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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国英文科技期刊发展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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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简要回顾了2018年度我国有关英文科技期刊的重要活动或政策，收集了2018

年度新批准CN号的英文期刊名录和“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资助的新创
办英文科技期刊名单，并基于SCI、Scopus、WAJCI（世界学术期刊学术影响力指数）
等期刊收录与引用指标数据库分析了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学术影响力。另外，还归纳了
2018年度我国有关英文科技期刊与国际化发展的研究和讨论，简要探讨了我国英文科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
标识码（OSID）

技期刊在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过程中的任务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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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建设；2018年
我国英文科技期刊话题在2018年持续受到科

第633次香山科学会议，再一次引发对我国科技期

学界和期刊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比较重要

刊的定位、国际化发展、运作机制与发展环境等

的研讨活动或事件主要有：

的广泛讨论[6]。会议认为，要与时俱进地认识科技

（1）2018年5月下旬，《人民日报》连续发

期刊在反映科技成果、推动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

文，就我国科技期刊如何“强身健体”、如何打

中的基础性作用，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科技期刊的

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展开讨论，提出我国科技期

良好条件和需要克服的问题，加快提高我国科技

刊做大做强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各部门以及

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出版水平，是一件要认真研究

科学共同体协同推进[1,2]。

的大事[6-9]。

（2）2018年5月25—26日，作为第20届中

（4）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国科协年会的重要活动之一的“世界科技期刊论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

坛”闭门会议和公开论坛分别在浙江省乌镇和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提出“要以建

[3,4]

，来自《Nature》

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

《Science》《Cell》《Science Bulletin》等17位

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

中外顶级科技期刊主编、副主编齐聚一堂，就科

刊” [10]，从如此决策高度讨论我国科技期刊的建

技期刊的发展趋势与办刊方法等话题进行了热烈

设，对业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也必将有助

而富有成效的讨论，这次论坛对于正处于快速国

于开启我国科技期刊的新纪元。

浙江大学求是大讲堂召开

际化发展阶段的我国科技期刊，提供了一次难得
[5]

的学习先进办刊经验与理念的机会 。

本文试图从2018年度我国英文科技期刊的创
刊情况、我国科技期刊被SCI和Scopus数据库收录

（3）2018年9月11日召开的以“强化中文科

情况及主要文献计量指标分析、我国英文科技期刊

技期刊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中的作用”为主题的

与国际论文产出的学科比较分析以及近期业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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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英文科技期刊及国际化发展研究等方面，回顾
2018年度我国英文科技期刊的发展概况。

表2

2018 年度“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D
类（新创办英文科技期刊）项目

序
号

拟使用英文刊名

拟使用中文刊名

主办单位

1

Advanced
Photonics

先进光子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
机械研究所

2

Biosafety and
Health

生物安全与健康

中华医学会

3

Burns & Trauma

烧伤与创伤

重庆西南医院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8年批准CN号的英

4

China CDC
Weekly

中国疾控中心
周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文科技期刊只有8种（表1），相比2017年度的30

5

Cyber-systems
and Robotics

智能系统与机
器人

浙江大学

种大幅下降 [11]。就我国科学界和期刊界需求看，

6

Electrochemical
Energy Reviews

电化学能源评论

上海大学

英文科技期刊的需求仍然较大，2018年度中国科

7

Gastroenterology
Report

胃肠病学报道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D类项目（优先批准

8

Horticulture
Research

园艺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

刊号并资助50万元人民币）共受理申报89项，与

9 Infectious Disease

感染性疾病

浙江大学

1

2018年我国英文科技期刊的CN号审批

情况

2017年度的91项申请基本持平，获得批准20项，

10

Integrative
Geography and
Sustainability

综合地理与可持
续性

北京师范大学

1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xtreme
Manufacturing

极端制造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
制造工艺研究所

生物质资源与
工程

南京林业大学

[12]

资助率为22.5%（表2） 。

2
2.1

我国英文科技期刊的整体表现
基于SCI数据库的我国科技期刊学术影响

力分析
统计显示，2018年度SCI数据库新收录的、

Journal of
12 Bioresources and
Bioproducts

Journal of
创新光学健康科
13 Innovative Optical
学杂志
Health Sciences
Journal of
14 Magnesium and
Alloys

