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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第一批广东科技类学术期刊（除医学期刊外）为研究对象，调查了期刊编辑对刊群建设的意愿、动机和行

为以及在刊群建设中的主要困难及政策需求。结果表明，63% 的受访者且大多为非高校学报编辑认为有必要进行集

群化建设，他们均认为“编辑出版团队和人才是必须要整合的一项资源”；58% 的受访者认为集群化建设适合“相

同领域且同为核心”的期刊；98% 的受访者表示所在期刊未与其他期刊开展合作。提出根据专业领域的不同，以自

愿为前提，构设 6 个系列科技期刊集群。

关键词：广东；科技期刊；集群化意愿；学科特色；刊群建设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7695（2018）21-0064-06

Research on Willingness and Construction Mode in Clustering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Sci-Tech Journals

Zhang…Huiling1,2,…Chen…Xia3,…Bai…Xuena1,2,…Cui…Jianxun1,2,…Li…Bingchao3,…Zhao…Qiaorong3

(1.…Editorial…Department…of…Guangdong…Agricultural…Sciences,…Institute…of…Agricultural…Economics…and…Rural…
Development,…Guangdong…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

2.…Key…Laboratory…of…Urban…Agriculture…in…South…China,…Ministry…of…Agriculture…and…Rural…Affair,…Guangzhou…510640,…China;…
3.…Guangdong…Provincial…Science…and…Science…&…Technology…Management…Research,…Guangzhou…510033,…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first batch of Guangdong sci-tech academic journals (except medical journals) as study obje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editors’ willingness, motivation and behavior to the construction of journal cluster, as 
well as the main difficulties and policy demand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63% of the 
interviewees think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journal cluster, and most of them are non-university journal editors, and 
they all agree that editing and publishing talent and team must be integrated. 58% of the interviewees consider that the 
core journals in the same field are better suited for cluster construction. Up to 98% of the interviewees indicate that 
their journals haven’t carry out any cooperation with other journals. Based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Guangdong sci-tech journals, 6 journal cluster series are proposed to construct on the premise of voluntar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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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科技事业迅猛发展并
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学术论文呈现大跨越、大发展
的景象，论文质量也有了质的飞跃，并稳步提升。
2014 年中国的“论文发表量”稳居全球第二并有进
一步赶超美国的趋势［1］。中国科技期刊的质量和影

响力指标呈上升趋势，2013 年科技期刊的影响因子
平均值为 0.523，年均增长率为 5.4%；期刊的总被
引频次均值为 1…180 次，年均增长率为 14%［1］。但
在当今世界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相对于科
研水平的快速提升，国内科技期刊的论文质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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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能力和管理水平仍远远无法与之相匹配。中国的
“论文引用量”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在 8 个研究密
集型国家（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
日本、美国、中国）中是最低的；“论文引用量”
明显滞后于“论文发表量”的情况，与绝大多数研
究密集型国家形成了强烈对比［2］。

科技期刊对科技创新有重要作用，而缺少期刊
“航母”已成为制约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的重
要因素。当前国际学术期刊的出版发展趋势是走向
数字化、网络化、集群化、泛在化、知识化、可视化、
语义化，针对我国科技期刊呈小、散、弱的特点，
加快推动科技期刊集约化、集群化、规模化建设是
解决问题的关键，要以国际化、数字化、集群化为
重点，加快提升我国科技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让
世界听到中国科学发展、科学发明的“好声音”…［3］。
其中，集群化出版模式应是非常重要的战略与方向，
因为资源集聚意味着价值和影响力。随着原中国新
闻出版总署 2012 年印发《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
的实施办法》的推进，全国许多科技期刊编辑部和
出版社都开始积极探索或者进一步加大期刊改革的
力度和深度，或者通过转企、或者通过集约化、规
模化建设期刊群应对改革需要［4］。2013 年年底，中
国科协还专门召开科技期刊学科刊群建设模式与机
制学术研讨会。在此背景下，科技期刊产业集群的
形成基础也已具备，但是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事
实上我国科技期刊的集群化运作水平尚处于探索起
步阶段，与国外商业出版集团通过市场经济手段兼
并整合风起云涌的现状相距甚远［5］。

