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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研究知识库为研究对象,从论文产出分布和论文影响力

两个方面对比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发表论文的中英文发文差异性.通过分析,得出不

同科学部存在着差异较大的中英文投稿模式.总的来说,中文期刊影响因子比英文期刊低,管理科

学部中英文论文下载次数最多,而医学科学部合作模式较明显,这为不同学部、不同语种的基金资

助论文管理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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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
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

金委”)设立的用于资助高水平基础研究的重要国家

级科研基金,是我国科技工作者基础研究的主要经

费渠道之一[１].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国
家财政用于科学研究的预算逐年增多[２],２０１８年中

央财政经费资助计划２５６亿元,比２０１７年的２４８亿

元 增 加 ３２３％[３].２０１７ 年 国 家 资 助 项 目 累 计

４０２６５项,２０１８年立项总数超４２０００项,这些项目

分别隶属于自然科学基金委的８个科学部(分别是

数理科学部、化学科学部、生命科学部、地球科学部、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信息科学部、管理科学部和医学

科学部).
随着研究经费持续稳定的投入,科学论文和专

利的数量及质量也在不断提高,这些受资助的论文

在中英文文献数据库中随处可见.同时由于科学部

之间的差异,不同科学部、不同中英文论文产出后期

管理也会存在差异.因此,为了有效了解资助领域

当前的科研发展情况,本文对比了８个科学部中英

文论文产出和中英文论文影响力的差异性,这不仅

能揭示近年来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效果,还能更好地

总结实际问题,为提高各个科学部基金管理成效提

供科学参考.

１　研究背景

自然科学基金委于１９８６年２月１４日由国务院

批准成立,是管理自然科学基金的事业单位,经过三

十多年的实施与推进,自然科学基金已成为我国科

学快速发展的“助推器”和“倍增器”.很多学者开展

了与自然科学基金相关的研究工作,总结现有研究,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利用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开展跨学科研究

工作.如岳名亮等[４]基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受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资助发表的SCI论文,研究跨领域合作

对论文质量与项目产出的影响;吴江等[５]通过对

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自然科学基金相关数据,探究了跨学

科知识流动网络特征及网络的演化过程;汪雪锋

等[６]利用以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重大研究计划项

目为案例对象,探讨了跨学科研究团队与跨学科研

究成果产出之间关系;
二、利用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据分析学校或

学科领域资助效果,或挖掘学科未来研究方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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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志兵等[１]以江苏科技大学为研究对象,从发文的

数量、质量上分析了自然科学基金委对科研产出的

资助效果;马路等[７]利用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从
总体情况、学科分布、期刊分布、国际合作和高水

平论文分布等五方面展开了自然科学基金在临床

医学领域的资助效果分析;朱东华等[８]利用自然科

学基金委资助项目的主题演化路径,预测了未来的

研究热点主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发现,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成

果数据为我们开展学科研究和影响力研究提供了充

足的依据.但是,目前这些研究对象单一,都集中在

同一语种类型的基金论文产出对比上,没有区分不

同语种的产出,如中英文产出.而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中,有大量发表在中英文期刊上的产出,这些产出

由于期刊数目、期刊分类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所
以在衡量科研绩效时应该区分对待.目前这方面的

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本文开展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中期刊论文的中英文发文差异性研究,以期为基

金项目考核提供参考.

２　研究思路及关键指标

２．１　研究思路

为了进行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中英文期刊论文

产出及影响力的研究,本研究从自然科学基金基础

研究知识库(OpenRepositoryofNationalNatural
ScienceFoundationofChina,简称 NSFCＧOR)采集

了全部学科的成果信息.为了衡量成果的影响力,
另外还从维普中文科技期刊评价报告上爬取了中文

期刊影响因子及其对应学科分类体系,英文成果影

响力采用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CitationReports,
简称JCR)数据.根据成果对应的期刊信息进行中

英文的区分,最后从论文产出和影响力方面进行了

分析,具体研究思路见图１.

