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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中国现代历史的角度详细查证了中国出版的英文版学术期刊（不含港，澳，台）的数量，按期刊创办的时间
顺序列出了２１６份（现刊的１９６份，停刊的２０份）英文版学术期刊的信息资料，以满足国内外图书情报机构、检索系统及国内
外学术界的广大读者和作者的需求。进而根据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近几年的期刊统计资料分析了英文版学术期刊在国际科

学界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以具体实例论证了期刊目前在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些困惑及如何应对的尝试和措施，并介绍了

几家国际网站便于科技编辑了解国际科学期刊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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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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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媒体的语言，应是

科技界大多数人都能掌握的流通语言———英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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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将在 ２１世纪全方位地走向世界，我国已经成为
ＷＴＯ的贸易成员国为英文版学术期刊融入世界文化潮流提
供了发展的机遇。我国政府承诺加入 ＷＴＯ后，逐步开放出
版物的发行市场。现在，中国需要一批代表我国最高学术水

平的，还能吸引国外投稿，具有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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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

窗口。为行其重任，我们对以下几个问题做了一番调查和分

析，供同行讨论。

１　国内英文版学术期刊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１．１　中国有多少英文版学术期刊（不含港、澳、台）？

　　这是国内外编辑出版同行及国际检索机构，常常问及的
一个问题［１］，也是对我国英文版学术期刊寄予厚望的各学科

的广大作者与读者关注备至的问题。我们与ＩＳＳＮ中国国家
中心合作，从历史上对中国的英文版学术期刊进行了大量探

索与查证，初步确认了在刊的英文版学术期刊为１９６种［２］。

同时，分析调查的过程中得出了一个结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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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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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就了英文

版创刊的高峰，见图１，表２。（表１１，１２略）［２］

图１　中国英文版学术期刊的创刊数目柱状图

表２　１９２９～２００２年中国英文版学术期刊的创刊数目统计表

（不含港、澳、台）

创刊时间 ２０年代 ３０年代 ４０年代 ５０年代

创刊数目 １（已停刊） １ ０ ２（已停刊）

创刊时间 ６０年代 ７０年代 ８０年代 ９０年代 ２１世纪

创刊数目 ０ ２ ８１ １０４ ２５

　资料来源于ＩＳＳＮ中国国家中心

１．２　英文版学术期刊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

（１）国际水准学术期刊的特征
优秀的出版物（Ｇｏｏ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高质量的文章

（Ｇｏｏｄａｒｔｉｃｌｅｓ）＝良好的学术交流（Ｇｏｏ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３］，
这是国际著名检索机构 ＥＩ的副总裁 Ｍｒ．ＰｅｔｅｒＣ．Ｋａｔａ致中
国Ｅｉ信息部一份“关于Ｅｉ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选刊准则”的公文中表
述的一个公式。他认为，经济全球化迫切需要良好学术交

流，国际化的优秀期刊和权威化的检索机构是最好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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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促进科学家们相互交流，合作，提高，同时也助于他

们获得科研经费的资助，最终的研究成果会转化为企业的生

产力，从而推动人类进步。他还指出当前评价期刊是否为世

界水准的第一个特征是英语文体；第二是完全国际化的同行

评审制度；第三是必须在 ＩＳＩ（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的引证

报告中具有一席之地；第四是被国际主要检索机构如 Ｅｉ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ＩＮＳＰＥＣ，ＣＡ，Ｆｌｕｉｄｅｘ，ＧｅｏＲｅｆ等索引；第五是一
流的出版编辑规程等十一条特征。由此可知，世界期刊英文

化，期刊索引国际化的趋势显而易见地说明了英文版学术期

刊在国际交流中的主流作用，它强化了非英语国家在努力创

办国际化学术期刊中，英文版势必先行的意识。

（２）英文版学术期刊在国际交流中的主流作用

近几年，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根据国际著名检索机构的

数据作出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可看出，国内外的英文

版学术期刊的确为我国科研人员与国际同行的交流起到了

重要的载体作用。从１９９７年到１９９９年美国科学信息研究

所（ＩＳＩ）的《科学引文索引（ＳＣＩ）》收录中国作者的论文的语

种分布来看（表３），其中英文语种的论文随总数的增加而比
例一直高达９５％以上。

表３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ＳＣＩ收录我国学者的论文篇数统计表［３］

年代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总篇数 １００３３ １１４７３ ２４４７６

英文论文篇数 １００１１ １１２６３ ２３２９１

英文论文所占比例（％） ９９．７８ ９８．３０ ９５．１６

其他语种比例（％） ０．２２ １．７０ ４．８４

再从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几年内 ＳＣＩ收录中国的学术期刊的数
目来看，随基数增大英文版期刊的比例仍是居高不下

