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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精品科技期刊影响力提升策略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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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地理学精品科技期刊的影响力提升策略。【方法】以《地理研究》和《地理科学进展》为例，通过中国
知网和刊物的官网，分析其近几年的发文被引情况、办刊措施。【结果】《地理科学进展》在组织高质量热点专栏／专辑、创建
品牌栏目、开辟综述专栏等方面表现突出，形成高被引效应。《地理研究》成功打造了品牌栏目———观点与争鸣，引起强烈反
响；自２０１８年以来该刊也注重专栏／专辑的出版；在宣传推广上时效性强，且策划独具匠心。两刊都重视官网建设和微信平
台的宣传推广，延伸知识服务。【结论】科技期刊须加强内容策划和约稿组稿，全面提升刊物在科学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中
的决策支持价值和智力支撑作用；立足刊物优势，优化作者群体；在充分分析同类期刊现状基础上，精心策划，走特色化发展
道路；通过Ｒｉｃｈ ＨＴＭＬ网页、微信集群平台、ＯＳＩＤ开放科学计划等手段积极推动传统出版向数字化出版战略转型，拓展内容
的延伸模式；积极参与重要学术活动，有机嵌入科学研究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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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科技期刊的发展。２０１５年，
中国科协等五部门联合发文，鼓励科研人员将重要科
研成果发表在中国科技期刊上；２０１８年中国科协等四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
刊的意见》中指出，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
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中国科技期
刊话语权被提升到了战略高度，引起了高度关注。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提升科技期刊影响力的
策略进行探讨。王志娟等［１］从科研人员视角提出
了提升期刊影响力的建议；李自乐等［２］分析了《中
国光学》初创期持续提升影响力的办刊策略；肇
晖［３］提出通过“封面驱动”提升期刊影响力的措施；
彭芳等［４］基于中华医学会系列高影响力杂志探讨
了提升医学期刊学术影响力的有效途径；杨小梅
等［５］探讨了提升测绘遥感类精品中文科技期刊学
术影响力的举措；诸静英等［６］探讨了“域出版”对期
刊学术影响力的提升作用；吴领叶［７］认为特约专稿
和精品专刊能切实提升中文科技期刊的学术影响
力。已有研究多基于单刊或者聚焦某一学科，而关
于高影响力期刊的具体发展策略，尤其是针对地理
学高影响力精品科技期刊的探讨更是少见。

地理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一直活跃在国家重

大发展战略的宏图之中，是影响国家重大发展策略
的基础学科之一。２１世纪以来，国家提出了一系列
重大战略决策，如２０１３年提出构建“一带一路”倡
议，２０１５年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的
国家战略，２０１７年中央决定设立雄安新区，将其作
为千年大计。地理学由于具有综合性与空间分析学
科优势，为其参与国家战略性规划研究与探讨提供
了有利条件［８］。中国地理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科技期刊作为学术
传播的重要载体，也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目
前地理学中文科技期刊存在“小、弱、散”、同质化严
重等局限性，影响力较低。提高期刊学术影响力，更
好地推进地理科学理论及应用研究的传播，引领学
科发展，成为值得探讨的重要议题。

高影响力的精品期刊在学科领域内具有权威性和
代表性，多年深耕于学科的各个领域，具有稳定的作者
群、专家群、读者群，能反映学科的最高研究水平、最新
研究成果、最新发展动态，其发展策略对于其他期刊具
有重要借鉴和指导意义。鉴于此，本研究以地理学中
文科技期刊的高影响力代表性精品刊物———《地理研
究》《地理科学进展》为例，分析这两种期刊２０１４年以
来的办刊措施，探讨提升期刊影响力的策略，以期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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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中文科技期刊的发展提供参考。
１　 研究对象与数据获取

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进展》为研究对象。
《地理研究》于１９８２年创刊，月刊，由中国科学院地
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中国地理学会主办，是中国
地理科学领域的权威学术期刊；《地理科学进展》于
１９８２年创刊，月刊，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和中国地理学会主办，该刊近年来影响因子
增长较快，学术影响力迅速提高。这２种期刊均被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ＣＳＣ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ＣＳＳＣＩ）、北京大学《中
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是地理科学领域的精

品期刊，同时也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优秀学
术期刊”的称号。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地理研究》年均
可被引文献量为１９３．４篇，平均１６．１篇／期，篇均被
引频次为２１次／篇；《地理科学进展》年均可被引文
献量为１５５篇，平均１２．６篇／期，篇均被引频次为２２
次／篇。从复合影响因子的变化情况看，《地理研
究》和《地理科学进展》的影响因子均提升较快，实
力较为接近（表１）。

