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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明确提出：“到 2020 年要建成一批国际知

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

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1］2015 年 8 月，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

案》），计划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

流行列或前列，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

竞争力［2］。同年 11 月 5 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总体方

案》，要求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坚持“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

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 为动力”的 基 本 原

则，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3］。其

中，“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将面向非“211 工程”高校

适度放开，更加突出绩效导向，动态调整支持力度，

这为一些办学特色鲜明的省属高校强势学科的发

展带来了战略机遇。ESI 数据库作为一种定量分析

工具，可以跟踪、评估学科建设效果，进行深层次分

析，为国内高校制定学科建设政策和完善学科管理

制度提供客观依据 ［4］。因此，利用 ESI 数据库全面

深入分析我国省属高校重点学科建设现状，尤其是

相关学科水平在世界学科排名中所处位置，针对存

在问题，提出科学可行的对策与建议，对当前我国

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对象的选取

美国科技信息所 （ISI）2001 年研发的 ESI 数据

库是衡量科学研究绩效，跟踪科学发展趋势的基本

分析评价工具，涵盖了 SCI 和 SSCI 最近 11 年收录

的论文及其引文数据，针对工程学、材料科学、物

理、化学、计算机科学等 22 个学科领域，从引文分

析的角度分别对国家或地区、研究机构、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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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科技工作者进行统计和排序，是现今较权威的科学

计量和评价工具 ［5］。ESI 数据库可以从科研论文的

角度，相对客观地反映研究机构的学科水平及在国际

上的学术影响力，因此被广泛运用于学科评价和分析。
ESI 以 10 年为一个时间单元，更新周期为 2 个

月，统计结果全面、更新速度快。依据 ESI 数据库

2015 年 7 月更新的学科数据检索结果 （涵盖 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时段数据），我国大

