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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讓研究智能解決方案更具威力
Scopus 為全球最大的同儕審查文獻摘要及引用資料庫，其提供的智慧工具有追蹤、分析、視覺化呈現
學術研究的功能。Scopus 提供受可靠、高品質且維護良好的資料，讓研究智能解決方案更具威力。 

科學見解

評估、規劃
及訂定比較基準 

管理 
與展示

SciVal
SciVal 由 Scopus 提供，透過以下
方式分析、視覺化呈現及評估研
究表現： 
 Scopus 出版品 
  引用資料

分析服務 
分析服務結合 Scopus 的高品質
資料，針對研究表現提供精確、
公正的分析。 

Scopus Custom Data 可從 
Scopus 取得以豐富且結構化之 
XML 格式呈現的指定資料集。 

Pure 
Pure 從 Scopus 接收資料並加以
彙整，提供完整檢視研究、獎項
及活動的功能： 

 出版品計量指標 
 Scopus 出版品識別碼 
 Scopus 作者識別碼、期刊資訊 

個人檔案處理服務 (Profile 
Refinement Service，簡稱 PRS) 
Elsevier 的個人檔案處理服務可
提供相似 Scopus 作者個人檔
案。搭配 Pure 使用時，個人檔
案處理服務能加快執行流程。 

研究計量指標

 期刊計量指標 
(例如三年期刊影響力指標 [CiteScore] 、期刊標準
化影響指標 [SNIP]、期刊聲望指標 [SJR])

 論文層級的計量指標(例如領域權重引
用影響指數 [Field-Weight Citation Impact]) 

 作者計量指標(例如 h 指數)

Scopus數據
 3.7 TB 的資料 
 14 億筆引用出處 
 70,000 筆研究機構檔案

 1600 萬筆作者個人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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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Scopus.com 
根據您的具體需求，您可以利用三種方式取用 Scopus 的資料。 Scopus.com 可讓您對整個 Scopus 資料庫
輕鬆進行搜尋、探索及分析。包含於 Scopus 訂閱服務的 Scopus API 不須額外付費，可讓您將 Scopus 的
資料整合至自己的系統。至於其他應用， Scopus Custom Data 可將指定資料集傳送給您，以便您進行自
己的內部共同研究、執行研究評鑑或書目計量分析。您想如何使用您的 Scopus？ 

搜尋 
找出正確結果是提供趨勢、發現來源及共
同研究者與形成進一步見解的關鍵第一
步。 

探索 
Scopus 內建功能可協助您發現並追蹤重
要趨勢、領域專家、關鍵來源、具有影響
力或相關的研究。 

分析 
Scopus 提供的分析工具可協助您更加了解
正在檢視的資料，並從中獲得重要見解。 

Scopus.com 應用程式介面 (API) 
Elsevier 的 API 程式可讓您將 Scopus 的內容及資料整合至自
己的網站及應用。 

API 請求 Scopus 

傳送資料
至網站

取得報告/ 
分析所需的 
大量資料 

搜尋及回傳
研究機構典
藏的文獻 

客製化資料 
Scopus Custom Data 可從 Scopus 取得以豐富且結構化之 
XML 格式呈現的指定資料集，因此您可以進行自己的書
目計量分析、建立內部資料庫、展示自己的發表作品等。 

70M+ 
筆記錄

22,000+ 
本出版物 

5,000+ 
家出版商 

只要遵守我們的 API 及資料
使用原則，任何人都能免費
取得 API 金 鑰 並 使  A P I 。
不 過 ， S c o p u s  A P I  的 完
整 使 用 權 限 僅 提 供 給 使
用  S c o p u s  訂 閱 服 務 的
客 戶 。  

Scopus 可用的 API 
Scopus 有各種不同的 API 可供使用： 

摘要取得 API 
連續出版物名稱API 
文獻引用追蹤 API 
摘要引用計數 API 

Scopus 搜尋 API 
作者搜尋 API 
附屬機構搜尋 API 
作者資料取得 API 
附屬機構資料取得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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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API 與 SciVal API 的比較 - 兩者有何差異？ 
Scopus 與 Scival 皆提供使用應用程式介面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簡稱 API) 的功能。 兩項產品
分別提供可免費使用的各種不同 API 程序。 

Scopus API 
研究與整合 
Scopus API 可將 Scopus 的內容及資料整合至外部網站及應
用。 Scopus API 能取錄自 Scopus 上的各種學術期刊、書籍
及研討會資料，取出摘要及引用資料。 

SciVal API 
基準比較 
SciVal API 能取得研究者(Scopus作者個人檔案)及 SciVal 所提
供之 9,000 多個研究機構的整套計量指標。它也能回傳某個
指定 Scopus 作者或研究機構識別碼(或多筆識別碼)的計量指
標。 

Scopus API 應用範例 SciVal API 應用範例 
在您所屬研究機構的網站顯示貴單位的發表文
獻、引用摘要及其他影響力計量指標

進行特定學科領域的學術研究

聯合搜尋

貴單位及其研究者發表的新研究

追蹤貴單位研究產出的影響力變化

將作者發表記錄、文獻詮釋資料 (metadata) 、文
獻引用概要及其他選擇性文獻影響力計量指標加
到貴單位的機構典藏、現行研究資訊系統 (CRIS) 
或 (VIVO) 中

在網站顯示作者的 SciVal 計量指標

在網站顯示研究機構的 SciVal 計量指標

簡
單

複
雜

Cauchard, Jessica 

2011 - 2015 年研究表現 

學術作品 6 
引用次數 49 

h指數 3
領域權重引用影響指數   1.81
(FWCI)