华中科技大学

镁合金学报

重庆大学

划归为中国大陆期刊的有16种（表3）[13]，较2017

15

Maternal-Fetal
Medicine

母胎医学杂志

中华医学会

年的18种稍有减少。16种新收录期刊的总体特点

16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国家交通

中国公路学会

17

Radiation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

辐射探测技术与
方法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

18

Satellite
Navigation

卫星导航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

19

Soil Ecology
Letters

土壤生态快报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Review

镇村规划

同济大学

显示：
表1

2018 年新批准创办的英文科技期刊一览表

序号

期刊名称

主要主办单位

出版单位

1

钨科技（英文）

江西理工大学

《钨科技（英文）》编
辑部

2

中国化学会会刊
（英文）

中国化学会

《中国化学会会刊（英
文）》编辑部

3

现代电力系统与清
洁能源学报（英
文）

4

能源与环境材料
（英文）

郑州大学

《能源与环境材料（英
文）》编辑部

5

海洋生命科学与技
术（英文）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有
限公司

6

世界小儿外科杂志
（英文）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有限责
任公司

7

感染疾病放射学杂
志（英文）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有限公司

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
公司

8

铁道技术标准（中
英文）

国家铁路局规划 《铁道技术标准（中英
与标准研究院
文）》编辑部

国网电力科学研 南京南瑞电力信息有限
究院
公司

（1）近年新创办的期刊相对较多，有11
种期刊是2011年及以后创办的，占总数16种的
68.8%，显示出新创办期刊的运作机制和学术影响
力提升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2）出版机构以大学为主的新收录期刊约占
半数（7种），明显多于学协会或研究机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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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大学结合“双一流”建设，高度

2018 年度 SCI 数据库收录中国大陆期刊一览表

重视创建世界一流学术交流平台并取得显著成效；

序
号

刊名

出版单位

出版
周期

创办
时间

（3）新型商业出版机构正在快速发展，有

1

Quantitative Imag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AME Publishing
Company

月刊

2011

可能成为我国英文学术期刊的重要力量。2018年

2

Annals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

AME Publishing
Company

双月刊 2012

度有6种AME出版公司的期刊被SCI收录，这些

3

Annals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AME Publishing
Company

双周刊 2013

期刊虽然划归为中国大陆，但AME公司并不符合

4

Translational Lung
Cancer Research

AME Publishing
Company

双月刊 2012

目前我国官方认可的期刊主管、主办、出版等机

5

Translational Andrology
and Urology

AME Publishing
Company

双月刊 2012

构的资质，因此也没有资格取得我国官方认可的

6

Gland Surgery

AME Publishing
Company

双月刊 2012

CN号，该公司聚焦于医学领域的学术出版，注册

7

Forest Ecosystems

北京林业大学

季刊

2014

地为香港，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长沙、

8

Journal of Magnesium
and Alloys

重庆大学

季刊

2013

高等教育出版社、中
Frontiers of Mechanical
国工程院、华中科技
Engineering
大学

季刊

2006

成都、广州、台北等地均设有办公室，公司宣称

9

的使命是“建立适应科学界需要的综合性学术平
10

Frontiers in Energy

高等教育出版社、中
国工程院和上海交通
大学

季刊

2007

（To establish an integrated academic platform

11

Burns & Trauma

陆军军医大学

季刊

2013

that caters to the needs of the scientific

12

Eye and Vision

温州医科大学

网络版
2014
期刊

community and bridges the gap between

13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Analysis

西安交通大学

双月刊 2011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experts in order to

14

Defence Technology

中国兵工学会

季刊

2005

ultimately benefit patients）。AME创建于2009

15

CSEE Journal of Power
and Energy Systems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季刊

2015

年，目前应该已经出版了60余种OA期刊，其中

16

Zoological Research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
物研究所、中国动
物学会

台，架设中外学者之间的桥梁，最终造福患者”

SCI收录9种、Pubmed收录18种（http://www.
amegroups.com/）。目前主要基于中国大陆学术
资源的私营商业性出版机构、拥有200余种各类
期刊的MDPI出版公司（https://www.mdpi.com/
about/journals）以及拥有40余种医学期刊的百
世登出版公司（https://www.wjgnet.com/bpg/
about.htm）等，均显示出相当良好的发展态势。
根据2018年6月底SCI发布的《期刊引证报
告》（JCR）统计 [14]，2017年度JCR共收录科技

双月刊 1980

被归属到海外合作方），从影响因子的学科分区
看，2017年度位列Q1区（“期刊分区”的分值为
75%～100%）的期刊数量相对2016年度的34种大
幅上升至52种[15]。虽然JCR中统计的我国科技期刊
的数量和学术影响力指标（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
子）均快速增加，但期刊的平均年载文量仍呈持续
下降的态势。例如，2013年至2017年的5年间，JCR
收录我国科技期刊的数量由162种上升至192种，但
发表论文总数却由2.82万篇下降至2.57万篇[16]。

