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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学科和语种分布、主管主办及出版单位情况、学术影响力指标及载文量演变等方

面全面分析了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现状,并结合主要国际出版机构有关科技期刊运营的调研,探讨

了当前我国科技期刊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本文认为,应从增强期刊的自主办刊能力和改善期刊的

发展环境两方面采取举措,通过政策引导和经费扶持途径,从改革期刊运营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打造数字出版与传播平台等方面尽快提升我国科技期刊的自主发展能力,从改善研究评价体系

方面为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进而使我国科技期刊实现自主、良性的

持续发展.

[关键词]　中国科技期刊;现状分析;问题与挑战;运营机制;人才队伍;数字出版与传播平台;研究

评价体系;对策与建议

　　科技期刊不仅是记录和传播科技成果的重要载

体,而且在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引导学科建设、开展

学术争鸣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我国改革

开放以来近４０年的发展,我国科技期刊经历了数量

上从少到多的快速积累,进入了学科覆盖面齐全、出
版流程规范的新时期.然而,我国科技期刊的质量

和影响力与美英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与我国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趋势极不相符.加快推

进我国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对于促进我国科研成果

的传播与交流、增强我国科学共同体的凝聚力、提高

我国学术交流平台服务创新促进发展的能力,均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加快推动我国高水平科技期刊建设,打造

科学界共同认同的有影响的中国本土化科技期刊,
通过更优化的交流方式、更有效的传播途径和更完

善的评价体系,更好地服务科技工作者和创新型国

家建设,中国科协等期刊管理部门近期组织了多次

座谈会或论坛活动,邀请国内优秀科技期刊主编共

同探讨建设我国高水平科技期刊的重点、难点问

题[１３].本文通过调研相关观点或成果,并结合我国

科技期刊的基本情况及存在问题的分析[４,５],试图就

如何加快建设我国高水平科技期刊提出对策建议,
以供政策制定和办刊机构参考.

１　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的基本情况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仅有科技期刊约８０种,截

至２０１７年底,我国科技期刊总量为５０５２种[５],比

２０１６年的５０２０种增加３２种.从年均增加的期刊

数量看,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为科技期刊创办的高峰时

段,年均增加新刊约为１８０种,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减少

为年均增加新刊约１００种,２０００年以后进一步减少

为年均约５０种.

１．１　期刊的学科、语种、刊期及出版地区分布

根据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号)中的学科

信息统计[５],２０１７年底出版发行的５０５２种科技类

期刊中,基础科学类(含数理科学、化学、地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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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学、农业、林业等)的科技期刊有１５５９种,占
总数的３０．８６％;技术科学类期刊总数为２２９７种,
占总数的４５．４７％;医药卫生类期刊为１１９６种,占
总数的２３．６７％.

５０５２种期刊中共有３３０种以英语语种出版,其
中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医药卫生类的期刊数量分别

为１５４种、１０９种和６７种,分别占总数的４６．６７％、

３３．０３％和２０．３０％.
出版地位于北京地区的 期 刊 数 量 遥 遥 领 先

(１５８６种),占总数５０２０种的３１．５９％;接下来依次

为上海(３５７ 种)和江苏(２５０ 种),分别占总数的

７．１１％和４．９８％.期刊的出版周期以双月刊最多

(１９５３种,占总数的３８．９０％),其次为月刊(１８０５
种,３５．９６％)、季刊(７３２种,１４．５８％)、半月刊(３３０
种,６．５７％).而北京地区月刊的数量(７５９种)远多

于双月刊(４４５种),并且,北京地区的半月刊有１４０
种,占我国３３０种半月刊的４２．４２％,在一定程度上

也反映出北京地区在我国的科技期刊出版中占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

１．２　期刊的主管、主办、出版单位情况

统计结果显示[５],５０５２种科技期刊的主管、主
办和出版单位分布比较分散,总体特点如下:

(１)共有１３４５个主管单位,主管期刊数量超过

１０种的主管单位有７２个,仅主管一种期刊的主管

单位有８７１个,平均每个主管单位主管３．７５种期

刊.主管期刊数量相对较多的机构:中国科协(４６７
种)、教育部(４１９种)、中国科学院(２８２种).

