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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不含港、澳、台)英文版学术期刊的发展和现状

口张月红王森李江谌群芳

摘要文章从中国现代历史的角度详细查证了国内(不合港澳台)出版的英文版学术期刊

的数量，井按刊物创办的时间顺序列出了2IO份英文版学术期刊的信息资料，进而根据中国科

技信息所近几年的期刊统计资料分析了英丈版学术期刊在国际科学界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同时

也提出了期刊目前在国外发行的困惑。

关键词 中国英文版学术期刊 统计资料趋势分析

一个国家是否拥有国际化的科技期刊，是这个

国家科技实力的具体体现。然而国际化的科技期刊

面向的读者和作者是全世界学科相关的科学工作

者，而英语是科技界大多数人都能掌握的流通语j，

因此英文版作为国际性期刊的标准文版已经成为一

个标志。

中罔将在2l世纪全方位地走向世界，我国即将

成为wTO的贸易成员国也为英文版学术期刊融人

世界文化潮流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我国政府已承诺

加入wT0后，逐步开放出版物的发行市场。现在，

巾国需要一批代表我国最高学术水平、并能吸引国

外投稿，具有闭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我国的英文版

学术期刊是我国科技界走向世界的一个苇要窗口。

一国内(不含港、澳、台)有多少英文版学术期刊

这是国内外编辑出版同行及幽际检索机构常常

问及的一个』日J题，也是对我围英文版学术划r1】寄予

厚望的各学科的广大作者与读者十分关注的问题。

我们与IssN中国国家中心合作，对中国的英文版学

术期rlj进行了大量查证，初步确认现有英文版学术

期刊201种我国的英文版学术期刊的创刊史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科技学术水甲从无到有、从弱到

强、从门户关闭到愈来愈开放的历史过程，尤其是改

革开放_二十多年，中国在各方面的飞跃促成了英文

版期刊创刊的高峰(她图)。

二英文版学术期刊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

l国际水准学术期刊的特征

优秀的出版物(G00d publications)加高质量的

文章(G00d a·1icIcs)等于良好的学术交流(G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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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lJnication)⋯，这是围际著名检索机构《EI工程

索引》的副总裁Mr．Peter c．Kata近日致中国Ei信

息部一份“关于Ei Con，pendex选刊准则”的文件中

表述的一个公式。他认为经济全球化迫切需要良好

的学术交流，国际化的优秀期刊和权威化的榆索机

构足最好的媒介。I_h此可以促进科学家们相互交流、

合作、提高，同时电利丁他们秩得科研经费的资助，

最终的研究成果会转化为食、Jt的生产力，从而推动

人类进步。他还指出当前评价期刊是否为世界水准

的第·个特征足英语文体；第一是完全国际化的同
行评审制度；第三是必须在1sI(茺闻科学信息研究

所)的引汪报告中^有一席之地；第网足被国际主要

检索机构如Ei compendex，1NsPEC，cA，Fluid眠

GcuRef等索引；第五是一流的出版编辑规程等|一

条特征。

2英文版学术期刊在国际交流中的主流作用

从中同科技信息研究所近几年根据国际著名检

索机构的数据做出的“中I司科技论文统计报告”来

看，国内外的英文版学术期刊的确为我『司科研人员

与国际同行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载作作用。从1997

年到1999年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的《科学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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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索引》scI收录中国作者的论文的语种分布来看