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和《地理研究》《地理科学
进展》的官网，通过中国知网调查两刊载文的被引
情况，数据统计日期为２０１９－１１－１０。通过《地理研
究》和《地理科学进展》官网调研其２０１４年１月至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的栏目设置、选题、编辑部动态等情
况，分析办刊措施，调查时间截至２０１９－１１－１２。

表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地理研究》和《地理科学进展》的影响因子和载文信息

期刊名称 复合影响因子 可被引文献量／篇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地理研究 ２．７９１ ３．００２ ４．１０１ ５．４１９ ５．８９９ ２０８ １９９ １８３ １９２ １８５
地理科学进展 ３．１９４ ３．３１２ ４．３８１ ５．７０１ ５．２０１ １６８ １６０ １４４ １４９ １５４

注：①数据来自《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版）；②期刊影响力的核心是品牌以及围绕品牌建立的
相对固定的作者群、读者群，本研究用复合影响因子代表期刊影响力，虽然具有一定片面性，但目前复合影响力在国内具有较高的认可度。

２　 期刊学术影响力提升举措分析
２．１　 聚焦社会热点，组织高品质专辑／专栏

专辑／专栏出版的主题集中，且涉及研究热点，
容易引起读者关注，已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期刊选
题策划和组稿的重要方式［９－１０］，可有效提高科技期
刊影响力［１１］。在这方面，《地理科学进展》业绩显
著。自２０１３年以来，《地理科学进展》利用其主办
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云集地
理各学科高端人才以及位于全国文化中心———北京
的优势，邀请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的学术“大牛”担
任执行主编，由其出面组织了多期涉及学科领域的
前沿主题、社会民生关注问题以及重大科研成果与
时事热点紧密结合的高质量专辑／专栏，在选题上形
成独特的风格。专辑／专栏的出版取得了良好的学
术反响，有效推动了刊物学术质量的提升和品牌效
应的建设。例如，组织出版了“一带一路”“老龄化
地理学研究”“大数据与智慧城市”“健康与人居环
境”“政治地理”等专题。专题论文的受关注度和被
引率均较高，其中，２０１５年第５期出版的“一带一
路”专题中刘卫东撰写的《“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
内涵与科学问题》在中国知网的被引频次高达８１６
次，该专栏稿件的总被引频次为２０１０次，下载频次

为１９０８２８次（截止到２０１９－１１－１０）。自２０１４年以
来，《地理科学进展》共组织了约２４期专栏／专辑，
这些文章在中国知网的总被引频次为５７７９次，总下
载频次高达４４６８３３次（截止到２０１９－１１－１０）。为了
更进一步说明问题，本研究统计了该刊２０１７年的专
刊／专辑与自由来稿的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结果显
示：２０１７年，《地理科学进展》一共组织专刊／专辑６
期，其中专刊／专辑文章数量为５９篇，总被引频次为
９６３次，总下载频次为６２９１１次，篇均被引频次为
１６．３次／篇，篇均下载频次为１０６６．３次／篇；自由来
稿数量为７４篇（因专刊／专辑不包括综述，故自由
来稿统计也剔除１４篇综述，综述的篇均被引频次为
２０．８６次／篇，篇均下载频次为１６１７．６次／篇），总被
引频次为６８９次，总下载频次为５４４１５次，篇均被引
频次为９．３次／篇，篇均下载频次为７３５．３次／篇。由
此可见，专刊和专辑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影响因
子的提升有重要贡献。近年来，《地理科学进展》影
响因子提升较快（表１），２０１８年其复合影响因子为
５．２０１，位列地理学期刊第３。

《地理研究》自２０１８年第８期起也将工作重点
转移到高品质专辑／专栏的出版，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１
月，已出版了１０期（国土空间规划专辑、地理学的
责任与使命专栏、流动的地理专栏、生活地理与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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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专栏、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专栏、城市研究专
栏、新时代乡村振兴研究专辑、新型城镇化新变化的
科学认知专辑、彭华教授纪念专栏、中国人地关系研
究专辑），同样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
截止到２０１９－１１－１０，在中国知网中，这１０个专辑／
专栏文章的被引频次为２０１次，下载频次高达
７５１６３次。