(２)基于第一主办单位的统计显示,５０５２种期

刊共有３２３８个主办单位,每个主办单位平均拥有

１．５６种期刊.主办１—３种期刊的主办单位分别为

２５２３个(主办１刊)、４０４个(主办２刊)、１４０个(主
办３刊);主办期刊数量排名前３位的机构:中华医

学会(１４０种)、中华预防医学会(３５种)、中国医师协

会(２４种).
(３)共有４３８１个出版单位,平均每个出版单位

出版１．１５种期刊,仅出版１种期刊的出版单位有

４２０５个,占出版单位总数的９５．９８％.出版期刊数

量大于１０种的出版单位仅有８家:中国科技出版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１４７种)、«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

责任公司(１２０种)、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１９种)、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种)、«中国科学»杂志

社有限责任公司(１７种)、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５种)、«中国铁路»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１２种)和
北京钢研柏苑出版有限责任公司(１２种).

我国科技期刊的出版单位总体上以非独立法人

的事业单位为主,以２０１６年底５０２０种科技期刊统

计:编辑部为出版单位的期刊有２８７３种(占总数

５０２０种的５７．２３％),为非独立法人期刊社或杂志

社有６３６种(１２．６７％),已经转企(出版社或杂志社)
的有９４２种(１８．７７％),挂靠在企业(虽然出版单位

为编 辑 部,但 单 位 性 质 为 企 业 法 人)有 ５６９ 种

(１１．３３％).

１．３　期刊的经营情况

通过对年检报告中有填报记录的４５７３种期刊

的发行收入调查发现,２０１６年没有发行收入或发行

收入不超过１０万元的期刊分别为１２４３种(２７．２％)
和１７３２种(３７．９％),发行收入超过５０万元的期刊

只有６６４种,只占总数４５７３种期刊的１４．５％.考

虑到大多数期刊编辑的人员薪金、期刊的印制费用、
编辑部的固定资产等各项支出,因此,如果期刊的主

办单位或出版单位不承担或不补贴编辑部工作人员

的薪酬或期刊出版费用,大多数期刊应当是难以运

维的.

１．４　我国中文版科技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指标及载

文量分析

　　尽管我国科技期刊在数量上已经形成一定规

模,进入世界科技期刊大国行列,但我国科技期

刊的整体质量和影响力与美、英、德、荷等科技期

刊强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国科技期刊学术竞

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速显著滞后于我国科研

能力的提升,尤其是近年来在信息全球化的冲击

下,我国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数字出版、传播能

力等诸方面面临国际同行的竞争日益激烈,发展

形势更加严峻.
基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每年度发布的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CSTPCD)的统

计表明,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 CSTPCD 收录的约２０００种

我国相对较高学术影响力期刊的平均总被引频次和

平均影响因子总体上虽略有上升,但年平均载文量

(论文、综述)则呈持续下降的态势,由２０１１年的

２６７．９篇逐年下降至２０１６年的２３９．５篇(表１).这

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科技期刊近年来高

质量稿源有所下降,从而导致期刊为了保持一定的

学术水准,只能减少论文发表量.

１．５　我国英文版科技期刊的学术竞争力和国际影

响力分析

　　根据科学引文索引(SCI)统计,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

间我国SCI收录期刊的数量及学术影响力指标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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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总体进步更为快速(表２),SCI收录期刊总数增

幅为６．１６％,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的增幅分别为

３０．０６％和１８．０３％,同期中国大陆(含香港地区)

SCI收录期刊的数量增加了１８．５２％,总被引频次和

影响因子增幅分别为５５．３５％和９０．６１％.不过,值
得注意的是,中国SCI期刊的平均年载文量近年来

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４年间下降了１７．９６％),与

JCR收录全部期刊的平均年载文量相对稳定且略有

上升(４年间的增幅为８．６８％)的态势正好相反(表

２).这表明了我国科技期刊的稿源竞争力近年来可

能有所下降,从而导致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规模持

续减少.
虽然我国英文科技期刊数量和国际影响力的提

升速度相对较快,但仍然远滞后于我国基础研究的

发展速度.这不仅体现在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

力总体还比较低,而且在很多研究领域我国尚没有

期刊能够入选国际主流检索系统,已入选SCI检索

系统的我国期刊所发表我国论文数量占我国论文总

量的百分比也呈日益下降的态势.例如,２０１７年度

SCI中我国的１９２种期刊在１０９个学科领域中出

现,只 占 SCI全 部 １８２ 个 学 科 领 域 的 ５９．８９％.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我国学者在电化学(Electrochemistry)、
人工 智 能 (ArtificialIntelligence)及 涂 料 和 薄 膜

