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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科研竞争力是评价科研机构整体竞争优势与能力

的综合性指标。科技论文产出是科研成果的主要表现

形式，是衡量科研能力、水平和业绩的重要指标［1］。西

北地区高校因自然环境、物种种类、科技水平等要素有

相似性，尤其是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四省的科研能

力、科研方向具有较多的共性，所以西北地区四省高校

的科研竞争力具有一定的可比性。西部高等教育是我

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党和

国家的高度关注。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西部大开

发战略的实施，西部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

高校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基地和科学技术创新的主

要源泉，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2］。

科学引文索引（SCI）是美国科技信息所根据现代

情报学家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的引文索引思想

建立的著名科技文献数据库。SCI除了文献检索功能

外，还被列为评价研究机构科研水平、科研成果的重要

工具，被SCI收录和引用也成为评价科研论文质量高低

的一个重要指标。2011年国家科技部发布的我国“十

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中，提出了我国科技发展总

体目标，并首次将SCI论文及其被引频次列入国家科技

发展战略［3］。

本论述以SCI为数据源，以新疆大学、兰州大学、石

河子大学、宁夏大学、青海大学等五所西北高校为研究

对象，采用发文量、被引频次、H指数及衍生指数等文

献计量指标，从论文生产力、影响力层面上进行科研竞

争力评价研究。

1 数据来源及方法

1.1 数据获取

以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出版的SCI-Expand为数据

统计源，检索时间定为 2011年～2015年，累计 5年数

据。数据最终导出时间为2016年11月初。

1.2 分析工具

Histcite数据分析软件，Excel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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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科研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科研竞争力评价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评价指标体

系由论文发文量及学术影响力综合指标两个层面构成。

1.3.1 发文量

发文量是研究机构发表的论文数量，反应机构论

文产出量的大小。笔者选用了总发文量，年度发文量

等指标。

1.3.2 学术影响力

科技论文的学术影响力能反映科学共同体或个人

的科研水平、学术能力被国际、国内同行的认可和关

注程度，是评价科学共同体或个人的学术能力、科研地

位、竞争力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4］。学术影响力的内涵

是多样的，不仅意味着学术的传播面和活跃度，也是学术

质量的一种表征，同时还体现了学术成果的重要性［5］。

本文采用了总被引频次、平均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

次、零被引率、H指数、R指数、AR指数等指标。

2 西北五所高校科研产出及科研竞争力评价

结果

2.1 发文量

2.1.1 发文总量

图1 2011年-2015年五所高校发文量对比图

各学校的发文总量可以衡量机构的基本科研产出

能力。从图 1可以看出，2011年～2015年西北五所高

校被 SCI收录的论文数量，差距较大。五所大学被 SCI
收录的论文数量从多到少依次是兰州大学＞新疆大学＞

石河子大学＞宁夏大学＞青海大学。兰州大学总发文量

明显最多，新疆大学和石河子大学被SCI收录的论文数量

比较接近，宁夏大学和青海大学的论文数量也比较接近。

2.1.2 五所高校年度发文情况

图2显示一定时间范围内，各高校的科研论文产出

发展情况和变化情况。整体上五所高校2011年～2015
年都保持着 SCI发文量增加趋势。五年内 SCI收录的

论文量从各高校每年度的自身对比情况看：兰州大学

2014年增幅最高，比 2013增长 19.1%；新疆大学 2013
年增幅最高，比 2012增长 18.8%，2012年论文数量比

2011年减少 3.6%；石河子大学五年内 SCI收录的论文

量呈稳步增长态势，2015年增幅最高，比 2014年增长

37.1%；宁夏大学2013年论文量增幅最高，比2012年增

长28.8%；青海大学2015年增加幅度最高，比2014年增

长 67.4%。五年内 SCI收录的论文量从各高校每年度

的相互对比情况看：青海大学和石河子大学在 2015年
SCI收录的论文量增幅较大（67.4%，37.1%），说明其收

文量进入快速发展期；而兰州大学、新疆大学、宁夏大

学进入数量收录增长徘徊期。

2.2 学术影响力

2.2.1 年度被引频次，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

论文被引频次是衡量一个机构的科研成果被其它

机构认可度的标志。总被引量是该机构所有文献的被

引频次之和，与发文总量相关，可以综合反映出一个机

构科研生产力和科研成果的影响力。篇均被引频次是

该机构每篇科研论文的平均被引频次，与科研生产力

无关，反映出该机构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影响力［6］。

表1 2011年-2015年西北五所高校SCI论文被引用量年度分布

大学

年份

兰州大学

新疆大学

石河子大学

宁夏大学

青海大学

2011
年

27 110
2 470
1 187
707
225

2012
年

23 732
2 569
1 519
969
254

2013
年

22 121
2 238
1 364
832
496

2014
年

16 123
1 666
1 229
782
337

2015
年

7 542
744
849
400
232

表 1 、图 3显示，兰州大学的总被引频次明显高于

其他学校，其余四所高校总被引频次从高到低顺序为

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宁夏大学、青海大学。从篇均

图2 2011年-2015年五所高校每年度的发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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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频次看，兰州大学篇均被引频次也明显高于其他