（表４）。
表４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ＳＣＩ收录我国科技期刊的数目统计［４］

年代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截至２００１年６月［４］

收录方式 ＳＣＩＣＤＥ①ＳＣＩＣＤＥ①ＳＣＩＣＤＥ① ＳＣＩＣＤＥ＋ＳＣＩＥ②

总数 ５ ９ １１ ６２（１４＋４８）

英文版期刊数 ５ ８ ９ ４５

英文版期刊所占

比例（％）
１００ ９０ ８２ ７３

　①ＳＣＩＣＤＥ光盘版；②ＳＣＩＥ扩展版

尽管ＳＣＩ收录我国学者的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的比例

较大，但ＳＣＩ收录我国学者的论文发表在中国期刊上的论文
总数的９６％是刊于英文版上的［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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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英文版学术期刊的确不

孚众望，为广大的科研人员起到了媒介桥梁作用。如中国科

学院海洋研究所的秦松研究员负责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重点

基金项目“关于在钝顶螺旋藻中发现染色体外ＤＮＡ的成果”
一文“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ｓｍｉ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ｌｕｅｇｒｅｅｎａｌｇａＳｐｉｒｕｌｉｎａ
ｐｌａｔｅｎｓｉ”，１９９３年发表在《中国海洋湖沼学报》（英文版）后，
很快被美国ＢＡ（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ｂｓｔｒａｃｔ）收录，立刻引起国内外数
家单位索要抽印本，接着受到日本工业技术院邀请，并被聘

为客座研究员，双方开展了几年合作，其成果１９９７年得到以
色列藻类生物技术专家Ｖｏｎｓｈａｋ的高度评价，并将此写入了
有关螺旋藻的教课书中。另一例为浙江海洋学院刘思俭先

生，在同一期刊发表论文为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ｃｉｌａｒｉａ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立时引起东南亚一些
国家的关注，并要求来中国学习江蓠人工栽培。１９９０年联合
国ＦＡＯ在湛江水产学院举办了一期学习班，９个国家的学员
们参加了学习，产生了不小的经济效益。这样生动的例子在

二百多份英文学术期刊中举不胜举。

由此可见，英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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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重任，其学术水平和期刊质量在

国内期刊界属上乘。当然，与国际一流的期刊水平还相差甚

远。目前，大多数英文期刊不断努力地与国际接轨，如编委

会的国际化、审稿的国际化、作者全球化，如《中国药理学报》

（英文版）、《中国海洋湖沼学报》（英文版），《浙江大学学报》

（英文版）等都请到了多名国际著名的学术权威为编委会成

员，做到了编委会的国际化，对此，得到了 ＳＣＩ的评刊部主任
ＲｏｄｎｅｙＣｈｏｎｋａ的赞赏［１］。

一句话，英文版学术期刊的宗旨之一是办出国际化的期

刊水平，从以上表述及举证来看，前景是光明的，走向世界是

大有希望的。

１．３　英文版学术期刊的发行困惑

从目前一百九十多种英文版学术期刊的发行状况来讲，

不容乐观，且一直困扰着期刊的发展。如一些久负盛名的、

办了几十年的学术英文版期刊因长期发行量有限，受到经费

的影响已相继停刊。就连走势很好，办了近８０年的《中华医
学杂志》（英文版）国外固定的订户也只有５００多份左右，但
这个量在英文版学术期刊的发行中已是独占鳌头了，对此张

利军等人对全国性学会主办的英文版科技期刊国外发行状

况做了详细的调查［５］，该文详细论述我国目前英文版学术期

刊的发行途径主要有四种。

（１）由外商办理国外发行形式
如德国的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出版公司；荷兰 ＶＳＰ出版公司；美国

的Ａｌｌｅｒｔｏｎ出版公司；ＧｏｒｄｏｎａｎｄＢｒｅａｃｈ新加坡出版公司等
等。这些国外出版公司等均与我国近几十多份英文版科技

期刊有发行合同。其合作方式，大部分由编辑部提供杂志，

外商代销或包销 ２００～３００份杂志。外商每年支付大约
＄５０００～６０００的销售费，也有支付１万美元以上的，支付数
额的差别可能是由于期刊质量和影响而致。

（２）自办发行期刊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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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物理快报》（英文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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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