综上所述，出版高质量专辑／专栏是提升行业期
刊知名度和品牌的“杀手锏”。
２．２　 打造品牌栏目，形成特色

２０１５年１月，《地理研究》推出全新栏目———
“观点与争鸣”，该栏目主要围绕地理科学和资源科
学的发展趋势、重大问题和未来走向，紧扣当前热点
问题，约请地理学科不同领域的知名学者就同一个
话题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和讨论，展开争鸣，为地理
与资源学科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提供一个展示个人独
特、鲜明观点和思想的舞台，提升科研工作者对中文
学术期刊学术价值的认可［１２］。该栏目能有效拓展
研究思路，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方案或对策，同时也有利于在讨论中挖掘出新问题，
促进创新。《地理研究》的“观点与争鸣”文章一经
发布，都能掀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获得了学者的高
度认可。截至２０１９－１１－１０，２０１５年第８期的“观点
与争鸣”栏目文章《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
发展———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黄震方等）在中国
知网的被引频次高达３２０次，下载频次为２６２５３次；
《“一带一路”：中华民族复兴的地缘大战略》（杜德
斌等）在中国知网的被引频次高达２５６次，下载频
次为３２０１２次。另外，该栏目也引起了国内知名媒
体的关注与转载。如２０１６－０６－１６，新华网以“科学
研究表明：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将长期存在”为题，报
道了陆大道院士等在《地理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５期发
表的学术争鸣论文《关于“胡焕庸线能否突破”的学
术争鸣》，随后该报道被央视网、凤凰网等网站全文
转载［１２］。《地理研究》的“观点与争鸣”栏目在当下
期刊争相出版专栏／专辑背景下，独辟蹊径，成功地
走出了一条特色化发展道路，已经成为《地理研究》
的特色品牌栏目，极大地提高了刊物的学术水平和
影响力。２０１８年《地理研究》的复合影响因子为
５．８９９，位列地理学期刊第２。

《地理科学进展》的栏目设置也独具特色。
（１）设有引领行业发展方向的“特约稿件”和“名家
观点”栏目，不同于《地理研究》的“观点争鸣”栏目，

这两个栏目主要由编辑部邀请地理学相关领域的院
士、学科重要带头人就某一热点话题或者研究前沿
进行分析、思考，梳理名家观点、凝炼出新的思维和
理论框架，能对未来相关领域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起
重要指导作用。如傅伯杰院士等发表的综述文章
《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概念、方法与进
展》一经刊发就受到高度的关注，截至２０１９ － １１ －
１０，在中国知网的被引频次为２８０次，下载频次为
６８０２次。（２）自２０１８年第２期增设“地理新青年”
栏目，培养地理学研究“新星”。该栏目的作者全部
为青年学术带头人，优先选择刚刚完成基础研究项
目尤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负
责人，选题一般为领域内最新选题和最新研究进展。
编委会指定专家对遴选出的作者进行写作指导，以
保证文章的风格和质量［１３］。截至２０１９－１１－１０，该
栏目已经出版了５期，得到了青年学者的积极响应，
为传播地理学知识和培养地理科学的骨干接班人贡
献着新的力量，同时期刊也赢得了青年学者的高度
信任和关注。
２．３　 开辟综述专栏

《地理科学进展》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紧密围
绕办刊宗旨———充分反映地理科学前沿研究进展，
高度重视综述类文章，几乎每期都有由数篇综述文
章组成的专栏，如２０１９年第２期共有７篇综述文
章，这在综合性期刊中比较少见。经过调查获知，
《地理科学进展》所刊登的综述文章作者多为副教
授、教授、副研究员、研究员等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
的学者，只有少数为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作者
所属单位多为国家重点大学和科研院所。作者的学
术水平总体较高，其所撰写的综述文章品质较好。
因为综述文章是围绕既定主题，组织和综合过去的
工作，以便加速近期知识在现有知识体系中的积累
和融合，所以一篇综述文章可为混乱的最新研究结
果理清思路［１４］。这就要求作者的知识积累必须具
有足够的广度和深度，对作者的思维和条理性有较
高的要求，既能对已有的研究提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也能从海量文献中有系统、有条理地进行归纳总结，
并从更广的视角指出已有研究取得的最新进展，存
在的未解决的问题或者研究空白之处，最后还能对
今后研究方向提出前瞻性建议。综述文章的读者范
围比综述中引用的任何文章的读者范围都要广，因
此引用更高。如《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５年第２期刊
载的《全空间地理信息系统展望》（周成虎），是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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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领域研究的前沿，截至２０１９－１１－１０，其在
中国知网的被引频次为１１０次，下载频次为４３８３
次，被权威期刊《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列为封面要
目，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１２］。另外，由２．１节中
对２０１７年文章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的统计结果
（综述的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比专题／专辑、一般研
究论文都要高）可知，综述产生的影响比较大。自
２０１６年以来《地理科学进展》共发表了１１２篇综述
文章，截至２０１９－１１－１０，这些文章的总被引频次为
１０７７次，总下载频次为１１０６８１次，对提升期刊影响
因子贡献了重要力量。
２．４　 不断完善官网建设，多途径宣传推广