２．２　关键指标

(１)影响因子分析

影响因子(ImpcatFcator,简称IF)通俗地讲,
是在一定时域内期刊论文的平均被引用次数.１９５５
年美国情报学家 EGarfield[９,１０]从引文角度来研究

文献及科学发展动态的新领域,最早提出了影响因

子的概念.影响因子是目前全球公认的使用最广泛

的期刊评价指标,在学术期刊评价、机构评价、学者

评价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１９７５年美国科技信

息研究所创办的期刊引证报告把影响因子确立为衡

量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１１],一般来说某期刊

图１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期刊论文的

中英文发文差异性研究思路图

影响因子值越大,该期刊的利用率就越高,论文的学

术影响力也越大.因此,本文采用影响因子作为该

论文的影响力评价的第一个指标.
(２)合作者数量分析

合作是科学研究中基本的、常见的特征.“论文

的作者数越多,被引次数越高”成为一种直觉印象或

研究假设[１２,１３],Sooryamoorthy[１４]分析了近年来南

非科学家SCI收录论文的引文模式,指出论文的被

引次数与合作度(即论文的作者个数)存在一定相关

性;VincentLarivière等[１５]研究发现作者数量的增

加会增加其影响;杜建等[１６]研究发现作者数与论文

影响力存在一定关系,但应考虑不同学科的合作水

平.因此,本文将合作者数量作为影响力分析的第

二个指标.
(３)替代计量指标分析

随着期刊影响因子在期刊评价中广泛应用,逐
渐暴露出诸多局限性,如受非学术因素影响较大、较
容易实现人为操纵,如通过不正当手段提高自引即

可较轻松提高影响因子[１７].另外由于学科规模、性
质等的不同,影响因子在不同学科间差异很大.因

此,本文进一步采用替代计量指标来进行影响力分

析.替代计量产生于２０１０年PriemJ．[１８]最先在自

己的 Twitter上使用的“altmetrics”一词;Piwowar
H．[１９]在 Nature上发表评论,认为altmetrics会带

来科研影响力的全景;该词在２０１２年被国内学者首

次引入,尽管这些年来替代计量指标评价学术影响

力仍存在争议,但它能够反映学术成果影响力的功

能已有初步共识[２０,２１].因此,本文采用网络下载

次数进行影响力的分析,以弥补传统计量指标的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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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http://or．nsfc．gov．cn/subjectＧlist
② http://lib．cqvip．com/Qikan/Evaluation/Index? from＝Qikan_Journal_JournalGuid

３　实　验

３．１　实验数据集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 NSFCＧOR① .２０１５
年５月,NSFCＧOR向社会公众开放,展示了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项目成果的研究论文元数据与全文,这
为传播基础研究领域的前沿科技知识与科技成果、
促进科技进步提供了基础,也为本文研究工作提供

了数据支持.本文采用自编程序爬取获得以下各个

科学部的论文元数据,见表１.

表１　八个科学部项目成果数量

科学部名称 成果数量

数理科学部 ６２８２８

化学科学部 ６３３４８

生命科学部 ６５１４９

地球科学部 ５７７３０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１１１９６６

信息科学部 ９５７１１

管理科学部 ４６７１４

医学科学部 ８３７８８

表２　中英文期刊数目及分类数目

期刊语种 期刊数目 期刊分类数目

中文期刊 １０４６６ ４５个学科

英文期刊 ８６１９ １８５个学科

此外,从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② 上爬取了中

文期刊分类及期刊影响因子,从中科院JCR中提取

了英文期刊分类及期刊影响因子,期刊数目及所属

学科分类见表２.
进一步根据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成果的研

究论文期刊名称,进行了成果对应期刊影响因子及

期刊分类的映射,剔除部分没有对应影响因子的记

录后得到的有对应影响因子成果数目为 ３９８２４９.
通过人工分析得知,没有影响因子的论文多数为

会议论文,累计得到的８个科学部期刊论文数量

见表３.表３的数据集便是本文研究对象,后续研

究结论均是基于表 ３ 中 ８ 个科学部的论文分析

而来.

３．２　中英文产出分析

３．２．１　产出数量分析

首先,我们对８个科学部项目成果中中英文期

刊论文进行了统计与分析,论文数量统计结果见表

４,论文占比见图２.
从表４可以看出,在数量上,生命科学部、医学

科学部及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中英文论文数量较接

近,这说明学者们对中英文期刊投稿兴趣差距不大.
图２可以看出化学科学与管理科学呈现出最明

显的相反模式.在化学科学部,中文论文数目占比

最小,而管理科学部下英文论文数目占比最小;与化

学科学部类似的还有数理科学部,中英文论文数占

比差距也较明显,学者们同样表现出对英文期刊的

投稿兴趣.

３．２．２　产出期刊分析

本文对不同学部期刊发文数进行了统计,得到

的中英文发文最多的期刊情况分别见表５与表６,
括号内为统计得到的期刊论文篇数.