目前，广东省有科技期刊约 180 种，约占全国
总数的 3.6%，虽然不乏享有国际声誉的优秀期刊，
但大多均为势单力薄，需要得到扶助。总体上，广
东科技期刊与我国科技期刊业态相似，呈小、散、
弱的特点，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与国内外优秀期刊
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由于诸多原因，造成广东省
的优秀论文较少在广东科技期刊上发表，广东科技
期刊未能客观反映广东科学研究最高水平和最新动
态的现实。2002年1月，我国第一家期刊集团——《家
庭》期刊集团在广州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期刊开
始走向集约化和规模化，也揭开了我国期刊业发展
史上崭新的一页［6］，但至今广东科技期刊集群化发
展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取得重大进展。在当前战
略转型和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倒逼“转企改制”
的客观形势、数字化的严峻挑战，广东科技期刊要
得到良好的生存与发展，而且要全面快速健康可持
续发展，真正有地位、有作用、有前景，就要积极
应对挑战，必须走国际化、数字化和集群化建设的

路子，以建立和保持竞争优势［6］。
集群化发展是科技期刊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科

技期刊提升竞争力的关键。相较于国际、国内同业
发展态势，广东科技期刊发展迫切需要大力推进体
制机制创新，加强“顶层设计”，积极进行资源整
合，利用好国家扶持期刊业改革发展的各项政策，
通过集群化建设推动科技期刊实现跨越发展。而推
进期刊集群化发展，不仅需要摸清楚产业基本情况，
也得全面把握行业内相关主体的集群化意愿、行为
及支付代价，协同整合各种因素，集聚各种改革主
体制度创新的能量，勇于创新科技期刊合作出版等
经营发展模式。只有通过合理构建，并在经营过程
中不断调整、优化和完善，科技期刊刊群才能逐渐
形成集群优势，发挥出刊群优势所具有的竞争力［7］，
从而打造权威学术期刊，构建一流学术平台，促进
产业持续发展。因此，研究广东科技期刊集群化发
展意愿及合作机制尤为必要，从产业发展的战略角
度而言，具有迫切的产业发展需求。然而，刊群建
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参与刊群建设的主体众多，包
括政府管理和支持部门、期刊主管单位和主办单位、
期刊承办单位及编辑出版单位，甚至还包括期刊数
据库运营商等，因此，总结国内外科技期刊近年来
刊群建设的经验和实践，剖析刊群建设的不同模式，
探索刊群建设的发展路径，构建科学合理的刊群运
行机制，提出广东省科技期刊学科刊群的建设模式、
合作机制与发展战略，对提高广东科技期刊综合水
平，打造权威学术期刊，构建一流学术平台，促进
产业持续发展及对期刊管理部门相关决策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以 2014 年 11 月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认定的第一批广东科技类学术期刊为研究对象（除
医学期刊外），共 83 种期刊。因为广东省医学类科
技期刊取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且我国医学类期刊主
要是在中华医学会组织统领下经营发展，该期刊组
群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
1.2　研究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座谈等方式，按照
83 种学术类科技期刊经营发展水平的不同层级进行
分类访谈，调查期刊编辑对刊群建设的意愿、动机
和行为，以及在刊群建设和期刊改革中遇到的主要
困难及政策需求，探索并研究提出广东不同类型科
技期刊集群化发展的可行模式和路径。其中，问卷
调查通过“设计问卷初稿—专家咨询—修改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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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范围预调查—完善问卷后用于大规模调查”的步
骤，最终设计了《广东科技期刊集群化发展意愿及
合作机制调查问卷》，并于 2016 年 2—4 月在受访
期刊编辑中开展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130 份，
回收问卷 91 份，其中有效问卷 80 份，有效回收率
为 87.9%。