国际上已有一定影响的期刊，国外订户已达５００户，其他一

般均在５０～１００户左右。

（３）国内出版公司合作发行形式

有几十家是以这种形式发行，订量都不到２０份。

（４）以赠送和交换为主的形式

大部分高校学报（英文版）的期刊及一些中国科学院主

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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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可以总结出，外商发行的一般每年包销到１００～３００

份不等，自办发行最多的有上百份，最少只有几十份。国内

出版公司订户不到２０份。

值得国家出版及相关宣传部门关注的是，我国英文版学

术期刊的销售偏低并非完全归因于学术质量问题，而与我们

的出版宣传体系和信息网络及集团弱化有一定的关系。至

今，我国还没有一个国家级的全方位的全文英文版学术期刊

的网站，而最能代表期刊的万方网络也没有一角全英文的网

页介绍，这样如何能吸引国外的阅读群及提高检索率呢？期

刊是科技研究成果的载体，而出版又是期刊走出国门的媒

介，两者的完美结合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我们呼吁有关部

门领导关注此举的发展，也希望国外的出版商们借助 ＷＴＯ

的东风穿针引线，使中国的英文版学术期刊早日冲出发行出

版的围城［６］。

２　国际化的实施探讨

２．１　世界级学术期刊的要求及国际化同行评审的热度

关于科技期刊国际化的热题在《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和

《编辑学报》多有讨论［２，５，７］。但是关于国际化期刊的标准，

Ｍｒ．ＰｅｔｅｒＣ．Ｋａｔａ指出：“评价期刊是否为国际水准的第一特

征是英文载体，其二是实行完全国际化的同行评审体制，其

三是被国际重要检索机构索引等［３，８］。目前，中国在刊的近

２００份英文学术期刊无疑已向国际化期刊迈开了第一步，但

第二步比第一步台阶要高，有一定的难度，难在至今还未有

一本现成的国际同行评审指南可用。而且同行评审是世界

学术期刊界正在讨论的热题之一。如国际著名的二家学术

出版编辑学会 ＡＬＰＳＰ（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ａｒｎｅｄａｎ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和 ＥＡＳ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ｎｇ）联手在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１月对世界２００多份期刊做

了一次题为“ＡＬＰＳＰ／ＥＡＳＥＰｅ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Ｓｕｒｖｅｙ”抽样调查，从

ＡＬＰＳＰ的网页（ｗｗｗ．ａｌｐｓｐ．ｏｒｇ）在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公布的结果

证明了这是当前学术期刊界探索的一个热点，调查的目的在

于使期刊编辑们对同行评审体制从多样化的尝试中达到共

识，以求建立一套可行的指南供大家使用［９］。

２．２　尝试国际同行评审程序［１０］

（１）期刊发展的需要
以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 （ＪＺＵＳ）为例，该刊 ２０００年创

刊，２００１年相继进入了国际著名检索机构如 ＣＡ；Ｅｉ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ＡＪ；ＣＢＡ；ＺＢＩ等。２００１年８月还收到了美国科学
信息研究所ＳＣＩ的评估报告。此时，国际一些学术期刊界的
一些同行及检索评估机构的专家们常问及我刊是否开展了

国际化的同行评审体制［１］，这是我们的弱点，也是中国英文

版学术期刊共同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对此，我们从２００１
年末，开始尝试这一做法，更精确地说从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起
全面试行这一程序，将１～３月份的７０多份投稿一律实行至
少一国外、一国内的审稿体系（国内的审稿也非本单位的专

家）。对有争议的稿件可能三审、四审。总之，认真公正地对

待每一份投稿，确保期刊质量上乘，是办刊的准则之一。目

前《中国海洋湖沼学报》（英文版），《清华大学学报》（英文

版）等均在尝试这一举措。

（２）具体操作过程
选定审稿人

落实国外审稿第一步，我们主要依靠编委们推荐，因为

他们均是本专业的行家，熟悉国际上同行们的动态。但随着

投稿增加，编委们的工作量一直很大，况且他们都是学科带

头人，工作繁忙，长此以往，未必妥当。所以第二步建议投稿

人从所引的参考文献中推荐５位国外专家，并提供他们的
Ｅｍａｉｌ或邮寄地址，最后由编委和编辑确定人选。大多数被
拟定的审稿人都是本专业的顶尖人物或后起之秀。

审稿方式

一般每稿确定１～２国外、１～２国内审稿人后，编辑多以
Ｅｍａｉｌ形式与审稿人联系，开展网上审稿，此举快捷，效率
高。还有一些是通过邮寄的方式进行（见表５）。

表５　２００２年ＪＺＵＳ试行国外评审情况统计表

全年

投稿量

送国际

审稿次数

国际审稿

复函数

Ｅｍａｉｌ

送审的比例

邮寄送审

比例

４４９份 ６５６次 ３９８ ７５％～８０％ ２０％～２５％

国外审稿人的复函形式以Ｅｍａｉｌ为７５％～８０％，传真约
１０％，邮寄为１０％～１５％ 比例回致本刊。

审稿时间

审稿时间期限为２０天左右，国外审稿在２０天内复函比
例高达８０％以上。通常审稿人收到请审函后，会立时回表态
度，大多数均表示支持，愿意审稿。如有人出外、或不在了，

