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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期刊評估性工具的重要
•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的簡介
•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的檢索
•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指標介紹

大綱

•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指標介紹
•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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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R

了解學術期刊的評估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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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表工具之利用研究發表工具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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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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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的發表與國際研究社群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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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

分析

創新

撰寫

引用

審查

發表

投稿

加速您的發表時間

發表評估的工具



• 某個學科領域中，哪些期刊在學科領域中影響力最大？
• 哪些期刊是綜合性的期刊？
• 哪些期刊是被學者們經常利用和引用的？
• 哪些期刊是熱門期刊？

利用JCR了解學術期刊的重要性

• 哪些期刊是熱門期刊？
• 指導研究人員有選擇的瀏覽學術期刊，並且結合實際

有選擇的投稿。
• 可以為圖書館的選刊工作提供依據，並可以為每種期

刊存放多久後即可歸檔，提供一個合適的時間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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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R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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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分為兩個版本
– JCR Science Edition：提供科學專輯175個領

域8411本期刊的引文分析資訊
– JCR Social Sciences Edition：提供社會科學專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 JCR Social Sciences Edition：提供社會科學專
輯中所收錄的社會科學57個學科領域3016本
期刊的引文分析資訊

– 將近2,500家出版社與83個國家的代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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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R對每種被收錄的期刊，都會提供以下的統
計數據：
– 引文和論文數量，影響指數，立即指數，被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 引文和論文數量，影響指數，立即指數，被
引用半衰期，引用半衰期，期刊原始資料，
引用期刊列表，被引用期刊列表，主題分類，
出版社資訊，期刊刊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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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R的檢索
如何利用JCR來做為投稿選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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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專輯

選擇檢索方式：
1.瀏覽主題、出版社、國 家/區域
2.查詢期刊名稱，ISSN等
3.瀏覽專輯內所有期刊

選擇完畢後點選Submit



瀏覽主題、出版社、國家/區域

在此功能下可以選擇瀏覽Web of Science收錄的某個學科領域的
期刊，某個出版社的期刊，某個國家或區域的期刊等



依照學科瀏覽：Subject Category Selection

選擇一個或多個學科

點選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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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期刊資料
選擇期刊排序方式：
依照期刊期刊字母順序、總引用次數、影響指數、立即指數、當年發表文章
數、被引用半衰期、五年影響指數、Eigenfactor、Article influence



Subject Category Scope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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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出版社瀏覽：Publisher Selection

選擇一個或多個出版社

選擇排序方式：
依照期刊期刊字母順序、
總引用次數、影響指數、
立即指數、當年發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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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指數、當年發表文
章數、被引用半衰期、
五年影響指數、
Eigenfactor、Article 
influence 點選Submit



依照國家瀏覽：Country / Territory Selection

選擇一個或多個國家

選擇期刊排序方式：
依照期刊期刊字母順序、
總引用次數、影響指數、
立即指數、當年發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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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指數、當年發表文章
數、被引用半衰期、五年
影響指數、Eigenfactor、
Article influence

點選Submit



查找某一特定期刊

選擇查找某一
特定期刊的選項特定期刊的選項



依照刊名檢索：Journal Search

選擇檢索爛位：期刊
全名、期刊縮寫名稱、
期刊刊名、關鍵字、
ISSN

瀏覽期刊名稱變化情況

輸入檢索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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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檢索詞彙



Journal Title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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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所有期刊

點選Submit會進入到選擇專輯下的所有期刊



JCR指標介紹
JCR多元指標提供投稿、館藏策略時之運用



檢索結果頁面

檢索結果記錄：
影響指數
五年影響指數
立即指數
論文數量
被引用半衰期
EigenfactorTM

Article InfluenceTM



JCR中常用的幾個評估指標
• Total Cites：在選定的年限裡對某一方面期刊中所有文章的

被引用次數的總和。

• Impact Factor：用該期刊前兩年發表論文在當年被引用的
次數除以該期刊前兩年發表論文的總數所得到的值。可以用
來評估同一研究領域不同期刊的相對重要性。

• 5-Year Impact Factor：對於社會科學領域的期刊該指數較
能看出其期刊影響力 (需經過較久的時間引用才會達到高
峰)

• Immediacy Index：用某一年中發表的文章在當年被引用
次數除以同年發表文章的總數得到的指數。用於評估特定期
刊在當年被引用的速度。 22



• Articles：某特定期刊當年發表的文章總數。

• Cited Half-life：指期刊達到50%被引用率所需要
的時間。該數值有助於圖書館確定期刊的館藏和存
檔的策略。

JCR中常用的幾個評估指標

• EigenfactorTM ：可了解特定期刊在學術引用社群
的總影響力，利用期刊引用網絡(citation network)
找出評估較具權威性的期刊

• Article InfluenceTM ：可提供該期刊平均每篇文章
的影響力。

23



全記錄頁面

全記錄：
影響指數影響指數
五年影響指數
期刊自我引用
立即指數
論文數量
被引用半衰期
引用半衰期
期刊原始資料
被引用期刊列表
引用期刊列表
五年影響指數趨勢圖
相關期刊