学校，宁夏大学、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数据相近，青海

大学的篇均被引频次最低。从年度被引频次看，兰州

大学处于高位徘徊期；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宁夏大

学、青海大学处于低位缓慢增长期。由此得出，兰州大

学科研生产力和学术影响力明显高于其他4所高校；其

他4所高校中，虽然宁夏大学的科研生产力比较低，但

是科研影响力高于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青海大学。

2.2.2 零被引率

零被引率是指 SCI 论文被引频次为 0 的论文占

比。零被引率在一定程度上反应机构的学术影响力。

图 4 显示，兰州大学零被引率最低，其他依次宁夏大

学、石河子大学、青海大学、新疆大学，表明五所学校中

兰州大学学术影响力最高。

图4 2011年-2015年五所高校SCI论文零被引论文占比情况

2.2.3 H指数，R指数，AR指数

图5 2011年-2015年五所高校SCI论文H指数对比情况

H指数最基本的含义是指被评价对象发表了 h篇
被引频次不少于 h 次的论文，其中的 h 值就是H指

数。H指数是一项累积性的指标［7］。图5 显示，兰州大

学的H指数最高，其次是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宁夏

大学、青海大学。

H指数作为科研学术影响力评价中具有缺乏灵敏

度、区分度等缺陷，本文中需要辅助R指数，AR指数解

决H指数的上述缺陷。

图6 2011年-2015年五所高校SCI论文R指数对比情况

R指数是指 h指数划定的绩效核内总被引频次的

平方根［7］。

从图 6中可以看出，兰州大学的R指数最高，其次

是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宁夏大学>青海大学。

图7 2011年-2015年五所高校SCI论文AR指数对比情况

AR指数是指h核内每篇论文的年均被引频次总和

的平方根。AR指数、R指数解决了H指数的敏感度和

区分度的基础上解决H指数只升不降的问题［7］。图7显
示，兰州大学的AR指数最高，其次为宁夏大学、石河子

大学、新疆大学、青海大学，表明兰州大学科研成果的持

续活跃性较好。这也与五所高校科研影响力相对应。

3 结束语

西北地区西部大开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发展

迅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西部大开发战略”、

“211工程”持续支持和“西部高校能力提升计划”的深

图3 2011年-2015年五所高校SCI论文总被引/篇均被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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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实施，西部高校办学水平不断提升，在学科建设、师

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

较大的进展。

本论述以兰州大学、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宁夏

大学、青海大学等五所高校 SCI（2011年～2015年）收

录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对五所高校的科研产出及科研

竞争力进行客观对比，得出以下结论。

（1）整体而言，西北五所高校的科研产出力随着西

部大开发呈逐步上升趋势，发展态势良好。从发文总

量和年度发文量横向比较，兰州大学表现出明显的优

势。纵向比较，各高校的科研产出力保持较稳步增长

状态。

（2）从年度被引频次、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

零被引率、H指数、R指数、AR指数等指标分析可以发

现，兰州大学的学术影响力最高，科研竞争力最强。其

他4所高校的学术影响力和科研竞争力与兰州大学的

差距较大。其中，宁夏大学虽然总发文量和年度发文

量少，但是在4所高校中篇均被引频次最高，零被引率

最低，AR指数最高，这说明，宁夏大学 SCI收录论文质

量高，学术影响力较强。

随着这几年的发展，西部地区高校科研产出及科

研竞争力逐步提高，但是与国内高校比较科研水平不

够高，科研产出量少，科研竞争力不够强。结合以上分

析，笔者认为五所高校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以提高科

研产出力和科研竞争力：（1）各高校挖掘高影响力和高

潜力的研究人员，鼓励高质量、高水平研究性发文，在

科研产出力确保的基础上，提高学术影响力和科研竞

争力。（2）努力提高各高校的办学水平，注重人才培养

的同时，吸引外部优秀人才。（3）建立全面、透明的评价

标准，科学合理的分配科研资源。（4）大力开展有效的

国际和国内科技交流与合作，加强西部各高校间的合

作，极大地促进西部高校科研教学工作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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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充指标［J］. 科学观察，2007（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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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3页）氧浓度的升高，环境温度越低，越不利于

臭氧的生成。环境湿度与臭氧浓度呈现显著负相关，

说明相对湿度越大时，越不利于臭氧的生成；相对湿度

越小时，越有利于臭氧浓度的升高。大气压与臭氧浓

度接近呈现显著负相关，说明大气压越低时，一定程度

上有利于臭氧浓度的升高。

（3）其它气态污染物中，氮氧化物浓度与臭氧浓度

呈现显著负相关，主要是因为氮氧化物在阳光作用下

发生光化学反应能够形成臭氧。二氧化硫、一氧化碳

浓度与臭氧浓度基本无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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