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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Val 提供來自全球 230 個國家超過 
13,000 家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

憑 藉 優 異 的 搜 尋 功 能 和 靈 活 性 ，
SciVal 能讓您駕馭研究並制定最佳的
策略來推動和分析您的研究成果。

數據來源

SciVal 係以 Scopus 的文獻和使用數據
為基礎；Scopus 為全球最大規模同儕
審查文獻摘要及引文資料庫。

SciVal 使用 Scopus 資料庫從 1996 年起
，至今收錄的內容，涵蓋來自 5,000 多 
家出版商超過 22,800 本期刊逾 4,800 萬
筆資料。其中包含：

超過 22,000 本同儕審查期刊
360 種商業出版品
超過 150,000 本書籍
1,100 種叢書
550 萬篇會議論文

計量

SciVal 提供眾多經業界認可且容易解讀
的計量分析，包括 Snowball Metrics 由
數家高等教育機構所界定與共同議定
使用，可透過基準評估進行機構的策
略化決策。
SciVal 評估指標有助於評估機構或國家
的研究產能、引用影響力、合作關係
，及主題領域和其他更多資訊。
如需進一步了解SciVal的評估指標和相
關搭配使用的方法，請參見研究評鑑
指標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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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您在研究領域的世界觀點

視覺化展現研究成果
針對任何您所關心的研究參與單位，取得研究成果的
綜合摘要。不論是獨特的研究優勢，還是跨學科研究
領域都盡收眼底。

即時取得標準化的報告內容
綜觀除了您所屬的機構以外，連同其他機構、國
家和群組的研究成果

建立您的進度標竿
比較不同機構、國家以及特定群組的研究能量差異，
或是建立專屬於您的研究領域並長期監控進程。

經由詳盡資料庫結合並選定學科領域和計量方法
進行深入分析以達您所要的目標
分析您的相對優勢與劣勢，優化您的研究策略

全球熱門研究主題
科學熱門主題 (Topic Prominence in Science) 可用來進
行完整的組合搭配分析，探究所屬機構目前正投入哪
些主題以及哪些具有高的發展潛力的主題，因而更有
機會獲得贊助資源。

分析不同的研究單位，如：機構、國家和研究者
剖析投入特定主題的研究者、同儕和競爭者正著
墨哪些主題，以及您應掌握的相關主題有哪些

辨識並評估既有與潛在的合作夥伴
關係
根據研究能量與引用影響係數，辨識並分析既有與潛
在的合作機會。

利用視覺化地圖尋找您的機構和有目前合作與未
來有潛力的合作夥伴關係
深入剖析特定主題領域和自訂的研究主題，找出
最佳合作機構與合著者

分析研究趨勢
引用和使用數據可快速分析任何研究領域、主題或主
題聚合的研究趨勢，歸納出完整全貌。藉此找出關鍵
研究者、新興研究以及指標領域的最新發展概況。

檢視某一研究領域、主題或主題聚合的整體成果
，接著更深入探討所參與的機構、國家、研究者
和相關期刊的活動和影響，幫助您了解研究策略
引用資料提供更完整的研究成果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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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化展現研究成果
來自機構、國家、研究群組和主題的完整
研究分析

在現今的研發環境中，研發管理者需要規劃更有
效的方法來評估機構研發專案的品質與影響力。

SciVal 幫助您從多重視角檢視您所在機構的研究成
果，在可靠的基礎上建立、執行與評估研究策略

並運用先進的資料分析，您可以立即運用來自全球 
5,000 家以上出版商超過 22,000 本期刊中的4,800 萬
筆出版記錄，並經由超過 280 兆組計量數值隨您所需
立即產出權威的資料成果。

您可挑選下列選項做分析：

機構 (Institution) 與
群組(Groups)
研究者 (Researcher) 與
群組 (Groups)
文獻集 (Publication 
Sets)

國家 (Countries)與
群組 (Groups)
主題 (Topics) 與主題
聚合(Topic Clusters)
研究領域 (Research 
Areas)

