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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大学环境与生态学学科分析报告

□赵 丹

摘要：根据 2019 年 5 月 9 日更新的 ESI 数据（数据覆盖时间

2009.1.1-2019.2.28）与 2019 年 4 月 30 日更新的 Incites 数据对

南昌大学环境与生态学学科进行了分析，并就“如何迅速提升该学

科水平，使其尽快入围 ESI 前 1%”这一主题，进行了对标机构分析，

并预测了该学科入围 ESI 时间。

一、南昌大学环境与生态学学科概况

近年来，随着高层次人才的引进，环境与生态学学科研究水平

已有大幅度的提升，但至今仍未进入 ESI 前 1%。现就这一学科的发

展现状进行揭示。

（一）产出力及影响力

根据 Incites 数据（2019 年 4 月 30 日更新）,南昌大学环境与

生态学学科 ESI 论文共 212 篇，总被引频次 1229 次，其中以南昌大

学为第一发文机构共 122 篇。其产出及相关影响力指标值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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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环境与生态学学科产出力及影响力

学科名称 ESI 排名 论文数 CNCI
被引

频次

论文被引

百分比

国际合作论

文百分比
h指数 JNCI

环境与生

态学

未进入（潜力

值 28.38%）
212 0.87 1229 69.34% 35.38% 16 1.14

注：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CNCI）指与同行论文（发表于同一年、同一学科、文献类型也相同的论文）

进行比较，相对于同行论文的相对被引表现；期刊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JNCI)指某一篇（或一组）论

文的被引频次与发表于同一年、同一期刊、同一文献类型的论文的平均被引频次进行比较；h 指数指出

版论文集的 h指数。

表 1.1 中南昌大学环境与生态学进入 ESI 前 1%的潜力值为

28.38%，表示南昌大学环境与生态学学科与当期 ESI 前 1%最后一名

的接近程度，可谓任重道远。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1，说明被

引表现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期刊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1，说明高于

同期刊论文的平均被引频次。论文被引百分比为 69.34%说明该学科

论文被引率还是较高的，但国际合作论文百分比仅为 35.38%，说明

国际化合作有待加强。h 指数为 16 表示在该组论文中，每篇被引用

了至少 16 次的论文总共有 16 篇，h 指数越高说明该组论文影响力越

大。

（二）学院贡献度分析

在此对 212 篇论文的二级机构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到了各学院

（单位）的贡献度（在此只显示前 5 名），见图 1.1。

从图 1.1 中可以看出，对南昌大学环境与生态学学科贡献度排

名前三的学院（单位）分别为：生命科学学院（35%），资源环境与

化工学院（17%），食品学院（12%）。纵观整个贡献度比例图，贡

献主体来自于生命科学学院和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基本符合该学

科的研究及应用范围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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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环境与生态学学科学院贡献度

212 篇中有 2篇高被引论文，分别来自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和建

筑工程学院，见表 1.2。

表 1.2 高被引论文（生命科学学院贡献）

作者 排名 篇名
文献

类型
来源 发表年

被引

频次

Leng, Lijian;

Li, Jun; Zhou,

Wenguang

（资源环境与化

工学院）

1

Biochar stability

assessment methods:

A review

Review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9 8

Ouyang, Erming;

Liu, Yuan;

Ouyang, Jiating

（建筑工程学院）

1

Effects of different

wastewater

characteristics and

treatment…

Article
ENVIRONMENTA

L TECHNOLOGY
201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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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焦生命科学学院