Impact Factor影響指數
• 影響指數是指該期刊於早2年所出版的文獻數，在某一特定年份被其它文章引

用的平均數。而這是提供比較相同研究領域中，期刊相對重要程度的方法。
• 即【該期刊早2年被收錄於ISI資料庫的文獻被引用次數的和】除以【該期刊

早2年所有出版文獻總數】



5-Year Journal Impact Factor 5年影響指數
• 5年影響指數是指該期刊於早5年所出版的文獻數在某一特定年份被其它文章

引用的平均數。提供年代更長的期刊引用趨勢，引用活動的查看範圍因而隨
之放大，使用者更能夠快速瀏覽豐富的資料

• 即【該期刊早5年被收錄於ISI資料庫的文獻被引用次數的而這是提供比較相
同研究領域中，期刊相對重要程度的方法和】除以【該期刊早5年所有出版文
獻總數】



Citation Behavior, variance among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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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ediacy Index立即指數
• 立即指數為該期刊於當年所出版的文獻數在當年度被其它文章引用的平均數。

可以評量一本期刊中，所收文章在發表同一年內被引用的頻率
• 即【該期刊當年被收錄於ISI資料庫的文獻被引用次數的和】除以【該期刊當

年所有出版文獻總數】



Cited Half-Life被引用半衰期
• 被引用半衰期是指從最近一年算起，一期刊被引用次數達到全部被引用次數

的50%時所需之時間
• 被引用半衰期有二規定：該期刊必須被引用100次以上才列出；當10年內其

被引用次數未達總被引用次數的50%時，以>10.0表示

用途：
計算某一期刊所刊登的論文平均經過多久時間，仍然還會被引用。



Citing Half-Life引用半衰期
• 引用半衰期是指從最近一年算起，一期刊引用其他期刊次數達到全部引用次

數的50%所需的時間。可以了解一本期刊在近十年引用的情況

用途：
引用半衰期的值越低，表示該期刊所引用之參考文獻時效性越高。



Eigenfactor 

• 可了解特定期刊在學術引用社群的總影響力
• 利用期刊引用網絡(citation network)找出評估較具權威性

的期刊
– 類似Google page Rank的概念
– 若該期刊被較具影響力之期刊引用，則得到較高的引文值

• 具有相同引用次數的期刊，A被較具影響力的期刊引用，B被一• 具有相同引用次數的期刊，A被較具影響力的期刊引用，B被一
般期刊引用，則A得到較高的數值

– 模擬研究者藉由引用行為從A移動至B、C…D期刊的隨機過程

• 採用近五年的citation widow

• 詳細計算公式請參考
http://www.eigenfactor.org/method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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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enfactor

•特色
– 忽略期刊自我引用
– 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期刊一起計算
– 可考量不同學科領域的引用差異，讓各學科能在同一引

文基準點上進行比較文基準點上進行比較
– 出版文章數越多的期刊可能具較高引用次數，能見度較

高，通常有較高的Eigen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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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enfactor Score

33



Article Influence Score

• Article Influence可提供該期刊平均每篇文章的影響力

– 計算方式=(該期刊的Eigenfactor/該期刊當年文章數)*0.01

– 在JCR資料庫所有文章的平均值為1

– 若該期刊Article Influence Score大於1，表示該期刊每篇文
章影響力居於JCR資料庫所有文章的平均值以上；反之，小
於1則在平均值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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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Influenc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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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Self Cites  期刊自我引用
• Journal self cites

– 該期刊總引用次數(total cites)中，期刊自我引用次數
及比例

• Self Cites to Years Used in Impact Factor Calculation
– 該期刊在近兩年之引用次數中，期刊自我引用次數及

比例比例
• Impact Factor without Self Cites

– 該期刊扣除期刊自我引用後之影響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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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d Journal 被引用期刊
• 被引用期刊圖表提供各年度被其他期刊引用這本期刊文章的分布狀況

白色 / 灰色區塊代表期刊被引用半衰期。
黃色區塊代表期刊自我引用的次數。
深藍色區塊代表期刊非自我引用的次數。
藍色區塊的資料為影響指數的計算依據。



Citing Journal 引用期刊
• 引用期刊圖表提供各年度其他期刊引用這本期刊文章的分布狀況



Source Data期刊原始資料
• 期刊原始資料是計算一期刊當年的文章篇數(僅原始研究和評論文章) 以及其

參考書目數量，並提供每篇文章的平均參考書目數量

2011年

2012年



點選Cited Journal Data，
即可查看被引用期刊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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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Citing Journal Data，
即可查看引用期刊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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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Impact Factor Trends查
看五年影響指數

42



點選Related Journals瀏覽
該期刊的相關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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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Rank in Categories

• Journal Ranking
– 可了解該期刊在各領域的排名情形
– 係根據各領域之期刊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排序後，所得的名次
– 若該期刊屬多個領域，則有不同的名次– 若該期刊屬多個領域，則有不同的名次
– 除實際名次外，可知該期刊於該領域的四分位百分比，Q1為該領

域影響係數名次前25%，Q2為25%-50%，Q3為50%-75%，Q4則為
後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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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期刊排名

總期刊數 影響係數排名 四分位百分比排名

• Nature屬於MULTIDISCIPLINARY SCIENCES領域
• Nature於MULTIDISCIPLINARY SCIENCES領域之影響係數排名第1，為前25%(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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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R的用途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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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
• 研究人員與學者：了解自己研究領域的期刊
• 作者：找到最適合同時又具一定影響力的期刊，

確定投稿方向
• 圖書館：為選刊工作提供依據，同時為期刊歸檔

時間提供參考時間提供參考
• 資訊分析專家：從學科計量學角度跟蹤學科發展

的動態，研究引文模式
• 出版機構或編輯人員：觀察期刊在其市場中的影

響力，適合調整編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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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Thank You

台灣地區獨家代理--碩睿資訊有限公司台灣地區獨家代理--碩睿資訊有限公司台灣地區獨家代理--碩睿資訊有限公司
電話：02-8226-8587

傳真：02-8226-5022

網站：http://www.isiuser.com

http://www.sri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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