綜覽(Overview) 模組可供您：

立即取得標準化的報告內容

綜觀除了您所屬機構以外，連同其他全球機構、國
家和群組的研究成果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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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熱門研究主題
科學熱門主題 (Topic Prominence in Science) 可用來進行完整的組合搭配分
析，探究所屬機構目前正投入哪些主題以及哪些主題有更高的發展潛力
，因而更有機會獲得贊助資源。剖析投入特定主題的研究者、同儕和競
爭者正著墨哪些主題，以及您應掌握的相關主題有哪些

主題 (Topic) 通常聚焦於共同的研究問題，依據
文章間引用關係所形成。主題有規模大小之分、
新或舊、成長中或衰退中的主題。主題是動態的
，新的主題會隨時間演化而浮現。有鑑於當今研
究現況的脈絡，有很多都涉及跨學科領域，而舊
的主題可能看似沉寂，但並未消失。就連研究者
本身也不會停滯不前，而可能鑽研多種不同研究
領域，進而促成了各式各樣新的主題。

科學熱門主題有助於了解：

4.

3.

2.

1. 目前研究組合中可獲得足夠資助的研究需要多少
資金？
這些特定的研究主題有哪些傑出優異的研究者和
後起之秀？
如何證明所屬機構活躍於某一高發展動能的研究
領域，並引領發展方向？
讓同儕和競爭者紛紛積極投入的主題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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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您的進度標竿
依您所需挑選出欲比較和作為對比標準的研究群組、指標和學科領域，
評估您的相對優勢和劣勢。

標竿指標模組提供進階功能，可透過彈性組合的
單位與計量，進行深入分析和比較。您可以讓所
屬的機構或研究者的研究表現和同儕對象進行比
較，為您決策過程中提供支持數據。

在國家 (Country) 與群組 (Groups) 中
選定國家、區域或「全球」以對比
您的相對表現，或使用期刊和學科
類別建立研究領域，對比某一研究
主題的基準進行評估。

結合並選定任何主題領域和計量方法，進行深入
分析以達到您所要的目標

辨識您的相對優勢與劣勢，優化您的研究策略

標竿指標模組可用於：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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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並評估既有與潛在的
合作夥伴
取得合作或可能合作的機構清單。從所屬機構的全球合作網絡開始，接
著細查世界各地個別的合作機構和研究者。

共同合作模組可供您探索所屬機構和其他機構的
合作網絡。共同合作模組根據合著情況幫助您尋
找既有合作關係，並依照發表文獻和影響力相關
指標提供機構和作者排名。同時可以探索尚未共
同合著論文的機構。

共同合作模組可用於：

分析既有與潛在的合作機會
利用互動式地圖探查您的機構和目前合作與未
來有合作機會的夥伴關係
深入剖析特定主題領域和自訂的研究主題，找
出最佳合作機構與合著者

亞太地區
1,446 間合作機構

20,600 篇合著論文

1.

2.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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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研究趨勢 
利用引用和使用數據可分析任一研究領域、主題或主題聚合的研究趨勢
，探索重要研究者、新興研究以及指標領域的最新發展概況。

研究趨勢模組有助於了解目前科學趨勢來決定新
研究策略，以及尋找合作機會和新興研究。可利
用 使 用 和 引 用 資 料 ， 針 對 任 何 研 究 領 域 
(Research Area)、文獻集 (Publication Set)、主題
(Topic)或主題聚合 (Topic Cluster) 執行進階的主題
式分析。如此可讓您找出指標領域中的關鍵機構
、研究者和國家，及辨識您在哪個領域有顯著的
貢獻。

SciVal 使用 Elsevier Fingerprint Engine®，可擷取
出辨識性高而且能夠具體指出任何領域的關鍵詞
組。

研究趨勢模組可用於：

檢視某一研究領域的整體成果，接著更深入探
討各機構、國家、作者和相關期刊的活動和影
響，隨之調整您的研究策略

藉由使用資訊補足引用數據，更完整呈現出研
究表現的概況

2.

1.



更多關於 SciVal 的資訊
請上 https://www.elsevier.com/zh-tw/solutions/sciv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