我们会接到秘书或家人的Ｅｍａｉｌ告知某教授病逝了，某专家
外出了，以便我们重新确定下一人选。至今，据已收到的１６０
多份网上及传真回审报告统计平均审稿周期为１６天左右
（不包括邮寄和传真的），最快的为４天。如此操作，若出刊
全程运作良好的话，优质论文发表周期提速应该有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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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专家的分布范围

本刊开展国外同行评审举措以来，我们大约有１０００多
份稿件送到了（按国家和地区所分送比例排序）美国、英国、

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芬兰、日本、俄罗斯、意大利、

荷兰、芬兰、波兰、印度、新加坡等国家及香港、台湾、澳门地

区。其中日，英，美比例约占６０％左右。
（３）国外审稿的意义与作用
严正学风、提高期刊质量的有力举措

这些治学严谨，献身科学，不求索取，令作者与编辑们尊

敬的学科专家们的评审是认真与公正的，一般评语大多在

３０００～６０００字符左右，有些计算机系作者的设计图经审稿人
重新设计修改、绘出的结果，令作者感动。还有些审稿人建

议与作者共同探讨一些疑点和问题，允许作者有相反意见，

因为科学无国界，只有在争议中明辨是非、真理。我刊的许

多作者一开始得知论文送国外评审均有些顾虑，但经过一场

淋漓尽致的评阅，他们感到此举对业务大有提高，开阔了眼

界，也知道了差距。更重要的是对一些作者、尤其是个别青

年作者的学术浮夸之风得到了限制和教育。如我们在这一

轮国际审稿中，发现审稿人一般要对文章、文摘、文献等进行

检索，发现有个别青年作者一稿二用，换汤不换药，还有的作

者在别人已发表的文章框架上进行抄袭点缀、装饰，只是数

据不同而已，一篇新作就产生了。审稿人提供的检索及刊出

文章的实据让我们编辑酌定。如此现象已在国际同行评审

中发现几例，得到了制止。这不仅对严肃科技人员的学术风

气具有强烈的警示效果，也对学术期刊的信誉起到了保护作

用。如最近我刊的一些投稿作者得知此举后，主动将交来投

稿又拿回去做了一番严谨的修改，对文中的数据、图、表认真

核查校对后重新交来，显然作者对严修过的稿比昔日的第一

稿要自信的多。这无形中说明了什么？值得撰写论文者和

科技编辑们深思。

传播交流　扩大期刊的国际影响
期刊的国际化传播仅靠检索机构的收录是不够的，我国

科技期刊英文版的订购量随着全球经济的暗淡也是举步艰

难。但是科技期刊在走向世界的艰难步履中求生存、求发

展，全方位的国际同行评审或许是传播交流期刊的有利媒介

之一。同专业的国际学者在审稿中了解到中国的科技发展

水平和动态，同时作者与审者相互间也进行了学术审度和交

流。同时，国际审稿营造了期刊被认知，传媒的途径。我们

请对方审稿，按国际一般惯例是不付审稿费的，我们对每位

审稿人唯一答谢的方式是赠送一套当年的期刊，以期一举两

得，即让国际同行认识了期刊，也表达了我们真诚的谢意。

这一举措的实施也让我们，包括作者认识到中国的科技

发展与国际前沿学术水平的确有一定的差距。因为审稿人

对论文总体评价指数达到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的比例只有８％ ～１０％；
Ｇｏｏｄ的比例也仅为２０％～２５％；Ｍｏｄｅｒａｔｅ所占比例最大，为
４０％；Ｐｏｏｒ为２０％～２５％。尤其是英文写作水平不理想，有
些文章或段落使审稿人不知所云。因此，办好英文期刊首先

需要科技人员普遍提高英文写作水平，以上的问题不仅是对

编辑而言，对我国整体科技水平及英文表达能力的提高都具

有启示作用。

３　访问国际学术出版网站，强化期刊编辑的
国际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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