2　广东省科技期刊集群的发展意愿分析

2.1　期刊集群化发展意愿调查结果

本调查结果发现，当问及“您认为广东科技期
刊有无有必要进行集群化建设”时，63% 的人持肯
定态度；37% 的人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期刊集群化建
设，其中主要原因分别是“基于体制机制性因素”
（占 94%）和“基于期刊行业自身的特殊性”（占
6%）。进一步分析受访者信息发现，对期刊集群化
建设持否定态度的均为高校学报编辑。具体分析原
因所在，体制问题是核心。高校学报属于事业单位，
办刊经费和人员经费均为国家财政拨款，其经营成
效与学术发展状况与人员绩效水平关联性弱，现行
的科研事业单位有关绩效制度的有效激励性较低，
造成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较低。高校学报编
辑人员普遍持有这种心态：吃财政饭、“铁饭碗”，
工作稳定、旱涝保收。且高校学报均没有创收任务，
编辑人员较为充足，绝大多数高校学报编辑的工作
相对于非高校学报编辑而言轻松很多，而学报的规

模、创收盈利多少与其本人收入关系不大，因此，
在没有更多的利益条件下，他们希望保持现状，不
想承担太多工作任务和责任。这一结果凸显目前我
国有关体制机制性障碍问题。
2.2　集群化发展的期刊对象调查结果

在对期刊集群化发展持肯定态度的受访者中，
继续调查他们对刊群建设实施的意见，结果如表 2
所示：（1）58% 的人认为集群化建设适合“相同领
域且同为核心”的期刊。理由是在相同领域内形成
集群容易，作者、稿源、审稿专家、编辑出版人才、
广告、发行等资源都有共享的可能性，同一领域的
强刊之间还可以合作举办专业学术会议或学术论坛
等；而不同领域的刊物集群起来困难，大刊带小刊，
非核心期刊加入核心期刊形成集群容易，反之则难。
（2）认为“相同领域不一定都是核心期刊，但有共
同愿景”的占 22%，持有这种观点的大多是非核心
期刊，他们热切期望有名刊大刊来引领带动，尤其
在稿源以及编辑出版经验方面给予更多指导。（3）
17% 的人认为“不同领域但同为核心期刊，且有共
同愿景”的期刊可以进行集群化发展，有受访者表示，
虽然报道范围不同，但核心期刊之间的经营理念、
数字化手段、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资源还是可以共
享共用的，能达到强强联合的效果。（4）认为“不
同领域不一定都是核心期刊，但有共同愿景”的人
最少，仅占 3%。

表 2　广东省科技期刊集群化发展意愿调查结果

问……题 选…………项 占比 /%

您认为哪类科技期刊适合进行集群化建设 相同领域且同为核心期刊 58

相同领域不一定都是核心期刊，但有共同愿景 22

不同领域但同为核心期刊，且有共同愿景 17

不同领域不一定都是核心期刊，但有共同愿景 3

您认为集群化建设应从哪些方面着手更有
利于期刊的发展

作者和稿源 95

刊物研究领域发展动态及前沿信息 25

行业发展动态及前沿信息 30

审稿专家 100

编辑出版团队和人才 100

专业学术会议 / 论坛等交流与合作平台 70

多样化服务、交流以及扩大影响力的网络平台 98

广告资源 70

发行资源 96

您对刊群的建设实施存在的顾虑主要是 有可能是名义上组成集群了，但实际上集群形同虚设，与原来一样 98

集群成员间的关系难以理顺 3

集群成员间有些利益或矛盾冲突难以协调 56

对刊物的经营发展难以带来实质性提升 46

产生的溢出效应大于自身获益 30

您认为期刊集群化建设实施的主要瓶颈因
素是什么

期刊消费群体需求 6

政策 96

体制 98

资金 90

人才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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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期刊集群化发展的资源整合调查结果