期刊8 996种，相比2016年度的8 858种增加138
种，增幅为1.56%。本年度中国大陆计有192种
期刊被收录，相比2016年度的179种增加13种，

2.2

基于Scopus数据库的我国科技期刊学术

影响力分析

增幅为7.26%。实际上，2017年度JCR中共有197

基于2018年9月Scopus 发布的Source Title

种期刊隶属于中国大陆（少数期刊在JCR发布时

List[17]，Scopus共收录了来自全球5 000多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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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23 578种同行评议期刊（含4 048种完全开放

心、《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

获取期刊，占收录期刊总数的17.2%），其中，源

限公司、清华大学图书馆等联合研制的“世界学

于中国大陆地区的期刊为679种（包含部分由于出

术期刊学术影响力指数年报（WAJCI 2018）”于

版社为海外合作方被归属到其他国家的期刊）[17]。

2018年12月首次发布[19]。由于基于SCI数据库统计

2018年度Scopus收录中国大陆679种期刊的

的JCR报告中只收录了有CN号的中国期刊174种，

总体特点：（1）科技期刊为669种，占总数的

既不能客观地反映国际期刊在中国的学术影响

98.5%，其中英文刊234种，中文刊435种；（2）

力，也不利于我国很多优秀期刊基于国际主流期

仅被Scopus收录而尚未被SCI收录的科技期刊有

刊数据库度量学术影响力，因此，WAJCI试图通

495种，其中英文刊88种，中文刊407种；（3）已

过客观评价数据，遴选出部分与WoS统计源期刊

经获得2017年度CiteScore指标的期刊数为644种

水平相当的中国期刊，形成新的统计源，从而更

[18]

（CiteScore即期刊2014—2016年所发表的论文

在2017年的平均被引用频次。为减少影响力指标
人为操作的可能性，CiteScore将论文、评述、快
报、社论等所有类型的文章都纳入计算），其中
228种为英文版期刊，占总数的35.4%；（4）各学
科期刊学术影响力指标CiteScore的分区显示（见表
4），416种中文期刊中，在各学科中位于Q3和Q4
区间的较多，位于Q1区的只有10种（仅占中文期刊
的2.4%），位于Q4区的多达200种（占48.1%）；
228种英文期刊在各学科中位于Q1区78种和Q2区73
种，分别占英文期刊数量的34.2%和32.0%，位于Q4
区的相对较少（占总数的11.8%）。这表明，在国
际检索系统中，英文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和交流传播
力要显著优于中文版期刊。
表4
学科
分区

Scopus 收录中国大陆期刊的学科分区情况
总刊

数量/种 占比/%

中文刊

英文刊

数量/种 占比/%

数量/种 占比/%

为全面地反映我国优秀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WAJCI 2018以SCI、SSCI、ESCI引文数据
库收录（Web of Science，WoS）的20 122种期
刊为基础，通过在WoS引文数据库中检索中国期
刊的被引频次，计算了6 000多种中国学术期刊
近5年来的国际他引总被引频次、国际他引影响因
子等数据，并采用迭代法逐步减少中国期刊的数
量，每次迭代去掉排名末位的期刊，当Q4区中国
期刊的WAJCI均值与国际期刊相当的时候结束迭
代。首次公布的期刊涵盖了13 063种世界范围内
传播较广、影响面较大、学术影响力较强的学术
期刊，其中，海外学术期刊11 655种（包括SCI收
录期刊8 954种，SSCI收录期刊4 691种）、中国
大陆出版具有CN号中英文学术期刊1 616种（其中
1 428种是通过对中国5 900多种学术期刊的WAJC
计算遴选出的优秀中国期刊，其他为JCR报告收录

Q1

88

13.7

10

2.4

78

34.2

Q2

118

18.3

45

10.8

73

32.0

Q3

211

32.8

161

38.7

50

21.9

与SCI、Scopus等数据库相比较，“WAJCI

Q4

227

35.2

200

48.1

27

11.8

2018年报”具有以下特点：（1）综合了国际国

总计

644

100.0

416

100.0

228

100.00

2.3

基于世界学术期刊学术影响力指数（WAJCI）

的我国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分析
由中国知网的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

的中国期刊）。

内引证统计源的数据。在JCR发布的11 655种国
际期刊的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数据基础上，遴选
了1 428种优秀中国期刊加入统计源，使得不低于
WoS期刊影响力水平的中国期刊达到1 602种。对
2019年第2期 | 科技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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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期刊都同等叠加了其国内外被引频次，更