(Coatings& Films)三个学科领域分 别 发 表 论 文

３．２０万、２．３０万和１．２２万篇,分别占本领域SCI
收录论文总数的３７．６％、３１．９％和３１．０％,但我

国在这三个学科领域中均没有期刊被 SCI收录.
再如,统计表明,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中国大陆第一作

者的SCI论文由２．２６万篇上升至２９．８２万篇,增
幅为１１８５．８４％,其中我国本土期刊发表中国大陆

SCI论文的比率由２０００年的 ４０．７％下降至２０１７
年的７．９％.尤其是２０１３年以来我国SCI收录期

刊总数虽然有所增加,但发表论文总数却呈逐年下

降的趋势,由２０１３年的２．８２万篇下降至２０１７年

的２．５７万篇.
此外,尽管近年来我国英文科技期刊的数量持

续快速增长,办刊经费也大有改善,但自主办刊能力

依然没有根本性改变,仍然缺乏自主品牌的数字出

版平台,这不仅表现为已有的英文期刊在海外出版

(发行)与传播方面持续与国外期刊出版机构合作,

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CSTPCD收录期刊的载文量和主要引证指标变化情况

年份 期刊数量
载文量 总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

平均值 增长率 平均值 增长率 平均值 增长率

２０１１ １９９８ ２６８ ０　 １０２２．２ ０ 　 ０．４５４ ０ 　

２０１２ １９９４ ２５６ －４．５５ １１２３．１ ９．８７ ０．４９３ ８．５９

２０１３ １９８９ ２５５ －０．３５ １１８０．２ ５．０８ ０．５２３ ６．０９

２０１４ １９７６ ２５３ －０．７５ １２６７．５ ７．４０ ０．５５８ ６．６９

２０１５ １９８５ ２５１ －０．６７ １３３２．３ ５．１１ ０．５９４ ６．４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０８ ２３４ －４．６６ １３６１．１ ２．１６ ０．６２８ ５．７２
平均 ２５４ －２．２０ １２１４．４ ５．９３ ０．５４２ ６．７１

表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度SCI收录期刊及中国大陆SCI期刊的主要计量指标变化[６]

年 份
SCI收录期刊(平均值) 中国SCI期刊(平均值)

期刊数 总被引 影响因子 载文量 期刊数 总被引 影响因子 载文量

２０１３ ８４７４ ５０８９ ２．１７４ １５１ １６２ １１８７ １．１９３ １６７

２０１４ ８６１８ ５３５８ ２．２０６ １５４ １７３ １３３０ １．４４８ １５８

２０１５ ８８０２ ５５６５ ２．２３８ １５７ １８５ １４１６ １．５９９ １４６

２０１６∗ ８８５６ ６１３２ ２．４２４ １６１ １７９ １６９３ １．９６７ １４４

２０１７ ８９９６ ６６１９ ２．５６６ １６４ １９２ １８４４ ２．２７４ １３７
增幅％ ６．１６ ３０．０６ １８．０３ ８．６８ １８．５２ ５５．３５ ９０．６１ －１７．９６

　　∗２０１６年度香港地区的１０种期刊首次在JCR中从中国大陆(ChinaMainland)单独划出,因此期刊数稍有减少,为保持可

比性,增幅计算中我国大陆SCI期刊数量取值仍包括了香港地区的１０种期刊,总数为１８９种(增幅为２０１６年相对２０１３年的增

幅百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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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新创办的英文期刊在出版传播方面基本上也都

是采取与国外知名出版机构合作的形式.

２　主要国家/地区和主要国际出版机构的科

技期刊运营概况

２．１　主要国家/地区的科技期刊数量

根据乌利希国际连续出版物指南数据库(世界

各国家或地区征订期刊的重要参考资料)统计(２０１７
年８月１４日数据),目前全球正在出版的科技期刊

约为４．２万种,这些期刊由全球１６２个国家或地区

出版.美国以出版８７４４种名列第一,占全球总量的

２０．８２％,其次为英国(５０８２种,１２．１０％),中国位列

第三,为３５２９种(该数据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认定的科技类学术期刊数据不一致,出于对比的需

要,均采用“乌利希国际连续出版物指南数据库”数
据),占全球总量的８．４０％.美国与英国科技期刊

出版之和占据了全球１/３的期刊数量.
与科技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具较高国际影响力

的英文科技期刊数量仍严重不足.以国际期刊界广

泛认可的、SCI发布的«期刊引证报告»(JCR)为例,

２０１７年度JCR共收录中国大陆科技期刊１９２种,在
约１２０个国家或地区中位列第７.该年度JCR收录

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的期刊数量如下(括号中为占

JCR收录期刊总数８９９６种的百分比):(１)美国

２９７４ 种 (３３．１％);(２)英国 １８６３ 种 (２０．６％);
(３)荷兰７１４种(７．９％);(４)德国６０８种(６．８％);
(５)日本２３６种(２．６％);(６)瑞士２２６种(２．５％);
(７)中国１９２种(２．１％);(８)法国１７５种(１．９％).
与２０１７年度我国第一作者SCI论文数量(３２．３９万

篇)占SCI全部论文(１４７．６０万篇)的２１．９％相比,
我国SCI收录科技期刊的相对数量和比例显然严重

不足.