在期刊资源整合方面，“编辑出版团队和人才”
是每个倾向于开展期刊集群化建设的受访者都认为
需要整合的一项资源，这与国家五部委《关于准确
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作用的若干意见》中提
到的“进一步完善教育培训、评价考核等制度，加
强编辑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认证和准入机
制，改善编辑队伍的学科结构、学历结构和能力结构，
吸收有较好的学科背景或科研经历的人员充实编辑
出版队伍”“努力建设一支学术视野广阔、办刊理
念先进、专业基础扎实、管理运营能力强的复合型
科技期刊编辑出版人才队伍”等意见不谋而合［8-9］，
毕竟人才是编辑出版创新的核心要素。高达 95% 的
受访者（大多为非核心期刊）认为从“作者和稿源”
着手更有利于期刊发展，这与作者和稿源是期刊发
展的基础、质量是期刊的生命线有关。但是通过访
谈可知，知名核心期刊并不乐意与集群的小刊分享
作者和稿源，除了这是大刊的核心利益以外，程序
繁琐、人手不足也是他们顾虑的主要原因。“多样
化服务、交流以及扩大影响力的网络平台”也是受
访者希望通过期刊集群化建设而享受到的。数字化
已成为期刊发展壮大的必要手段，所有受访者都希
望“审稿专家”能通过期刊集群化建设达到共享。
然而，刊物所属学科领域的发展动态及前沿信息、
行业发展动态及前沿信息等资源，却并未受到受访
者青睐。由于受访科技期刊大多为学术期刊，基本
不刊载广告，发行量有限且主要通过赠阅或邮局发
行，所以对广告资源和发行资源的诉求较少。
2.4　期刊集群化建设的实施顾虑和主要瓶颈因素调

查结果

对于本调查问卷预设的对刊群建设实施的 5 个
顾虑，几乎所有对期刊集群化建设持肯定态度的人
都认为有必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有可能名义
上组成集群，但实际上集群形同虚设，与原来一样；
（2）集群成员间的关系难以理顺；（3）集群成员
间有些利益或矛盾冲突难以协调；（4）对刊物的经
营发展难以带来实质性提升；（5）产生的溢出效应
大于自身获益。关于期刊集群化建设实施的主要瓶
颈因素，90% 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主要集中在政策、
体制、资金、人才方面。
2.5　与其他期刊合作情况调查结果

在受调查的期刊中，高达 98% 的期刊与其他期
刊从来没有过合作关系。当问及“是否愿意贵刊参
与其他刊社 / 编辑部组成刊群”时，回答“愿意”
的仅为 18%；愿意将本刊专家库、作者库、退稿稿
件资源、出版人才、广告资源、发行资源与其他刊

社 / 编辑部共享的比例分别均未超过 5%。这与 2.3
部分的调查结果有矛盾，反映了大部分期刊希望享
受集群化带来的资源集聚好处、但又不太愿意因为
集群化削弱自己刊物优势的心理。
2.6　对行政主管部门工作建议调查结果

在回答开放题“您希望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等行政主管部门对科技期刊今后的发展在哪些方面
给予更多的指导和扶持？”时，受访者提出了以下
几方面建议：（1）进一步深化办刊体制改革，重视
国内优秀中文期刊的建设，重视编辑出版行业的人
才培养，为出版人才队伍创造良好的发展与自我提
升平台。（2）转变相关管理部门的管理理念和做法，
主管部门的主要角色是服务，而不是行政指导或领
导。期刊具体编辑出版业务部门与主管部门的想法
有差异，没有参与到实际编辑出版工作的相关主管
部门对实际情况往往了解和认识不一定够全面、深
入，因此在认真履行好主管单位责任的前提下，放
手让期刊社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结合自己的实际去
发展、去提高的同时，积极做好相应的配合辅助服
务工作是主管部门的重点职责。期刊发展需要时间，
抛弃攀比，专注特色，坚持一个阶段，总会有提升，
编辑部需要的更多是一种活力。（3）加大政策导向
和资金资助力度，给予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4）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学
习制度，大力支持和组织开展各种相关培训交流活
动。（5）加强对国家有关学术期刊管理政策的解读
和指导，敦促主办单位（主要指高校和研究院所）
公平对待和妥善解决办刊人员的身份地位问题及其
收入分配待遇问题，尤其在考核与激励方面更为公
平合理地对待办刊人员。