陆地区共有 154 所普通高校的 595 个学科进入 ESI

世界排名前 1%。其中，源自 85 所省属高校的 ESI

学科数为 157 个，占比约为四分之一。省属高校是

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补充力量。省属高

校强势学科建设水平直接影响着“世界一流学科”
建设实现程度、覆盖程度及受益范围。为深入了解

省属高校 ESI 学科建设水平，指导其科学与持续发

展，本文将研究对象确定为源自 85 所省属高校的

157 个 ESI 世界前 1%学科。

三、省属高校 ESI 学科的分布特征

（一）ESI 学科的机构分布

我国高校按照办学层次可分为“985 工程”高

校、“211 工程”高校、非重点建设高校三类，其中，

“211 工程”高校按照主管部门又可划分为部属“211

工程”高校和省属“211 工程”高校两类，其中，省属

“211 工程”高校和非重点建设高校统称为省属高

校。此外，由于中国科学院大学虽不属于“985 工

程”、“211 工程”高校，但其各项 ESI 学科指标却显

著强于多数“985 工程”高校，为使研究结论更加准

确，本文将其单列。按上述分类标准，对我国入围

ESI 世界前 1%的 595 个 ESI 学科按照学校层次属

性进行划分（见表 1）。36 所“985 工程”高校拥有 ESI

学科 341 个，占入围学科总数的近 60%；50 所“211

工程”高校拥有 135 个 ESI 学科，占比为 23%。其中，

省属“211 工程”高校的 ESI 学科数远低于部属“211

工程”高校。占我国高校总数 95%的非重点建设高

校拥有的 ESI 学科为 109 个，占比仅为 18%。“985

工程”高校的校均 ESI 学科数为 9.5 个 / 校，部属

“211 工程”和省属“211 工程”高校的校均 ESI 学科

数相当，约为 2.7 个 / 校，非重点建设高校的校均

ESI 学科数仅为 1.6 个 / 校，相当于“985 工程”高校

的 17%，“211 工程”高校的 60%。

表 1：我国 ESI 世界前 1%学科的来源高校层次

（二）ESI 学科的校际分布

从入围高校角度进行分析，我国 2000 余所省属

高校中仅有 85 所拥有共计 157 个 ESI 学科，占全国

高校 ESI 学科总数的 26%。其中，18 所省属“211 工

程”高校拥有的 ESI 学科数为 48 个，占省属高校

ESI 学科的三分之一强。苏州大学、上海大学分别以

7 个、6 个 ESI 学科位列省属高校 ESI 学科排行榜前

两位，是省属高校 ESI 学科“第一梯队”。郑州大学

等 6 所高校各拥有 4 个 ESI 学科，处于 ESI 学科“第

二集团”，福州大学等 11 所高校各拥有 3 个 ESI 学

科，有 66 所高校的 ESI 学科数为 1-2 个，这些高校

合计拥有 87 个 ESI 学科，占省属高校 ESI 学科总数

的 55%。其中，约一半的省属高校（45 所）仅拥有 1

个 ESI 学科，19 所实力较强的省属高校拥有 70 个

ESI 学科，占省属高校 ESI 学科总数的 45%（见表

2）。省属高校 ESI 学科数的均值为 1.8 个，标准差为

1.2 个，分布的偏度系数为 1.86，呈右偏分布。这表

明省属高校 ESI 学科分布严重不均。
表 2：省属高校 ESI 世界前 1%学科的校际分布

（三）ESI 学科的指标差异

从 ESI 数据库的 WOS 文献总数、总被引频次、
高被引论文数和热点论文数等 4 项 ESI 学科评价指

标来看，我国 85 所拥有 ESI 学科的省属高校近 10

年发表 SCIE、SSCI 检索论文共计 32.68 万篇，被引

用 218.96 万次，某一机构在特定学科领域和年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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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引频次排名在世界前 1%的高被引论文为 2339

篇，近两年内各学科领域中被引频次在最近两个月内

排名位于全球前 0.1%的热点论文为 69 篇。同期，中

央部委直属高校发表的论文数为 102.68 万篇，总被引

841.27 万次，高被引论文 10995 篇，热点论文363 篇。
由表 3 可见，省属高校发表的 WOS 文献数和总

被引频次占全国高校的比重约为 20%左右，高被引

论文数和热点论文数两项指标占全国高校的比重

还不到 20%。中央部属高校各项 ESI 指标占全国高校

的比重在 75%-85%之间，其中，“985 工程”高校各项

ESI指标所占全国高校的比重约在 60%-70%之间。
因此，中央部委直属高校，尤其是 39 所“985 工程”
高校是我国冲击“世界一流学科”的主要力量，而占

我国普通高校总数 95%的省属高校对 ESI 各项指标

的贡献率仅为 20%左右，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

重要补充力量。
表 3：我国不同层次高校 ESI 世界前 1%学科指标差异

（四）ESI 学科的地域分布

1.地区分布

ESI 入围省属高校数和学科数在东部、中部和

西部均呈现出“梯度递减”分布。从高校角度看，东

部入围高校最多，为 55 所，占全部入围高校的 60%

强；其次为中部，入围高校 19 所，占比为 22%；最后

是西部，有 11 所高校入围，仅占入围省属高校总数

的 13%。从入选学科角度看，三大区域指标差距更

为悬殊，东部地区的入选学科达到 111 个，占省属高

校学科总数的 71%；中部地区入选学科 33 个，约占

总数的 21%，西部地区仅有 13 个学科入选，占比还

不到 10%。可见，省属高校 ESI 学科分布区域差异

特征十分明显。
2.省域分布

大陆地区共有 25 个省（市、区）的地方高校拥

有 ESI 学科，省均学科数约为 6 个。具体到省份来

看，江苏以 32 个省属 ESI 学科的绝对优势位居全国

第一，占全国省属高校 ESI 学科总数的 20%；其次为

浙江，拥有 14 个省属 ESI 学科；上海和广东各拥有

12 个省属 ESI 学科，并列全国第三；山东以 11 个省

属 ESI 学科位列第五。全国仅有以上 5 个省份的省

属高校 ESI 学科数达到 10 个以上。辽宁、北京、湖
南、福建和河南等 5 个省（市）的 ESI 学科数也达到

了全国省属高校平均水平。安徽等 15 个省份的省

属高校 ESI 学科数为 5 个及以下，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其中，甘肃、吉林、重庆和新疆等 4 个省（市）仅

有 1 个省属高校 ESI 学科；内蒙古、宁夏、青海、西

藏、贵州和海南等 6 个省（区）至今还没有 1 个 ESI

学科。可见，我国省属高校 ESI 学科主要分布在东部

沿海发达省份，其中，仅 ESI 学科排名前五的苏浙沪

粤鲁等五省（市）拥有的省属高校 ESI 学科数就占全

国省属高校 ESI 学科总数的半壁江山。可见，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与 ESI 学科建设水平基本呈正相关。
（五）ESI 学科的领域分布

