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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我国是学术期刊出版与学术文献产出大国，拥有各学科学术期刊 6000 余种，年发表
学术论文达 200 余万篇，国际发文总量居世界第二。不少期刊已成为具有较强或一定国际影
响力的学术出版品牌，并带动了更多期刊向国际化发展。为此，中国知网做了非常有益的尝
试，以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揭示了这些期刊“走出去”产生的国际影响力。本刊特发专版，
以飨读者，并倡议我国学者把希望在国际上传播的好文章，投到这些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
中国期刊上发表，支持他们创出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学术期刊国际品牌，为提升我国科学文
化软实力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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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发布报告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2013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3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遴选工作已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学术文献国
际评价研究中心（简称“评价中心”）完成，现予发布。发布单位现将遴选编制情况报
告如下。
遴选背景与目的
从国际角度全面揭示、客观评价我国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有益于国内外广大作
者、订户、读者对中国学术期刊的选择，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与我国学术研究国际水平
的提高，探索中国科学文化走向世界的方向和途径，有利于期刊自身的国际化建设，以
及各级期刊主管、主办部门对学术期刊“走出去”的合理布局和政策设计。
长期以来，为了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我国学术期刊一直努力实现出版传播的国际化。
从 1998 年起，“中国知网”（CNKI）等学术文献数字出版平台，集成整合了我国绝大
多数学术期刊面向全球传播，陆续发行到美、欧、亚、澳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被 1500
多个国际著名高校、科研单位、政府部门、公共图书馆、企业、医院等各类机构从事科
研与中国研究不可或缺的战略性信息资源。目前，不少中国期刊已成长为具有较强或一
定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出版品牌，并带动了更多期刊向国际化发展。
然而，在 2012 年之前，全球没有一个能够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我国学术期刊
国际影响力的评价体系。著名的美国汤森-路透公司的期刊引证报告（简称 WOS-JCR），
只发布该公司科学引文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简称“WOS”,包括业内熟知的 SCI、SSCI、
A&HCI)所收录期刊（简称 WOS 期刊，现 1.3 万余种）的引证数据和文献计量指标，其
中仅有我国 126 种科技期刊和 1 种社科期刊，其他期刊虽被 WOS 期刊引用，但不在收
录和统计范围。此外，WOS 收录有关中国研究的国际人文社科类期刊甚少。总体而言，
WOS-JCR 无法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
近年来，WOS-JCR 影响因子的大小被普遍地误认为评价学术期刊质量优劣的主要
甚至是唯一指标，尤其是将其盲目地用于评价论文的学术价值，使我国大多数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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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影响力评价缺失的情况下陷入了严重的被动局面，导致大量学术论文外流，已构
成对我国学术期刊生存与发展、科研信息支撑体系和中国科学文化“走出去”的重大挑
战。
为了应对这一严峻形势和满足国内外有关方面的需求，2011 年中国知网尝试建立
一个全面反映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评价体系。通过以 WOS 期刊为统计源，采用
严格规范的数据采集加工方法，统计了我国 6100 多种学术期刊的总被引频次、他引总
被引频次、影响因子、他引影响因子、即年指标、被引半衰期等计量指标，并于 2012
年 12 月首次发布了《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2012）》（简称 CNKI-JCR）。
CNKI-JCR2012 显示：我国一些英文 WOS 期刊的计量指标正在跨入国际前列；
非 WOS 收录的 240 多种科技期刊（70%为中文）和 60 余种中文人文社科期刊的计量指
标与许多国外 WOS 期刊相比，不少已达中等及以上水平。为向社会反映这一事实，使
我国学术期刊得到公正对待和健康发展，鼓励期刊走向世界，评价中心放弃了影响因子
单一指标排序方式，创建了他引总被引频次、他引影响因子序号线性叠加的综合排序方
法，进行了综合指标 Top5%和 Top5-10%遴选，通过 40 多位期刊研究专家评审，首次发
布了 “2012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科技各 175 种，社科各 34 种，受到了我国学术期刊等有关方面和国际图书情报界的广
泛关注与好评。
CNKI-JCR2013 编制方法及其特点
本次中国知网发布的 CNKI-JCR2013 在 2012 年研制方法的基础上做了重大改进。
首先，除了继续以 WOS 期刊为统计源外，增选了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 410 种与中国研究
相关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为统计源，以更为全面地反映我国人文社科期刊的国际影响；
其次，首创了基于“他引总被引频次/他引影响因子双指标归一化向量平权统计模型”的
“期刊国际影响力指数”（见遴选办法简介），显著改善了期刊影响力指数排序的合理
性，有效地抑制了影响因子单一指标排序引发的“引文操纵”；最后，采用大数据分析
方法对引证文献的来源期刊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消除了明显不当的期刊互引数据的影
响，提高了计量指标的可信度。
2013 年的遴选原则与结果
评价中心采用“期刊国际影响力指数”分科技、人文社科两个序列对我国学术期刊
进行了排序，
根据该指数高低分别按 Top5%选出
“2013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按 Top5-10%选出“2013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科技各 175 种，社科各 56
种，统称“中国国际影响力 TOP 学术期刊”，并通过了 70 位期刊评价研究专家的评审。
数据的宏观分析
利用“期刊国际影响力指数”将 WOS 期刊与“中国国际影响力 Top 学术期刊”进
行统一排序，发现中国期刊位次明显提高，且中文期刊平均指标高于大多数日文、俄文、
法文等非英语 WOS 期刊。
利用 CNKI-JCR2013 引文数据，
评价中心分析了我国各学科论文受国际关注的程度，
发现应用科技、社会科学被引频次明显超越了被引频次持续增长的科技基础学科、人文
学科，且中文期刊平均值高于大多数日文、俄文、法文等非英语 WOS 期刊。这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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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我国应用科技与社会科学创新成就的总体国际影响，显示出国际学术界对我国该
类研究的重视与认同，证明了该类期刊走出去的重要意义，为我国学科发展与期刊国际
化布局，及中国科学文化走出去战略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依据。
当然我们还需清醒地看到，我国学术期刊尤其是社科期刊的被引状况与国际优秀水
平尚有较大差距，要达到国际影响力先进水平尚需奋起直追。