表３　八个科学部资助期刊论文数量

学部名称 期刊论文数目

数理科学部 ４０８９４

化学科学部 ４５８１５

生命科学部 ５０７７４

地球科学部 ４３４３７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７４５８５

信息科学部 ４９４３１

管理科学部 ３１４２３

医学科学部 ６１８９０

表４　八个科学部资助的中英文论文数量

学部名称 中文论文篇数 英文论文篇数

数理科学部 ８６１５ ３２２７９

化学科学部 ７１９１ ３８６２３

生命科学部 ２３２１２ ２７５６２

地球科学部 ２４８８９ １８５４８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３６５１２ ３８０７３

信息科学部 １９６４９ ２９７８２

管理科学部 ２６４０９ ５０１４

医学科学部 ２９３７１ ３２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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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八个科学部项目成果中中英期刊论文数百分比

表５　中文论文产出期刊及数量(Top１０)

数理科学部 化学科学部 生命科学部 地球科学部

物理学报(４４２)
强激光与粒子束(２０２)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１６４)
振动与冲击(１４６)
力学学报(１２３)
原子能科学技术(１１８)
光学学报(１１８)
数学学报(１１４)
应用数学学报(１０７)
数学进展(９３)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２４４)
化工学报(２４２)
有机化学(２２７)
环境化学(１４７)
无机化学学报(１４３)
分析化学(１３３)
化学进展(１２７)
功能材料(１２２)
化工进展(１０８)
物理化学学报(１０８)

食品科学(４３２)
生态学报(４２６)
中国农业科学(３８３)
食品工业科技(３６０)
中国农学通报(２８７)
生态学杂志(２４９)
应用生态学报(２４９)
植物生理学报(２３６)
作物学报(２１９)
西北植物学报(２１５)

生态学报(５３５)
地球物理学报(５１６)
环境科学(４２５)
岩石学报(３３９)
地理科学(３１４)
地理研究(３０５)
地理学报(２９６)
农业工程学报(２８３)
经济地理(２８２)
中国沙漠(２７２)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信息科学部 管理科学部 医学科学部

振动与冲击(６１２)
机械工程学报(５９４)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５０５)
中国机械工程(４４８)
电工技术学报(３８６)
煤炭学报(３４３)
岩土工程学报(３３９)
功能材料(３３２)
材料导报(３２９)
热加工工艺(２９９)

计算机科学(５８８)
电子学报(５５１)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４５４)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４３０)
计算机学报(４１９)
软件学报(４１６)
计算机应用研究(３８９)
通信学报(３７６)
计算机应用(３７１)
计算机工程(３５１)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６６６)
管理评论(４７０)
管理学报(４６９)
软科学(４１７)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４１３)
管理世界(４０６)
科研管理(３９２)
统计与决策(３５６)
科技管理研究(３５１)
会计研究(３４５)

中华中医药杂志(５１３)
中国中药杂志(５１２)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４９３)
时珍国医国药(４４９)
辽宁中医杂志(３０７)
中国药理学通报(３００)
中国病理生理杂志(２９４)
中华实验外科杂志(２８７)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２７９)
中草药(２６５)

　　从表５可以看出,在这些 Top１０的期刊中,只
有«生态学报»«振动与冲击»«功能材料»作为共有期

刊出现２次外,其余期刊都只出现在一个科学部下,
这说明不同学科发文期刊是有学科差异的.生命科

学、地球科学共有«生态学报»,数理科学与工程材料

科学共有«振动与冲击»,工程材料科学与化学科学

共有«功能材料»,这侧面说明这些期刊是偏重这些

学科的综合性期刊.
表６ 可 以 看 出 有 ４ 个 科 学 部 里 都 出 现 了

ScientificReports、PlosOne,３ 个 学 部 出 现 了

AppliedPhysicsLetters,这说明这几个期刊属于综

合性较强的英文期刊,受不同领域学者青睐.