3　广东省科技期刊集群的构建模式分析

以上调查结果显示，58% 的受访者认为集群
化建设适合“相同领域且同为核心期刊”的期刊，
22% 的受访者认为该模式适合“相同领域不一定都
是核心期刊，但有共同愿景”，可见高达 80% 的期
刊人认为集群应该在相同领域的期刊内进行。根据
以上调研结果和广东科技期刊发展现状，结合广东
自身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基于学科特色的角
度，我们提出在自愿选择的前提下，探索构建广东
学术类科技期刊（除医学类杂志）集群，并根据相
关专业领域主要构设以下 6 个系列。
3.1　高校学报刊群

鉴于高校学报的体制机制、经营模式、工作强
度与其他科技期刊不同，且高校学报的集群化意愿
不高，可视各刊意愿加入期刊集群建设，包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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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学学报（自科版）》《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
科版）》《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科版）》《暨南
大学学报（自科与医学版）》《华南农业大学学报（自
科版）》《汕头大学学报（自科版）》《深圳大学
学报（理工版）》《广州大学学报（自科版）》《广
东海洋大学学报》《五邑大学学报（自科版）》《佛
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学报》《广
东工业大学学报》《东莞理工学院学报》，但也可
自由选择与下面几个刊群集群化发展。
3.2　农业、环境与食品工程刊群

以农业综合性期刊代表《广东农业科学》［10］、
畜牧水产类专业期刊代表《南方水产科学》、环境
类期刊代表《生态环境学报》、食品工业类期刊代
表《现代食品科技》为核心，集《热带亚热带植物
学报》《环境昆虫学报》《生态科学》《桉树科技》《林
业与环境科学》《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学报》《广东蚕业》

《广东畜牧兽医科技》《广东饲料》《热带农业工程》《现
代农业装备》《养禽与禽病防治》《甘蔗糖业》等
共 17 种期刊，形成农业、环境与食品工程刊群。调
研中发现，《热带农业工程》属于广东刊号，原来
由省科技厅主管、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主办，后来
改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主管主办，但仍隶属于广
东，像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一样跨越广东、海南两省，
但该刊号并未被广东收回，而是到了海南海口［11］；
《现代农业装备》《养禽与禽病防治》目前的经营
状况不甚理想，但在乡村振兴战略在全国各地如火
如荼开展的时代背景下，依托广东省农科院、华南
农业大学、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等科研院校的强大科
研实力，如果有强刊带动，则这两本期刊的发展前
景还是值得预期的。
3.3　地理、化学与气象工程刊群

以《大地构造与成矿学》和《热带气象学报》
为核心，将《热带地理》《广州化学》《地球化学》
《广东气象》《华南地震》《热带海洋学报》等同
类或相似专业期刊联结起来。广东省的地质学和化
学学科发展活跃，这两个领域内的科技期刊在省内
及国内均名列前茅，与其他刊群相比较而言，该刊
群中的几个刊物实力较强且发展都较为均衡，实行
刊群管理后可望达到强强联合的效果。
3.4　化工材料与机电工程刊群

以《分析测试学报》《润滑与密封》和《工业工程》
为核心，联合《广东微量元素科学》《集成技术》《制
冷》《南方金属》《冶金丛刊》《材料研究与应用》
《机床与液压》《机电工程技术》《模具制造》《纤
维素科学与技术》《合成材料老化与应用》《广州
化工》《电镀与涂饰》《造纸科学与技术》《化纤