在南昌大学，环境与生态学是属于生命科学学院的一个学科，

该学科的发展，生命科学学院首担重任。因此，接下来聚焦生命科

学学科，揭示该学院环境与生态学学科产出力及影响力，见表 1.3。

表 1.3 生命科学学院环境与生态学学科产出力及影响力

学院名称 论文数 CNCI 被引频次 论文被引百分比
国际合作论

文百分比
JNCI

生命科学学院 58 0.76 430 74.14% 43.1% 1.02

根据表 1.3 生命科学学院共发表环境与生态学学科文献 61 篇，

占比较小为 29%；被引频次为 430，占比为 35%；学科规范化的引文

影响力为 0.76，小于整个南昌大学该学科的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

力 0.87，说明其他学院发文质量更高。

二、对标机构分析，寻求提升空间

选择大陆 ESI 排位最后一名的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

研究所作为对标机构。

首先从 ESI 论文总数、被引频次、论文被引百分比、学科规范

化的引文影响力、国际合作论文百分比、h 指数六个维度就环境与生

态学学科进行了两校对比，见图 2.1。从雷达图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两

机构的差距，差距比较大的是论文数、总被引频次与 h 指数；另外

也可以看出南昌大学在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已经超过了中国科

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因此论文总数及高质量的论文数

量是主要的差距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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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环境与生态学学科产出力与影响力

（南昌大学 VS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以上六个具体指标数据见表 2.1。

表 2.1 环境与生态学学科产出力与影响力

（南昌大学 VS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机构名称 ESI 排名 论文数 CNCI
被引

频次

论文被引

百分比

国际合作论

文百分比
h 指数

南昌大学
未进入（潜力

值 28.38%）
212 0.87 1229 69.34% 35.38% 16

中国科学院东

北地理与农业

生态研究所

953/967 659 0.75 4426 78.15% 34.2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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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ESI 排行榜评价的最主要指标值就是被引频次，图 2.2 被

引频次五年趋势图揭示了两个机构的发展趋势。

图 2.2 环境与生态学学科被引频次五年趋势图

（南昌大学 VS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与

南昌大学在被引频次上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拉越大，但在近 5

年有缩小趋势，因此多发表高影响力水平的论文仍是南昌大学环境

与生态学学科的发展重点。

三、入围 ESI 前 1%时间预测

根据候志江的方法，首选选取60（N一般要大于50）个环境与生

态学学科当期进入ESI前1%的机构，查询其ESI排名及Incites排名，

得出二者的比值，并得出二者的排名转换系数ｆ，即为所有比值的

平均值。候志江在选取60个样本的时候是随机抽取，而这里为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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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反应总体统计值，是从ESI排名首位到末尾依据固定的排名间隔

选取了60个统计样本，根据得到的f值，得到环境与生态学学科数据

年度范围内的ESI模拟排名。由于ESI数据范围在10-11年变动，此处

按10年计算，当期ESI前1%分割线即为环境与生态学该期ESI前1%进

入机构数(967)，根据ESI模拟排名及ESI前1%分割线绘制出了南昌大

学该学科的发展态势曲线，如图3.1。

图 3.1 南昌大学环境与生态学学科发展态势曲线

从学科发展态势曲线可以看出，南昌大学环境与生态学学科总

体呈上升趋势，学科发展势头良好，未来ESI排名也会越来越高。根

据侯志江方法所述ESI模拟排名曲线与ESI前1%分割线交点含义是只

要未来学科发展保持现有相对水平，经过Ｎ年后（Ｎ等于交点横坐

标值）该学科就可以进入ESI前１％。然而，未来优秀的表现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进一步平抑历史过往较差的表现，从而加快学科进入ESI

前１％的速度，因此这里得到的入围时间Ｎ是一个上限值，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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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晚入围ESI前１％的时间。即南昌大学环境与生态学学科最晚将在

10年后，即2029年5月进入ESI前1%。

ESI入围时间既然是个预测值，就存在误差，如若南昌大学该学

科发展势头慢慢减弱，就可能推迟入围时间。这一时间还有可能提

前，如果在这段时间有一些高被引的论文出现将会加快入围速度。

总体来看，南昌大学环境与生态学学科发展势头还是比较乐观

的，但是与进入ESI前1%大陆机构最后一位的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

农业生态研究所还是有很大差距。预计南昌大学环境与生态学学科

最晚将在2029年5月进入ESI前1%，如若这期间多发些高被引的论文

成果将可能提前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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