从 ESI 的学科领域维度进行分析，我国省属高

校入围的 157 个 ESI 学科共涉及 ESI 数据库全部 22

个学科领域中的 13 个，其中，化学、临床医学、工程

学和材料科学等 4 个学科数量位居前列，这 4 个学

科是省属高校的强势学科，合计拥有 ESI 学科 120

个，占省属高校 ESI 学科总数的 76%（见表 4）。
表 4：省属高校 ESI 世界前 1%学科领域分布

将某学科的 ESI 学科数占全国高校 ESI 学科数

的比重命名为该学科的“贡献度”，则临床医学学科

的贡献度最大，为 57%，其次为化学学科 44%，再次

为工程学学科 31%。省属高校在数学、物理、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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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学科，及神经与行为科学、免疫学等生命学科

领域则处于相对劣势。与中央部委直属高校相比，

省属高校在环境学与生态学、计算机科学、社会科

学总论、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微生物学、精神病学

与心理学、经济学与商学等 7 个 ESI 学科领域还没

有实现“零”的突破。以环境学与生态学、计算机科

学为例，全国分别有 24 所、19 所高校的相关学科入

围 ESI 世界前 1，但却没有 1 所是省属高校，省属高

校需要在上述薄弱学科领域加大建设力度，争取早

日实现突破。
（六）ESI 学科的位次分布

省属高校 ESI 学科的数量虽在我国高校已占据

相当比重，但其学科建设质量究竟如何？为解答上

述疑问，需要对入选 ESI 世界前 1%学科的排位进

行深入分析。将某学科在 ESI 数据库中的全球总排

名除以该学科入围机构总数，即得到某个学科排名

的位次（见表 5）。排位表现较好的学科是临床医学

和化学学科，临床医学学科有首都医科大学、南京

医科大学和中国医科大学 3 所高校闯入前 20%；化

学学科在各个排名区间均有高校进入，其中苏州大

学的化学位列前 15%。工程学和材料科学 2 个学科

入围数量虽多，但其排名却不尽如人意。
其中，工程学学科只有上海大学 1 所高校，材

料科学学科只有苏州大学和上海大学 2 所高校排

名进入前 30%，其他高校排名均在后 60%之列。总

体而 言，省属高校 ESI 学科排位普遍靠后，没有 1

个学科进入前 10%，甚至位列前 30%的学科也寥

寥无几，位列前 50%的学科仅占省属高校学科总

数的 27%，超过 70%的学科位于后 50%之列。其

中，排名在 90%-100%之间的学科就有 30 个之多，

占比近 20%。可见，省属高校 ESI 学科排名普遍较

为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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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启示与建议

（一）提高重视，科学谋划

ESI 是当今国际上普遍用以评价大学和科研机

构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的重要指标，它不是简单地

基于论文数量进行统计，还采用旨在突出论文的质

量的“总被引频次”、“篇均引用次数”和“高被引论

文数”等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学科竞争力和水平。
有学者在对中国高校 ESI 学科排名与教育部学科评

估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发现，大部分学科呈现高

度线性相关，平均相关系数高达 0.7 以上，教育主管

部门大规模的学科评估几年才能做一次，而通过

表 5：省属高校 ESI 世界前 1%学科的排名位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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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 文献计量数据则可以从一个侧面动态了解我国

相关研究机构部分学科在全球或全国的位置，这对

于监测这部分学科科研发展、了解竞争态势具有较

好的参考作用，对于教育部门和高校开展大型学科

评估也可起到前期调研预判的作用 ［6］。2012 年中国

校友会网研究团队率先将我国大学进入世界前 1%

的“ESI 论文总被引频次”作为反映大学“学术声誉”
指标纳入大学评价体系，引导国内高校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和学术研究水平 ［7］。因此，省属高校应当切