与纺织技术》《佛山陶瓷》《广东印刷》《环境技术》
等期刊，形成化工材料与机电工程刊群。经查询，
该类别中的《广东印刷》虽然被国家认定为第一批
学术类期刊，但该刊内容大多为资讯、信息类报道，
建议可考虑根据行业发展趋势需要，将报道范围变
更为行业学术热点方向。
3.5　计算机通信、能源水利与建筑工程刊群

以《控制理论与应用》《南方电网技术》和《南
方建筑》为核心，集群《新能源进展》《日用电器》《广
东电力》《移动通信》《电子产品可靠性与环境试验》

《广东通信技术》《自动化与信息工程》《电脑与电信》
《广州建筑》《广东建材》《建筑监督检测与造价》

《人民珠江》《广东水利水电》《广东公路交通》《广
船科技》《广州航海学院学报》《珠江水运》等期刊，
形成计算机通信、能源水利与建筑工程刊群。深入
调查发现，该类别中的《世界建筑导报》《日用电器》
两刊均以介绍建筑学科领域的有关技术信息和其他
相关资讯为主，基本没有刊发学术论文 ;《电子产品
可靠性与环境试验》中有一半以上的内容是行业信
息;《电脑与电信》有1/3以上的内容为行业信息；《广
船科技》《广州航海学院学报》《珠江水运》虽然
行业信息类内容刊发不多，但在中国知网上却连最
基本的评价指标影响因子都未被统计，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以上几刊的下载率、引用率非常低，未能很
好地发挥传播行业学术科技动态的作用。上述情况
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这类期刊的灵活机动性较大，
完全可以根据广东优势工业产业以及主管主办单位
优势科研方向重新定位，变更报道范围，争取在更
大范围获得同行专家的认可。
3.6　英文期刊集群

可喜的是，除医学类期刊，广东还有《热带气
象学报（英文版）》《控制理论与技术（英文）》
两种英文期刊，两刊在行业内都具有相当高的影响
力——《热带气象学报（英文版）》于 2011 年被
SCI 收录，《控制理论与技术（英文）版》于 2014
年被 EI 收录。两刊可强强联合，带动广东兴办更多
英文期刊。

4　展望

要真正实现学术期刊的集群建设发展，绝不仅
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更主要的还在于从政府层
面配套相应的机制、制度和体制保障。在国家现有
管理体制机制下，体制机制问题已成为今后科技期
刊集群化发展和运行的最大瓶颈。在调研中，我们
听到的绝大部分声音是不看好集群化发展模式的，
甚至有人认为这个研究选题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主



张辉玲等：广东省科技期刊集群化发展意愿及构建模式研究 69

要原因在于，现有出版管理体制关于主管主办单位
的规定、关于国有资金投资的规定等，使得集群化
建设在管理制度、人事制度等方面难以突破，而且
鉴于学术类科技期刊自身特殊的功能、使命及其专
业性强、受众小等特征，使得其集群化的市场化运
作难以有效开展。尤其是所谓“体制内”的高校学
报等编辑出版单位，基于自身利益，更是消极看待
集群化创新发展这一路径。但经过继续深入调研分
析，尤其是通过与不同类型的科技期刊编辑出版机
构和人员的深度访谈，以及课题组成员在参加各类
专业学习培训、专业学术研讨会中重点关注和了解、
学习相关研究及经验做法。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我
们一致坚定集群化发展是必然趋势，而且要结合当
前广东省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形势，探索可操作的先
行先试路径。建议下一步加强对广东省科技期刊集
群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支持力度，积极促成从政府
层面针对集群的资源集成、服务模式、运行管理等
环节配套相应的政策、机制和制度，确保其规范、
健康运行，更好地服务和支撑创新型广东及创新型
国家建设，发挥出应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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