３．２．３　产出学科分析

本文根据期刊对应的学科分类,实现了中英文

论文与期刊分类的映射,进一步对各学科发文数进

行统计,并利用各个学科发文数除以总发文数的方

法进行归一化后,用权重大小作为边的粗细进行绘

图,得到的各个学部与 Top５的期刊分类网络图分

别见图３与图４.图中红色节点代表自然科学基金

委的科学部,灰色节点代表期刊分类名称.
从图３可以看出,(生命科学,农业)、(地球科

学,天文地球)、(数理科学,数理科学和化学)、(信息

科学,自动化计算机)、(管理科学,经济)、(化学科

学,数理科学和化学)这些节点之间连线较粗,说明

这些科科学部与上述期刊类具有更紧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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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英文论文产出期刊及数量(Top１０)

数理科学部 化学科学部 生命科学部 地球科学部

ChinesePhysicsB(８７６)
AppliedPhysicsLetters(７４１)
JournalofAppliedPhysics(６３７)
ScientificReports(５９１)
ChinesePhysicsLetters(５８３)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５４４)
PhysicalReviewA(５００)
OpticsExpress(４９３)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andApplications(４７３)
PhysicalReviewLetters(４０７)

RscAdvances(２４４４)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１
２２７)
OrganicLetters(７１１)
DaltonTransactions(７０４)
Journalof MaterialsChemistry
A(６９７)
Crystengcomm(６８１)
ElectrochimicaActa(６２６)
AnalyticalChemistry(５８４)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５１５)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Society(５０８)

PlosOne(２０５８)
ScientificReports(８０９)
Gene(２３８)
FoodChemistry(２２５)
Zootaxa(２１９)
JournalofAgriculturalandFood
Chemistry(２０６)
BmcGenomics(２０４)
InternationalJournalofMolecular
Sciences(１９８)
CarbohydratePolymers(１８０)
Geneticsand Molecular Research
(１７９)

JournalofAsianEarthSciences
(３７９)
PlosOne(３３６)
Lithos(３１７)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２９５)
Science China Earth Sciences
(２７８)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２５３)
ScientificReports(２５０)
AtmosphericEnvironment(２４９)
ChineseScienceBulletin(２３７)
Advances in Atmospheric
Sciences(２３５)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信息科学部 管理科学部 医学科学部

RscAdvances(１３９４)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１１０７)
AppliedSurfaceScience(６４５)
MaterialsLetters(５９４)
CeramicsInternational(５５５)
Journalof MaterialsChemistry
A(５０２)
ElectrochimicaActa(４５２)
AppliedPhysicsLetters(４５１)
JournalofAppliedPhysics(４４１)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４１２)

Neurocomputing(８６８)
OpticsExpress(８４３)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５４１)
ChinesePhysicsB(４６７)
AppliedPhysicsLetters(４６３)
OpticsCommunications(４３８)
InformationSciences(４０９)
OpticsLetters(３９４)
AppliedOptics(３１５)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tributed Sensor Networks
(３０６)

EuropeanJournalof Operational
Research(１９６)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１５９)
EnergyPolicy(１３７)
InternationalJournalofProduction
Research(１３６)
InternationalJournalofProduction
Economics(１２６)
ExpertSystemswithApplications
(１１３)
JournalofCleanerProduction(１０７)
PlosOne(１０５)
InformationSciences(９７)
AppliedEnergy(９５)

PlosOne(２６９２)
Oncotarget(９６８)
ScientificReports(８３７)
Molecular Medicine Reports
(３１１)
TumorBiology(３０１)Biomaterials
(２７４)Chinese MedicalJournal
(２６１)
CancerLetters(２５５)
OncologyReports(２４７)
Journalof Ethnopharmacology
(２２１)

图３　中文产出Top５学科网 图４　英文产出Top５学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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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可以看出英文期刊分类中ENGINEERING
分类与化学科学、管理科学、工程与材料科学、信
息科学这４个科学部呈现紧密联系,其次联系比较

紧 密 的 是 医 学 科 学 (MEDICAL)、化 学 科 学

(CHEMISTRY)及生命科学(BIOLOGY).

３．３　中英文影响力分析

３．３．１　影响因子分析

在影响力分析中,本文采用期刊对应的影响因

子来评价期刊影响力.首先根据论文发表的期刊信

息统计学科论文的影响因子情况,然后进行分组统

计,最终得到的结果见图５,图中横轴是期刊影响因

子的分组取值范围,左纵轴对应的是论文篇数.
图５可以看出:(１)中文期刊影响因子普遍低

于英文期刊;(２)中文期刊影响因子均值最高的是

管理科学,其次是地球科学,影响因子均值均高于

１,其余科学部影响因子均值都低于１;(３)英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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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八个学部中英文论文影响因子分组图