２．２　主要非英语母语国家的英文版期刊数量

为比较非英语母语国家的期刊出版语种和出版

商分布特征,文献[４]选取了科技期刊出版量位列世

界前２０位国家或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德、日、俄、
法等４个典型非英语母语国家,统计其拥有英文版

期刊的数量,并与我国进行比较.
从期刊出版量看,以英语和多语种为出版语言

的期刊数量占本国学术期刊总量的比例由低至高依

次为(表３):中国(９．８％)、俄罗斯(２４．８％)、法国

(２６．２％)、日本(２８．０％)、德国(６１．９％).显示出我

国英文版和多语种期刊的比例最低.

表３　不同语种科技期刊数量分布 (单位:种)

序 国别 英语 多语种 母语(A)总计(B)A/B(％)

１ 中国 　３０７ ４０ ３１８２ ３５２９ ９０．２

２ 俄罗斯 １９２ ２６５ １３８４ １８４１ ７５．２

３ 法国 １０６ １６２ ４７３ ７４１ ６３．８

４ 日本 ３７５ ３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７７９ ６２．０

５ 德国 １０６７ ２２５ ７９６ ２０８８ ３８．１

　　∗ 数据来源为乌利希国际连续出版物数据库;多语种期

刊主要为母语与英语的双语出版.

基于乌利希国际连续出版物指南数据库的统计

显示[５],德国的科技期刊高度集中于施普林格 自然

出版集团;法国有３１６个机构出版STM 期刊,包括

爱思唯尔出版集团分公司(出版１７２种)和施普林

格 自然集团分公司(出版２８种)在内的７家出版机

构承担了近半数的期刊出版;日本的主体出版机构

主要是日本本国的出版商、学协会、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等,国际合作出版的期刊数量规模较小(有６１
种由施普林格 自然出版,１５种期刊与爱思唯尔出

版集团合作出版);俄罗斯期刊基本不与国外出版商

合作出版,全部由本国的出版社、科研机构、高等院

校、学协会等７３６个出版机构出版.

２．３　主要国际出版机构的科技期刊运营概况

为适应学术交流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国际一流

期刊出版机构在集群化、数字化、国际化方面起步较

早、发展迅速.为了满足受众的需求,国际性期刊出

版机构不断致力于由过去的单一的出版者转变为多

元化内容的提供者,为用户提供更加丰富、更前沿以

及个性化、交互性更强的学术内容产品.在数字出

版与传播方面,国际性出版商均已在２０１０年之前即

完成转型,国际最大出版商之一爱思唯尔集团基于

其学术资源优势和规模优势,已经实现由传统出版

商到信息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转型,期刊业务的数字

出版收入占比高达９５％.
国际学术期刊出版的发展现状主要表现为:
(１)出版机构拥有期刊的数量更加不平衡.根

据Scopus数据库统计[７],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同

行评议期刊中有２２０００种来自５０００多个出版机

构.随着市场竞争和期刊并购的发展,出版商出版

的期刊分布极不平衡:出版期刊数量前１００位的出

版商拥有期刊总量的６７％;另一方面,有９５％以上

的出版商只出版一、两种期刊[８,９].根据美国出版商

协会(AssociationofAmericanPublishers,AAP)和
全球学术与专业出版者协会(AssociationofLearned
andProfessionalSociety Publishers,ALPSP)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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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８],不同类型的出版者出版的科技期刊论文产出

比例为:商业出版者占６４％、学会占３０％、大学出版

机构占４％、其他出版者占２％.我国的科技期刊则

主要隶属于研究院所(２８．８％)、高等院校(２５．６％)
和学协会(２４．３％).