遴选结果的应用范围
众所周知，描述学术期刊某方面整体特征的计量指标，只是在统计意义上反映期刊
某方面、某时期的总体传播效果，并不给出任一论文的任何统计数据，更非说明一篇论
文的学术价值。那种将期刊计量指标夸大为论文评价指标的错误做法，扭曲了期刊计量
评价的本意，危害学术规范，诱发不良学风。为此，发布单位严肃声明，CNKI-JCR 的
指标以及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排名，绝非论文学术价值的评价指标，希望有关方面正确使
用。
发布单位认为，期刊现行的学术论文编撰、出版方式不能详细展现全部研究过程，
难以充分支持编辑、审稿人与读者验证和判断论文的科学性、创新性、先进性与重要性，
以致海量论文的科学评价成为世界性难题。为了探索解决方案，中国知网正在积极推进
学术期刊创新数字出版模式，并已在“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的支持下，全面启动“世
界学术文献定性评价统计数据库”建设工程，目标是突破大数据环境下引证动机挖掘与
定性分析技术，为论文定性评价提供简明、高效的参考工具。
限于评价中心研究水平，期刊遴选方法可能存在不当之处，发布单位热诚欢迎国内
外有关专家提出批评和宝贵意见。

发布单位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
清华大学图书馆
中国学术文献国际评价研究中心
2013.12.30

背景资料：“世界科学文献定性评价统计数据库”是中国知网承担的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资助重大项目。项目建设目标是利用大数据内容挖掘技术与科学文献定性评价相关标
准，突破以往国际国内文献计量学评价与同行评议评价模式普遍存在的根本性缺陷，在国际
上首创一个可以支持客观公正定性评价我国和世界各国科学文献学术质量与国际影响力的
大型数据库，包括“世界科学文献引文数据库”、“世界科学文献引文动机分类数据库”、
“世界同行评议专家数据库”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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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遴选办法简介
1.指导思想
本项评价遴选的目的是为了从文献计量学角度，全面、客观揭示我国学术期刊的
国际影响力，向国内外作者、读者中推介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学术期刊国际品牌，促进
我国各学科领域学术期刊与中国科学文化更好更快走向世界。

2.遴选范围
遴选范围内的期刊须具备以下条件：（1）具有 CN 刊号；（2）连续 3 年及以上正
常出版；（3）国际他引影响因子、国际他引总被引频次均大于 0；（4）所发表 50%以
上文献为研究论文。
符合上述条件的有学术期刊有 4622 种，其中科技期刊 3502 种，人文社科期刊 1120
种。

3.遴选指标及其数据来源
本次遴选采用了《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 2013》（下简称 CNKI-JCR2013）的
文献计量学指标，下简称计量指标。该引证报告见“中国知网”(www.cnki.net)。