影响因子均值最大的是化学科学,其次分别是医学

科学和生命科学,均值依次是４．３１、３．７１和３．５６,
其余学部的影响因子均值均在２~３之间;(４)在影

响因子离散程度上,中文期刊相对英文期刊来说更

加集中,这也与英文期刊之间影响因子差距大有关,
英文期刊中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为 NewEngland
Journalof Medicine (IF ＝５５．８７３),其 次 是

ChemicalReviews(IF＝４６．５６８)和 Lancet(IF＝
４５２１７);而中文期刊中影响因子最大的是经济研究

(IF＝７．２０６７),其次是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IF＝
６８３０２)和中国工业经济(IF＝６．６４２６);(５)在影响

因子分布特征方面,中文期刊的普遍呈正态分布特

征,英文期刊中只有化学科学分布特征最接近正态

分布.

３．３．２　替代计量指标分析

本文对这些论文成果在网络平台上的影响力或

关注程度进行了统计,主要借助 NSFCＧOR 提供的

下载次数,统计结果见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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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中英文基金资助论文替代计量指标统计

科学部
中文论文中有

下载次数论文数目

下载次数

最大值及均值

英文论文中有

下载次数论文数目

下载次数

最大值及均值

数理科学部 ８３６９ ３１３２(１４．５３) ３１１１０ １８２９(１０．６１)

化学科学部 ７０２９ ３４８６(１８．９４) ３７４６６ ３７０９(１５．９３)

生命科学部 ２２６１７ ３２２４(１９．７８) ２６４９８ ２４２０(１９．５８)

地球科学部 ２４１５４ ２０２８(１８．８４) １７８５１ ３３０２(２１．４４)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３５４９４ ５９９０(１７．７１) ３６６１８ １０８０８(１８．２５)

信息科学部 １９１６８ ５５７８(１８．６６) ２８４９１ ３２６３(１７．７１)

管理科学部 ２５８９３ ７２６０(２５．７２) ４６８３ １２４１(３１．９２)

医学科学部 ２８４８６ ４１８９(１９．１０) ３１３２７ ４１６８(１６．４６)

图６　中英文期刊论文下载次数分组图

从表７可以看出:(１)中文论文里下载次数最

多的是管理科学,而英文论文中下载次数最多的是

工程与材料科学;(２)论均值,中文下载次数均值差

距不明显,均集中在２０左右,但英文论文下载次数

更分散,从１０．６１(最小值)到３１．９２(最大值),均值

差距明显;(３)从整个学科来看,管理科学下载次数

最多,生命科学中英文论文下载次数持平.
对表７中下载次数进行分组统计,得到的结果

见图６.图中１２个分组依据分别为次数为０,０~
１０,１０~２０,２０~３０,３０~４０,４０~５０,５０~６０,６０~
７０,７０~８０,８０~９０,９０~１００,≥１００.

从图６可以看出:(１)中英文论文下载次数处

于０~１０之间的论文数量最多,各个学科均存在超

过１００次下载次数的论文;(２)在中文期刊论文方

面,下载次数降幅最明显的是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最
小的是化学科学部,这说明整体上工程与材料科学

部论文下载次数存现一个显著差异性,而化学科学

部论文下载次数差异性不明显;这跟英文下载次数

表现出不同的模式,英文下载次数降幅最大的是化

学科学部,最小的是管理科学部,这说明化学科学

部英文下载次数差异明显,而管理科学部的最不

明显.

３．３．３　合作者数量分析

表８统计了中英文论文合作者数目.表中可以

看出:(１)中英文论文中,合作者数目差距较明显,
在英文论文合作者中,数理科学部和生命科学部分

别有１４篇和５篇论文合作者数目大于１００,医学科

学部有２篇论文的合作者数目为９７;(２)从合作者

数量均值来看,医学科学的中英文论文合作者数目

均明显大于其他学科,管理科学的合作者数量最低;
(３)数理科学中合作者数目最大的为５０８,是由国际

(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资助的题目为“Antipro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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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http://or．nsfc．gov．cn/handle/００００１９０３Ｇ５/５３３１６６
④ http://or．nsfc．gov．cn/handle/００００１９０３Ｇ５/３７１４７
⑤ http://or．nsfc．gov．cn/handle/００００１９０３Ｇ５/１３０９０１
⑥ http://or．nsfc．gov．cn/handle/００００１９０３Ｇ５/５８７２０９