國際合作 33.3%

近期發表記錄 
引用次數 

領域權重引用影
響指數(FWCI) 

Mendeley 
讀者 

1 - 10 

1 10.06 37 
4 - 36 
4 0 1 
7 2.57 14 

透過 
Scopus API 
取得的發表層 
級計量指標 

透過 
SciVal API 
取得的作者 
層級計量 
指標 

在期刊網站顯示期刊計量化指標 (CiteScore、SNIP
或SJR)

將 SciVal 的作者及研究機構計量指標填入將
研究機構典藏 (IR)

將 SciVal 的作者及研究機構計量指標填入現行研
究資訊系統 (CRIS)

未來展望：在 SciVal 中使用現行研究資訊
(CRI) 的階層式架構

平均被引用次數(CPP)  8.2

ActiVibe: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vibrations 
for progress monitoring
Emotion encoding in human-drone interaction 
Natural human-drone interaction
Chairs’ Welcome
M+pSpaces: Virtual workspaces in the spatially-
aware mobile enviroment

利用外部視覺化工具 (Tableau、plot.ly 等) 分析 Scival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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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維護的作者個人檔案 
Scopus 收錄超過 1600 萬筆作者個人檔案，每次上傳新資料時個人檔案就會更新。我們提供了反饋功能，
確保每筆作者個人檔案確定無誤且不斷更新。其它摘要及索摘型資料庫的準確性及查全率均不及 Scopus。 

作者個人檔案的產生 
Scopus 是全球唯一利用演算法系統化進行作者姓名消歧

處理的資料庫。 

新增論文的演算法處理程序 

輸入 
即將收錄的論文 
搜尋現有個人檔案並尋找可
能符合者 

步驟 1 
篩選 
姓名/出版年份間隔/共同作
者 

步驟 2

合併處理 1 
效力最高的條件： 
附屬機構/電子郵件

相符 

步驟 3 
合併處理 2 
標準化關鍵詞/出版物名
稱/ 摘要

相符 

步驟 4 
合併處理 3
參考文獻/來源出版物名稱/
學科領域/共同作者 

相符 

輸出 
臨時性個人檔案轉變為一筆
新的單一作者個人檔案 

「臨時性」個人 
檔案與現有個人 
檔案合併 此

時
已
可
在
篩
選
過
程
中
取
得
新
的
作
者
個
人
檔
案

 

Scopus.com 

多層反饋流程 
Scopus 利用自動化處理及經過維護的資料組合，自動建立

作者個人檔案，讓 Elsevier 的研究智能解決方案更具威力。 

Scopus.com： 
持續進行 
演算法更新

Scopus 
作者個人 
檔案

ORCID (開放型
研究者及投稿者
識別碼)
ORCID 是一組16位數字，通
常以網址的形式呈現，可
連結至研究者的個人檔案。

由於消歧處理的複雜性(例如重複的姓
名、姓名更改、出版商提供的詮釋資料
不完整等)，請求修改作者個人檔案時可
使用 Author Feedback Wizard 功能。
Scopus 竭盡全力更新並維護個人檔案的
正確性及完整性。截至目前為止，我們
維護了 120 萬筆作者個人檔案，每個月
約有 34,000 筆個人檔案進行修正。

透過 Scopus.com 
的 Author Feedback 
Wizard 功能*提出
人工反饋 

利用 ORCID 提出 
或產生人工及自動反饋 

Pure 個人檔案
精製服務 

透過聯盟協會/ 
政府機關提出的 
一次性更新

Scopus2SciVal 
手動及自動更新

*姓名的重要性為何？
2017 年，單單美國就有 50 萬名女性研究者* 
(同時還有 79% 的美國女性)選擇在婚後冠夫姓。**

* https://www.nytimes.com/2015/06/28/upshot/maiden-names-on-the-rise-again.html 

** Gender in the Global Research Landscape, Elsevier report (2017)

業界最強大的演算法資料處理程序以非
常高的正確性將論文歸入個別個人檔案 
，依據姓名、電子郵件、附屬機關、科
學領域、引用、共同作者等項目的比對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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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研究機構檔案
Scopus 收錄超過 70,000 筆研究機構檔案，每次上傳新資料時機構資料就混自動更新。我們提供了反
饋功能，確保每筆研究機構檔案確定無誤且不斷更新。其它摘要及索摘型資料庫的準確性及查全率均
不及 Scopus。 

Institution Profile Wizard 機構檔案精靈 
Institution Profile Wizard 可讓研究機構：

 修改其附屬機構檔案 
 修正其組織架構 

如此能確保 Scopus 將附屬機構檔案正確
歸類及顯示。 

修改組織架構 
 檢視/更新研究機構的組織架構 
 移除及增加子機構 

修改檔案 
 更新詮釋資料(例如名稱、地址) 
 增加多處地點或不同語言的地址 
 檢視、移除及增加替代名稱 

建立檔案 
 要求建立新檔案(如有需要) 

Institution Profile Wizard 可讓您： 

將新文獻加入 Scopus Scopus 研究機構資料庫 

作者身分確認 
從作者/出版商提
供的詮釋資料擷取 

演算法處理程序 

附屬機構檔案 
 名稱/地址/其他
 附屬機構識別碼

 替代名稱1 
 替代名稱2
 替代名稱3

附屬機構 
識別碼

文獻與現
有附屬機
構比對 

替代名稱 
還可從研究機構 
檔案擷取 
例如：
Univ. Amsterdam/Univ. of 
Ams./Univ. of Amsterdam 

5 將替代名稱用於識
別未來的文獻 4 將附屬機構識別碼加入符合的文獻 

研究機構組織架構 基
於與研究機構的附屬關
係 + 

Institution  
Profile Wiza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