(２)出版业流程再造.随着出版传播媒介和商

业运营模式的多样化,传统的作者、编辑、出版商和

读者之间的闭环被打破,尤其是出版商不断增强其

数字出版与传播平台的功能,形成高效、开放的出版

运作模式,使稿件从投稿到出版的业务流程成为一

个有机整体,同时也极大地加快了学术成果的传播

速度和传播效果[１０].不同于传统的整期订阅,在数

字出版时代,订阅模式也更为多元化.针对图书馆

的期刊资源销售模式,目前有按次计费(PayＧperＧ
View)、大宗交易(BigDeal)和主题订阅(Subject
Collections)等.此外,开放获取(OA)出版与传播

也在不断完善和深化.现行的 OA 有两种模式:金
色 OA和绿色 OA.金色 OA 是由作者、基金机构、
科研单位支付出版费用,出版商将文章出版的最终

版本即时公开;绿色 OA 是指在文章发表一段时间

后,将预印本、同行评审后的版本或出版后的最终版

本在机构知识库中开放.
(３)学术传播中媒体融合和影响力评价不断推

进.随着多样化的媒体技术与终端设备的进步,期
刊出版形态已经由纸刊过渡到电子刊、网络刊的形

式,进而拓展至手机版、音频版、视听版等新形式,期
刊用户对于信息获取和阅读更加方便快捷[１１].此

外,基于网站、网络社区、APP、微信等社交媒体的特

点,期刊的读者、作者与编辑、专家之间的互动性增

强,科学共同体对期刊内容的参与度获得了提升,期
刊与科研一线的联系也更加紧密.由于社交媒体在

科学传播中的高度使用,期刊评价指标也趋于多样

化,除了基于期刊的影响因子、特征因子、CiteScore、
论文被引用频次等传统指标之外,Altermetrics等

基于社交媒体的学术影响力评价指标也日益受到期

刊出版界和学术界的广泛重视[８].

３　我国科技期刊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科技投入持续加大、科
研水平不断提高和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科技

期刊取得了长足发展,学术水平、总体质量和国际认

知度不断提升,在数量上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已经进

入世界科技期刊大国行列,但与目前我国年发表国

际论文数和高影响力论文数(各学科论文被引用次

数前１％)均位居世界第二的基础研究产出的大国

地位极不相称.
我国科技期刊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主要

总结如下[４,１１,１２]:
(１)我国科技期刊运行机制落后,办刊模式僵

化,缺乏竞争发展能力.目前我国科技期刊管理体

制复杂,运行机制不灵活,主管主办与编辑出版“两
张皮”,客观上造成了科技期刊的碎片化、孤立化发

展,使科技期刊总体上资源分散,集成度不高,小、
散、弱现象比较突出.目前我国大部分科技期刊仍

沿用单刊形式的“小作坊”运作,期刊服务内容少,服
务方式单一,产业链条不完整,缺乏资源整合能力.
同时,科技期刊市场化程度不高,难以打破主管主办

的界限,新刊创办和兼并重组困难重重,科技期刊的

产权与经营权不能成为市场中的流动资源,因此难

以形成集约经营和规模效益.没有形成“学术资

源—编辑出版—市场经营”三方面的合理分工,期刊

的整体运营水平和自主良性发展能力难以有效

提升.
(２)我国研究评价中以SCI为导向,进一步恶

化了我国科技期刊的办刊环境,加剧了我国科技期

刊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当前国内相当多数

科研单位甚至某些科研主管部门在研究评价中过

于强调 SCI,并将 SCI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指标

化、数量化地置入评价体系或方案中,在很大程度

上“强迫性”地将我国的大量优秀科技论文引导向

国外期刊发表,在引发大量优秀论文外流和某些科

研不端行为的同时,也使国内科技期刊的发展空间

受到遏制,使得国内科技期刊尤其是中文科技期刊

的高水平稿源日益匮乏,很多科技期刊处于低水平

运行状态,陷入学术影响力低下与优质稿源缺乏互

为因果的恶性循环.
(３)面对数字出版与传播的新业态环境,我国

科技期刊应对新的国际竞争和业态创新准备不足.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下,期刊发展面临深刻变革,
线上线下资源的再整合可能引发期刊业国际竞争新

的格局调整.国际期刊集团凭借多年的运行经验和

强大的资本作后盾,在集群化、平台化运营方面不断

推陈出新,攻城略地,各个击破,在全球范围内整合

学术资源,做大做强,极力巩固其霸主地位和竞争优

势.而我国只有少数科技期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

数字融合出版与传播,信息服务和传播手段更是远

远落后于国外同行,更缺乏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学术

资源的能力.新的竞争态势下,我国科技期刊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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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不当,有可能被进一步边缘化.