中国大陆期刊亟须向专业化办刊的方向转变。

全面地反映了期刊跨语言、跨地区的国际学术影
响力；（2）设计精准的期刊学科领域划分方案。
立足专业细化、适应学科发展的原则，分类方案
包含240个学科领域，其中科学、技术、医学领域

3

讨论与思考
与相关政策和学术研讨相适应，2018年有

关我国英文科技期刊及国际化的研究论文有相当

设置了177个学科领域类目，哲学、人文与社会科

多数集中于比较宏观的发展策略讨论 [16,20-24]，此

学设置了63个学科领域类目。每个期刊都能相对精

外，英文新刊创办[25,26]、SCI等国际主流数据库收

准地找到自己的学科位置，实现世界期刊在统一的

录[27]、“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资助

学科中进行排序比较；（3）评价指标采用分学科

效果分析[28-30]、英文科技期刊的运作模式[31-34]以及

“WAJCI”值。采用综合考虑了影响因子和总被

国际宣传推广等方面的论题[35-37]，也多有涉及。

引频次两个评价指标的“期刊影响力指数CI”作为
期刊评价指标，其评价结果与学术界对“学术影响
力”的经验认识更为接近。

刊刊均被引用6 669次，其中只有2.86%（191次）
由中国期刊贡献；1 120种中国科技期刊刊均1 770
次，其中有64.18%（1 136次）由中国期刊贡献
（表5）。9 229种国外科技期刊刊均影响因子中只
有2.70%（0.071）由中国期刊贡献，1 120种中国
科技期刊刊均影响因子来自国内国际的贡献率几乎
各占一半（表5）。这些数据显示，《WAJCI 2018
年报》对中国科技期刊评价指标的改善最为明显，
较好地彰显了中国科技期刊的真实学术影响力。
表 5 《WAJCI 2018 年报》国内外科技期刊的总被引频次
（TC）和影响因子（IF）
刊数

刊均 被WoS 被中国
被WoS 被中国
被引 引用刊 刊引用 刊均IF 引用刊 刊引用
频次 均TC 刊均TC
均IF
刊均IF

WoS期刊 9 229 6 669 6 478
中国期刊 1 120 1 770
中国的英
文期刊
合计

634

191

刊在各学科领域的分布还相当不均衡。基于SCI、
Scopus、WAJCI的期刊收录与引证系统的统计均

在2017年统计源范围内，9 229种国外科技期

期刊类别

如前文所述，我国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期

表明，我国高影响力期刊（影响因子指标在同类
学科期刊中位列前25%）在很多学科领域中仍然缺
乏，有相当数量学科领域的期刊群体相对较大，
并且我国论文产出和影响也位居前列，然而这些
领域中我国科技期刊却为空白。“中国科技期刊
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实施方案”的资助原则强
调，要“重点支持一批学术质量高、国际影响力
明显提升的英文科技期刊，创办一批代表我国前
沿学科，或能填补国内英文科技期刊学科空白的
高水平英文科技期刊” [38]，因此，分析我国亟须
发展英文科技期刊的学科领域，并在资助扶持过
程中给予一定的引导和倾斜，是十分必要的。
2019年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期刊管理

2.627

2.556

0.071

1 136 1.082

0.579

0.503

部门和期刊界在落实《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

1 700 1 463

238

2.308

2.059

0.248

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方面，还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10 111 6 235 5 943

293

2.464

2.347

0.116

和任务。我国英文科技期刊应该当仁不让地承担

215

将学科细分以后，发现中国大陆期刊（有CN

起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任务，只有在自主办

刊号）存在综合期刊数量多、期刊专业化程度不

刊能力、国际传播平台、市场运营机制等方面不

高等现象，240个学科中有56.25%的学科（135

断进步和突破，才有可能真正参与到国际开放的

个）中没有中国期刊能进入Q1或Q2区，这显示出

办刊竞争中，实现世界一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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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发展之路
——盘点2018年我国中文科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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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等

为主要数据源，统计分析了2018年度我国中文科技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国际国内重要
数据库收录情况以及获奖情况等。展望我国中文科技期刊发展，将在培育期刊品牌、
打造学术精品、传播科技前沿、开拓平台建设等方面打造一流中文科技期刊，为我国
科技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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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技期刊；一流科技期刊；引证指标；期刊发展；科技创新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回溯以往，中国共
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新取得辉煌成就起到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为
国家强盛奠定了重要根基。

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期间，我国对科技创新非常

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

重视，不断推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科技体制改

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

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明显成效，政策体系逐步完

大会开幕会上强调，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

善，促进了科技创新活力的不断增强，为科技创

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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