3.1 基本计量指标

与 2012 年度相同，本次遴选选用了可从近期、长期两个维度反映期刊学术影响力
的两个计量指标：
（1）他引总被引频次：某期刊历年发表的所有论文在统计年被该期刊之外的统计
源文献引用的总次数。
（2）他引影响因子：某期刊在统计年之前两年所发表论文平均每篇在统计年被该
期刊之外的统计源文献引用的次数。
根据文献引证统计规律，一般情况下论文的引证高峰期在发表后 2-10 年，而影响
因子涉及的被引次数约占总被引频次的 20%。因此，“影响因子”较适合于计量近期出
版刊物的影响力，或可预期其未来可能产生影响的大小；“总被引频次”反映长期出版
的刊物已经产生的总体影响力，特别是可在统计意义上体现出具有较长学术生命力论文
的学术价值。

3.2 国际引证统计源
CNKI-JCR2013 的统计源期刊共 13324 种，涵盖全部 Web of Science（以下简称 WOS）
收录的学术期刊和会议论文集，其中，SCI 收录的 8411 种科技期刊，SSCI 和 A&HCI 收
录的 4503 种人文社科期刊，以及 SSCI 和 A&HCI 未收录的 410 种国际人文社科期刊（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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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Elsevier，Springer，Wiley，Emerald 等国际大型出版集团的 130 种，与中国研究
关系较为密切的世界各语种期刊 280 种）。

3.3 期刊国际影响力指数 CI
本项研究中定义的期刊国际影响力指数（Clout Index, 简称 CI），是指在 3.2 规
定的国际引证统计源范围内，利用 3.1 定义的基本计量指标构建的、能够较为全面反映
期刊国际影响力的综合计量指标。CI 的计算公式为：

2
2
CI 2  （1A）
（1B）

其中，A 为某刊采用线性归一法进行标准化后的影响因子,B 为该刊采用线性归一法
进行标准化后的总被引频次。A 和 B 的值均在[0,1]之间。期刊的 CI 值的几何意义见图
1。为方便使用，发布的 CI 值均乘以 1000。

图1

期刊国际影响力指数 CI 及 TOP 期刊遴选方法示意图

4 遴选程序、国内外期刊对比
4.1 CI 排序与初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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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化发展水平不平衡、有些学科的国际统计源不够充分，本次
只将期刊分成科技与人文社科两大类进行遴选。
首先分别计算 3502 种科技期刊和 1120 人文社科期刊的 CI 值，并按 CI 降序排列。
然后依序分别按 Top5%与 Top5-10%选出各 175 种科技期刊、56 种人文社科期刊,分别作
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和“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统称为中国
国际影响力 Top 期刊）的初选名单。

4.2 专家评审
70 位期刊研究专家对初选名单进行了认真评审，并按 CI 排序依次调整了少量入选名
单。

4.3 与 WOS 期刊的比较
在双对数坐标系下，分科技与人文社科两类将 WOS 期刊与中国国际影响力 TOP 期刊
进行了比较，结果分别如图 2、图 3 所示。
图中，绿点为 SCI、SSCI 收录的国际期刊，黑点为 SCI、SSCI 收录的国内期刊，
红点为未被 SCI、SSCI 收录的“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蓝点为未被 SCI、SSCI
收录的“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橘黄点为其他中国学术期刊。从中发现，许
多中国国际影响力 TOP 科技期刊位于部分 SCI、SSCI 期刊之上。

图 2 双对数坐标下中国国际 Top 科技期刊与 SCI 期刊比较
图 2 双对数坐标下中国国际 Top 科技期刊与 SCI 期刊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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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双对数坐标下的中国国际 Top 社科期刊与 A&H、SSCI 期刊比较

【附注】数据处理规范及质量标准
CNKI-JCR2013 在研制过程中建立了《中国期刊中英文刊名规范数据库》、《中国
学术期刊题录数据库及载文量统计标准》、《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文数据库（2013 年）》
，
并制定质量标准要求引文数据的完整率和正确率分别达到 99.7%和 99.6%以上。
2013 年 11 月 11 日，由北京大学图书馆蔡蓉华研究馆员主持的《中国学术期刊国
际引证报告（2013 版）》数据测试专家组，根据《GB/T 2828.4—2008 计数抽样检验程
序第 4 部分：声称质量水平的评定程序》规定的评定程序，对 2012 年国际引证数据进
行了质量测试。结论是核查总体抽检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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