４　加快发展我国科技期刊的对策与建议

目前我国科技发展阶段和综合实力水平决定了

我国科技期刊已经具备加速追赶和起飞的条件.在

全球视角下,学术出版领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新发

展动态,也给我国科技期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与机遇.我国科技期刊管理部门和期刊出版者应及

时关注国际学术期刊出版的进展和趋势,充分重视

科技期刊作为科研成果集中记录和交流传播的重要

载体的作用,加快建设和发展我国高学术水平科技

期刊,从而更好地发挥优秀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交流

平台和维系科学共同体成员的纽带作用,减缓当前

我国科学界对国外期刊高度依赖的状况.
结合我国科技期刊的现状分析及专家学者和新

闻媒体有关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症结的探讨[１３１７],我

们认为,我国科技期刊的管理要加强顶层设计,要立

足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通过重点突破、分步推

进、分类施策的方式逐步破除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

矛盾的瓶颈,打破期刊编辑部“小作坊”式的封闭运

作模式,促进我国的中、英文科技期刊开放竞争发

展,更好地服务于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学术交流、促进

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在发展对策与举措方面,我
们认为应重点从增强期刊的自主办刊能力和改善期

刊的发展环境两方面着手,通过政策引导和经费扶

持,尽快促进我国科技期刊实现自主、良性地可持续

发展.
在提升期刊自主发展能力方面,应聚焦以下三

个方面问题的解决:
首先是改革当前我国科技期刊的运营机制.针

对科技类学术期刊的特点,在期刊管理运作和刊号

审批等方面给予更为灵活、适用的政策,加快促进我

国科技期刊的布局适应学术研究发展的需要.此

外,借鉴世界一流出版机构或期刊社的运作模式,针
对科技期刊试点实施市场化运作模式,从根本上激

发办刊人的内生动力,引导我国科技期刊以市场化

发展为基础的资源整合,促进期刊集群化发展.
其次是要把人才队伍放到建设高水平科技期刊

关键因素的位置.一方面营造一线科研人员积极参

与办刊的氛围,鼓励科学家参与国内期刊编委工作

和稿件评审,在科研评价中,对于他们为中国期刊做

出的贡献给予认可和支持;另一方面要重视建设高

水平、专业化的职业编辑出版队伍,通过完善的职业

编辑人才培养、评价和奖励机制,提高编辑队伍的创

新能力和国际化、专业化水平.
其三是下大力气建设具有自主品牌的国际一流

数字出版与传播平台.加快推进中国科技期刊出版

的转型升级与融合发展,通过加快自主品牌的数字

出版平台建设,提升期刊的服务水平与传播能力,及
早改变信息发布依靠外商的不利局面,从根本上改

变我国科技期刊和学术论文只能“借船出海”、学术

资源“两头在外”的被动局面.
在改善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环境方面,建议相关

的科研管理部门、基金资助机构、科研机构等在成果

评价、人员晋升、奖项评比等方面从根本上解决简单

化、数量化以SCI影响因子论“英雄”的倾向,倡导我

国公共资金资助的部分重要研究成果优先投稿到我

国科技期刊发表,在学术资源、经费支持、办刊队伍

等方面营造有利于我国科技期刊竞相发展的良好

氛围.
希望通过上述建议措施的落实,一方面不断提

升我国科技期刊的自主办刊能力,另一方面为我国

科技期刊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尽
快实现我国从期刊大国走向期刊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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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papermakesacomprehensiveanalysisonthecurrentsituationofChinasscientificjournals,

suchasthedistributionofdisciplinesandlanguages,journalssponsorsandsupervisorinstitutions,

journalspublishers,academicimpactindicators,andtheevolutionofaveragenumberpaperspublishedper
journal．Basedontheinvestigationofoperationsystem ofmajorinternationaljournalpublishers,we
discussedtheproblemsandchallengefacedbyChinasscientificjournals．Wethinkenhancingjournals
competitivepowerandimprovingjournalsdevelopmentenvironmentaretwoaspectsforthedevelopmentof
Chinasscientificjournals．Policyguidanceandfinancialsupportareveryimportantforenhancingjournals
competitivepower,whichincludesthereformingjournalsoperation mechanism,strengtheningthe
constructionofjournaltalents,andbuildinghighＧqualitydigitalplatformforjournalspublishingand
dissemination．Also,improvingresearchevaluationsystemandcreatingagoodacademicenvironmentare
veryimportantforindependent,healthy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Chinasscientific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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