(表I)，其中英文语种的论文比例一直高达95％以

上。

表l 1997～1999 SCI收录我国学者的论文篇数统计表⋯

干代 】9q7 1998

I总端教 noj3 114 7 3

I英x＆i篇缸

*tt女mlo．LE倒

再从1996～200l几年内SCI收录中国学术期

州r的数目米看．随基数增大英文版期刊的比例仍

是居高不下(表2)。

表2 1996—1999 SCI收录我国科技期刊的数目统计“

收录方式

』盏，
SCI

CDE。燃萧÷ ll 62fi4+481

l英文版期刊数| 5 9

憎嚣"帅⋯”“

①cDE光盘版； ②s(：IF扩展版

尽管scI收录我国学者的}^文发表在围外期刊

上的比例较大，但scI收录我国学者的论文发表在

巾国期刊r的论文总数的96％刊于英文版r1“。

3英文版学术期刊在国际交流中的桥梁作用

在国际学术交流的舞台上，我闰英文版学术期

刊不负众望，为广大的科研人员起到了媒介桥梁作

刚。如中国科学院海洋所的秦松研究员负责的巾国

科学院院长重点基金项目“关于在钝顶螺旋藻中发

现染色侔外DNA的成果”一文“1s01ation of plasmid

from the blue一舻een alga Spimllna platensi”，1993

年发表在《中闷海洋湖{}}；学报》(英文版)后，很快被

荚围BA(Biological Ahstract)收录，立刻有国内外数

家单位索要抽印本，接着受到n本工业技术院邀

请，并被聘为客座研究员，双方开展了儿年合作，其

成果1997年获得以色列藻类生物技术专家

Vonsl·ak高度评价，并被写入了有关螺旋藻的教科

书中。男一例为浙江海洋学院刘思愉先生，在同一

『1j物上发表论文为“study on thc commercial

cultivation of Gracila—a in suulh China”，立E9引起

东南亚一些崮家的关注，并要求来中国学爿江蓠人

工栽培。1990年联合国在湛江水产学院举办了一期

学习班，9个国家的学员参加丁学习，产生了不小的

经济效益。这样牛动鲜活的例子在200多份英文学

术期刊中举不胜举。
64

由此可见，英义版学术期刊在加强中国与世界

的学术交流及扩大学术影响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其

学术水平和期刊质量在围内期刊界均属上乘：当

然，与国际一流期刊还卡u差甚远。日前大多数英文

期刊4；断努力与国际接轨，如编委会的国际化、审

稿的国际化、作者全球化。《中国药理学报》(英文

版)、《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等都聘请多名国际

著名的学术权威为编委会成员，做到了编委会的吲

际化．得到了SCI的评刊部主任R“Iley Chonka的

赞赏。

三英文版学术期刊的发行困惑

从日前200多种英文版学术期刊的发行状况

来讲，不容乐观，且一直斟扰着期刊的发展、、如一些

久负盛名的英文版学术期刊甩历史发行量告限，受

到经费的影响已丰}}继停刊。已有近80年历史的《巾

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国外同定订，、也只有500

多，但这在国内英文版学术期刊的海外发行中已是

独占鳌头r．对此张删军先生等人对全国性学会英

文版科技期刊国外发行状况做了一份详细的调查

。31，该文详细论述我国甘前英文版学术期刊的发行

途径上要有四种：

(1)由外商代理国外发行形式。如德国的

sp—nger出版公司；荷兰VsP出版公司；美困的

Allerlon出版公司；Gordon and B肘acIl新加坡出版

公司等等。

(2)自办发行形式。如《L卜l华医学杂志》(英文

版)，《物理快报》(英义版)等期刊利用多种途径，扩

大国外订户，包括直接向国外征订，通过国外同行

学会的网站、出版代理商、驻外使馆等等。

(3)蚓内m版公司合作发行形式。

(4)以赠送和交换为上的形式。大部分高校学

报(英文版)及一些中科院主办的英文版期刊均采

用这种形式，所在校、所的图书馆以此换取外刊。

外商发行的一般每年包销100—300份小等，自

办发行多则上百份，少则几十份。与罔内m版公司

合作的订户也很少。

值得国家有关部门关注的是，我国英艾版学术

期刊的销售鼍偏低并非完全由于学术质量问题，而

与我们的出版宣传体系和信息网络小够发达有．

定关系。垒今，我国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英文版学

术期刊网站，这样如何能吸引国外(下转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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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馆长研讨班广泛听取意见，研讨问题，统‘思

想，集思广益，共同推进建设项目的实施和整体化

建设。

图r委下设读者工作、期刊工作、自动化、资源

建设和情报工作等5个专业委员会。各专业委员会

分别挂靠在一些大馆；专、m委员会的成员，分别来

自各高校馆的业务骨干。图工委的各项工作，如管

理软件研制、重点学科资源调查、回溯建库、联合编

目、通用借书证发放以及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研

讨会、培训班都分别由各个专业委员会组织完成。

这样既发挥了各高校馆及其业务骨干的积极性，又

促进了各馆之问的来往、交流与合作；既推动了图

工委各项工作的实施，又建立了和谐的人际关系。

2．5防止重复建设

文献资源建’发中，最大的弊端之一是重复建设

造成巨大浪费。实现资源共享是防止资源浪费和莺

复建设的有效手段。JAus建设中，始终沣意不搞重

复建设，使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发挥更大的效

益。文献资源建设专家组在审议引进国外_二次文献

数据库和开发专题数据库立项时，坚持执行不苇

复、按需设置和配套等三项原则。在建设回溯性书

目数据库时，购买使用已建成的书目数据库进行套

录，尽町能减少重复劳动。在引进西文期刊目次数

据库时，为避免与cAus已购数据库重复，合作购

买了EBSC0公司的西文期刊篇名目次数据库。

2．6完善服务规范．优化文献传递功能

文献保障系统建设项目的效益，最终要在文献

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上体现出来，这是检查和评估文

献中心【：作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日前从各个文献

中心的运行情况看，文献资源在8个中心所在学校

使用较多，中心以外的学校使用较少，受益面不宽。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有用户宣传、用户培洲

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足服务网络方面的原因二

今后要不断优化网络环境，完善并严格执行服务规

范，注重文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强化+z宁i、t喃

能，积极开展主动服务与个性服务，提高劳9 6＆

和服务效率，使JALIs的服务效益得到最大的发挥。

2．7积极开展用户宣传和用户培训

电子文献的引进，书目数据库和专题数据的建

设，网络环境的改善，为文献资源的共享提供了条

件。但要为广火读者所r解、所利用，还要积极开展

用户宣传和用户培洲。2000年4月，管理中心编印

了“江苏高校文献保障系统学科文献巾心文献资源

使用手册”?2000年5—6月，各文献中心开展了为期

两个月的免费服务活动。在此期间，各文献巾心和

部分高校举办了各种讲座、专题报告128次，参加

人数约6800多人次，受理各类代在代检107批，传

递全文文献、文摘、题录及复印、扫描文献共计16

万条(篇、页)，投入经费4．1l万元。广大凄者反映很

好，热切希单今后绛常开展这样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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