实提高对 ESI 世界前 1%学科建设的重视程度，加

强 ESI 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关注跟踪

ESI 学科的异动趋势，制定并实施能引导 ESI 学科良

性发展的举措，通过 ESI 学科建设引领相关学科发展。
（二）抢抓机遇，争创一流

为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2013 年 5 月国家实

施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 年）》，

重点支持地方高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地方高校

优势学科和师资队伍建设，力争在中西部形成一批

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全面提升中西部高等

教育质量，进一步缩小与东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之

间的差距，更好地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8］。作

为该计划的一部分，发改委、教育部和财政部先后

启动了“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和“中西部

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一大批地方高水平大学

入选两个工程，得到国家和地方专项经费支持。国

家即将实施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改变了对参与

高校“身份”的限制，对部委直属高校和省属地方高

校一视同仁，鼓励有学科实力和特色的高校同台竞

技，公平竞争，学科评估将更加注重绩效考核。这对

办学特色鲜明的一些省属高校，尤其是入围 ESI 世

界前 1%学科的高校而言是一个重大机遇，省属高

校应紧紧把握这一机遇，整合优化学科资源，争创

“世界一流学科”，在日益激烈的高校竞争中抢得先

机，赢得主动。
（三）注重特色，内涵发展

从世界高等教育的版图来看，即使是世界顶尖

大学在学科发展上也是各有侧重，并不一定要在所

有学科领域都处于世界顶尖位置。在理学、工学、生
命科学、医学、社会科学等 5 大学科领域，均位列世

界前 20 位的仅有斯坦福大学和剑桥大学两所，在 5

大学科领域均能进入世界百强的大学仅有 26 所，

而还有 28 所大学仅凭借 1-2 个学科领域的优势跻

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9］。正是某些方面的卓越，

成就了一流大学的特色，打造了一流大学的品牌。
从 ESI 学科分布来看，一些省属高校的优势学科排

名已经超过了众多“985 工程”名校。如沈阳药科大

学的药学与毒理学排名超过 15 所“985 工程”高校，

位列第三，首都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排名超过 16

所“985 工程”高校，位列第六，苏州大学的化学排名

超过 16 所“985 工程”高校和 28 所“211 工程”高校。
因而，省属高校应摒弃传统的“规模扩张”式粗放型

增 长，而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立足自身特

色，围绕若干优势学科，加强内涵建设，在提升优势

中形成个性，在凝练特色中走向卓越，不断增强学

科国际竞争力，完全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四）深化改革，协同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教育领域综

合改革”的总体要求，明确了教育改革的攻坚方向

和重点举措 ［10］。中央部委直属高校的《综合改革方

案》均已制定完毕并报教育部备案。省属高校也应

对综合改革工作提前谋划，加强综合改革顶层设计

和总体规划，注意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

革措施的协调性，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

加开放的学科发展新机制，为学科发展提供强大动

力。同时，应注重优化 ESI 学科布局，在保持化学、
临床医学、工程学和材料科学四大强势学科的基础

上，逐步加强对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理科基础

学科的建设力度，争取在环境学与生态学、计算机

科学、社会科学总论等学科实现突破，加强学科协

同创新，促进新兴交叉学科发展，保持科学研究与

国际前沿的紧密联系，增强科研创新能力，增强学

科的国际影响力。
（五）发挥优势，服务地方

社会服务是现代大学的重要职能之一，一流大

学应当为社会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更应

把一流人才和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例

如，斯坦福大学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创办了大学科

技园，服务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如今，斯坦福大学所

在地“硅谷”已成为全球高新技术产业的代名词。国

内的华中科技大学发挥学校光电学科的优势，为武

汉市建立“中国光谷”发挥了重要作用 ［11］，在促进

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学校自身办学特色也得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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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July 2015 updated by ESI database，the paper analyzed the source of depart-

ment，university，discipline index，source region，disciplines and ranking distributions of ESI world’s top 1% disci-

plines of Chinese provincial universities. It is found some problems existed for provincial universities’ESI disciplines.

First，the distribution of ESI disciplines between universities is very uneven. Second，the gap between ESI discipline

index is obvious. Third，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ESI disciplines is concentrated. Fourth，the ESI disciplines are con-

centrated in a small number of subjects. Last，the discipline ranking is generally located on the back. In order to pro-

mote the rational distribution of ESI disciplines of provincial universities，provincial universities should enhance the

importance of ESI discipline construction，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national“double first class”construction，deepen

the disciplines connotation development，promot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disciplines, and service regional eco-

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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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实现了校地双赢的格局。作为省属高校，为地方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持更是责无旁贷。省属高校的

学科建设应结合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规划，将学科

优势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依托高校的人才

培养、科技创新和技术转化平台，加强学科建设与

区域产业发展需求的融合程度，提高学校对区域经

济发展的支撑力和贡献度，以贡献求支持，以服务求

发展，在服务社会中不断提高自身办学实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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