) 找不到 TPU 相關的
研究成果。

TPU 管理層必須取得無法從 Scopus 和 SciVal 中取得的研究
分析資料。舉例來說，針對部門總計 5 年的引用數，僅需計
算校內的論文而不納入校外作者的論文。

開發 TPU 研究領域及專家的特別搜尋引擎，可依據研究紀錄 
( fingerprint ) 和關鍵字分組。

Pure 研究入口網站是一個綜合資料庫，內含學術研究成果、活動、專案
及合作計畫，當中展示 TPU 學術單位和研究人員共計 1,100 筆檔案。隸
屬科學與創新中心的研究智慧和發表部門負責在 TPU 布署 Pure。後續持
續推出 PR 活動向全球推廣此入口網站。

從 2015 年 9 月推出以來，俄羅斯已有 17,000 人次，而全球各國的大學及
含德國、英國、日本和中國等國家在內的研究中心已有 17,000 人次造訪 
TPU Pure 研究入口網站。製藥產業的綠能科技、合成化學技術、生物材
料與合成材料、血漿物理學，以及定期相對論電子放射性是國際間最感興
趣的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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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能見度的其他方式

主持全球會議

TPU 每年舉辦超過 30 場國際會議。研究管理部支持此方式，將由知名專業或科學學會如 IEEE、NDT 和化學學會所組
織的大型會議，引介至 TPU 舉行。九月時，我們將主持 TESOL 俄羅斯創新會議，會議主題為「全球英語教育與學習
銜接科學與創新」，並由 Elsevier 提供支援。主要重點將會聚焦在全球層級的研究溝通。

Hirsh Rocket IT
管理全球最大研究活動的業務差旅。前往參加國際會議、研討會及論壇為研究生涯本身帶來極大幫助。一般而言，這
是了解目前科學趨勢的獨特機會，其中包含最新的研發方式、成功發表的方法、需要從國際研究社群取得的結果，以
及促進您研究的最佳夥伴。在大型研究活動中邀請重量級講者和發表人能提升大學的聲望。Hirsh Rocket IT 方案可協
助自動組成代表團，藉由研究經理列出條件篩選值得參加的活動，以及能夠獲得最大成功與效益的 TPU 研究員和工作
人員條件。

管理投稿支援系統。系統的主要目標為排解初展開研究生涯之研究者的不安，教導他們如何尋找審查者、與審查者溝
通，以及不要害怕遭到退件。主要關注重點是過去 TPU 引用率不佳的研究領域，例如電力工程、地理學、電腦科學、
社會科學等。在這裡，研究員者先能夠得到發表流程的個人諮詢服務：如何尋找一個較佳的期刊、除了原稿外還需要
什麼其他文件、如何與審查者溝通等。接著作者把論文投稿至 TPU 內部接受預先審核，此時將會評估是否能夠發表。
若論文符合規定，即可校對原稿並編修。2 年間有 189 篇論文投稿至 Hirsh Rocket，其中有 50 篇來自較年輕學術研究
作者的論文被發表或正在出版中。

TPU 引用之學者專案

此為 TPU 研究者的學術成果月度摘要，包含發表在高影響力期刊中的論文、引用等。此摘要會發表在 TPU 的編輯部中
，並分發給大學合作夥伴以及在媒體 ( 包括社群網路 ) 中推廣。此專案的目的在於打造一個易於發表的環境，激勵研
究團隊透過研究成果展開競爭。當您看到同事在 Science或 Nature 期刊中發表論文，會激發您的競爭心而取得更好的
成果。

作者訓練計畫

此專案由科學與創新中心和大學圖書館共同合作在 TPU 實施，其中涵蓋針對學術溝通、學術寫作發表和研究網絡與合
作等主題的大師課程、研討會、圓桌會議和訪談。講者為來自全球不同教育和研究機構，且具備豐富經驗的論文作者
、引用度高的和初展開研究生涯的研究者，他們在學術溝通方面表現優異，同時也是知名發表出版社 ( 如 Elsevier ) 
的代表。

所有這些計畫都協助打造出一個易於發表的環境，進而提升學術成果。

TPU Pure 研究入口網站展現出此趨勢，並成為協助我們提升大學能見度的重要工具。引用已故知名美國作家和實業家 
Stephen Covey 的一句話：「無論快還是慢，向前進就對了。( Your speed does not matter, forward is forward.)」我們
相信這句話是 TPU 最好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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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lia Falkovich 博士是 Tomsk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TPU ) 科學與創新中心的研
究智慧與發表部部長。從 2014 年部門成立開始，她擔任部長負責 TPU 的研究能
見度、研究成果、建立策略以及分配研究資金，並發起和建立計畫促進學術溝通
與在高影響力期刊中發表論文。TPU 是俄羅斯排名前 15 的大學，從 2013 年便開
始使用 Elsevier Research Intelligence 工具 ( Scopus、SciVal、Pure )。Falkovich 
博士是 TPU 實施 Pure 的發起人，並負責入口網站的資料管理和推廣。她曾有 3 
年的國際研究專案工作經驗，負責管理和組織 TPU 學者與合作大學研究者間的研
究網絡。Falkovich 博士在研究國際化和 TPU 學者創新活動領域，與外國學者、
經理還有以專案領導人的身分共同發表超過 30 篇研究著作。這些專案的資金來
自機構、政府和國際補助金。

Roman Ostvald 博士是 Tomsk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TPU ) 的科學與創新部副部
長，負責 Tomsk 理工大學的學術聲譽、大學計畫的研究人才流動力、研究成果、
補助資金、全球研究合作計畫，以及碩士、博士和博士後的合作基金計畫。他是
科學與學術聲譽發展策略的大學團隊成員。Ostvald 博士有化學與工程背景，他的
主要專業領域為氟化學。他與外國學者共同在高影響係數期刊中發表超過 100 篇
研究論文，同時也是具備海外工作經驗且參與過許多實習工作的資深研究員。
Ostvald 博士目前管理一個擁有兩名副教授、一名資深研究員、兩名博士學生和五
名碩士學生的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