表８　中英文论文合作者情况

科学部
中文最大

合作者数

中文平均

合作者数

英文最大

合作者数

英文平均

合作者数

数理科学部 ２９ ３．５７ ５０８ ４．７５
化学科学部 １５ ４．６０ ３６ ６．２６
生命科学部 ２３ ４．９１ １７４ ７．０４
地球科学部 ２０ ４．１３ ４１ ５．５０
工 程 与 材 料

科学部
２３ ３．９２ ４８ ５．６７

信息科学部 １９ ３．６７ ３６ ５．０１
管理科学部 ２１ ２．５９ ２８ ３．７１
医学科学部 ２４ ５．０２ ９７ ８．６８

Flux, AntiprotonＧtoＧProton Flux Ratio, and
Properties of Elementary Particle Fluxes in
PrimaryCosmic Rays Measured withthe Alpha
MagneticSpectrometerontheInternationalSpace
Station”的论文,发表在２０１６年 PhysicalReview
Letters上③ ,机构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合作者数目第二的是生命科学领域的 “Complete
Resequencingof４０ GenomesRevealsDomestication
EventsandGenesinSilkworm (Bombyx)”,２００９年发

表在Science上,该论文共有１７４位合作者④ ;合作

者数目第三的是由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资助

的医学科学领域“Geneticsofrheumatoidarthritis
contributestobiologyanddrugdiscovery”,２０１４年

发表在Nature上,共有９７位合作者⑤ ;同样合作者

数目为９７的还有２０１７年 NatureMedicine 上的

“Gutmicrobiomeandserummetabolomealterationsin
obesityandafterweightＧlossintervention”,研究机构

是上海交通大学⑥ .可见,多合作者的论文均发表

在国际顶尖期刊上.

４　结　语

本文对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研究知识库中八个

学部下中英文基金资助论文产出和影响力进行了

研究,通过研究发现:(１)在中英文论文产出占比

方面,不同学科中英文投稿兴趣差距明显,化学科

学(或数理科学)与管理科学呈现出相反的投稿模

式,前者英文期刊论文占比大,后者中文期刊论文

占比大;(２)在产出期刊方面,中英文期刊分布也

有明显区别,中文投稿期刊学科差异明显,英文期

刊中一些综合性期刊(如ScientificReports、Plos
One)比较受不同学部用户青睐;(３)在产出学科分

类上,中文期刊学科分类界限较英文期刊更清晰,
英文期刊分类中 ENGINEERING 类与化学科学、
管理科学、工程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这四个学部

呈现出紧密关系;(４)通过对产出期刊影响因子分

析,发现中文期刊影响影子普遍比英文期刊低;
(５)通过替代计量指标分析发现,管理科学领域论文

下载次数大于其他学部;(６)通过对合作者数量分析

得知,医学科学部合作者数目明显多于其他学部.
本文研究不仅为不同学部、不同语种的基金资

助论文发文投稿提供参考,其研究结果还对完善科

研项目以及科研组织管理等方面具有理论和实践意

义.但本文存在一个不足,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自

然科学基金基础研究知识库,该库可能并没有收录

项目产出的全部论文,如北京大学重大项目研究团

队的产出很多,如樊萌语等发表的“中国慢性病前瞻

性研究:１０个项目地区成人体力活动和休闲静坐时

间特征差异的分析”(项目批准号 ８１３９０５４１)[２２]、

MillwoodIY 等发表的 AssociationofCETPgene
variants withriskforvascularand nonvascular
diseases among Chinese adults (项 目 批 准 号

８１３９０５４４)[２３]等受重大项目资助,但在该库中并没

有检索到这些成果,因此所得到的结论可能会存在

一些偏差.

致谢　本文工作得到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批准

号:１７CTQ０４７)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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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OpenRepositoryof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weanalyzethe
differencesbetweenChineseandEnglishJournalpaperssupportedbytheNationalNaturalScienceFunds
undereightdepartmentsfromtwoaspects:thedistributionofpaperoutputandtheInfluencepowerof
paper．Throughtheanalysis,itisconcludedthattherearetotallydifferentmodesofsubmissioninChinese
andEnglishindifferentdepartments,theaverageimpactfactorofChinesepapersislowerthanthatof
English,thenumberofdownloadsofChineseandEnglishpapersinManagementScienceishigher,andthe
numberofcoＧauthorsinMedicalSciencesisobvious．Itprovidesareferenceforthemanagementoffunded
papersindifferentdepartmentsand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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