《地理研究》和《地理科学进展》均重视网站建
设，不断完善网站架构，使其更适应移动端的使用，
并及时更新，提升学术传播、信息交流及开放互动能
力。目前，《地理研究》和《地理科学进展》的官网不
仅有采编一体化系统，还提供论文开放获取、学术活
动宣传和科研动态报道等服务。尤其是在论文开放
获取方面，不仅提供全文ＰＤＦ免费下载，还利用语
义出版的重要表现形式———Ｒｉｃｈ ＨＴＭＬ实现内容资
源的结构化和知识关联，不仅为用户直观地呈现文
章信息、图表、参考文献和多媒体等知识内容，还便
于对内容资源进行二次开发。更为重要的是，Ｒｉｃｈ
ＨＴＭＬ可适应多版本的移动端使用需求，为信息随
时随地的传播与获取提供极大的便利。另外，《地
理研究》和《地理科学进展》均设有内容详实的英文
版主页，以推进国内科研成果的国际化传播，积极寻
求国外数据库的收录。

除了通过官网传播，《地理研究》和《地理科学
进展》通过借助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网的微信公众平
台有重点地推送期刊专栏、热点文章。不同于单刊
平台，集群式发展平台在用户关注度、消息推送、资
源整合等方面有绝对的优势。如《地理研究》微信
公众号的“观点与争鸣”栏目推文“总理问‘胡焕庸
线能否突破？’我们的思考是……”阅读量为１．８万
（截至２０１９－１１－１０），并在留言区引发热烈讨论；
《地理科学进展》微信公众号的推文“地理学是一门
脆弱的学科吗？———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事件及其
反思”，阅读量为２．３万（截至２０１９－１１－１０）。由此
可见，利用微信平台进行推广，有利于将小众的学术
研究推向大众视野，有效地扩大了传播范围。值得
指出的是，在宣传推广策划上，《地理研究》微信平
台的时效性强，文本编写独具匠心，使用贴近年轻读

者的时尚用语，图文并茂，成功激起读者深入阅读的
兴趣。
２．５　 积极关注学术会议，组织会议专栏

《地理科学进展》积极关注各种大型会议，并与
会议主办方保持密切联系，争取作为优秀会议论文
的出版期刊，如成功组织了２０１９年第９期“城市文
化感知与计算”专栏、第８届“京区地理学研究生论
坛”获奖论文专栏、２０１３年全国地貌与第四纪学术
研讨会专栏等。科技期刊参加学术会议，可在会议
期间进行期刊发展汇报、办刊方针的宣传，让外界加
深对期刊的了解，提升期刊的显示度，还可针对优秀
报告进行稿件组约，争取优质稿件。另外，会议期间
可与专家学者建立深层次的联络，便于后期开展深
入的合作，这对期刊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
３　 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随着学科体系日益完善成熟、学术交流
开放化、出版模式数字化，《地理研究》与《地理科学
进展》不断优化办刊策略，促使刊物在同领域期刊
中脱颖而出。《地理科学进展》在组织高质量热点
专栏／专辑、创建品牌栏目、开辟综述专栏等方面表
现突出，形成了高被引效应；《地理研究》成功打造
了品牌栏目———观点与争鸣，在诸多专栏／专辑中脱
颖而出，反响绝佳，在宣传推广上时效性强，且策划
独具匠心。两刊都重视官网建设和微信平台的宣传
推广，实现多模式传播，延伸知识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１）《地理研究》和《地理科学进
展》的名家约稿、组织专栏／专辑等措施能取得佳
绩，与刊物自身的品牌价值和对稿件、作者的吸纳能
力分不开，约稿的最终落实必须建立在期刊品牌基
础上，《地理研究》和《地理科学进展》为地理学期刊
领域中影响力较高的权威期刊，在学界具有较好的
品牌效应，容易吸引层次较高的作者和优质稿件，这
为约稿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２）《地理研
究》和《地理科学进展》上述措施能在学界引起极大
反响，除了与特色／品牌栏目的设置和高质量稿件的
吸引力，以及微信公众号等的宣传有关外，众多学界
知名作者的集聚也对刊物起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
更进一步提升了刊物的品牌和影响力；（３）在资料
收集过程中发现，《地理研究》和《地理科学进展》所
有的栏目规划都建立在约稿基础上，约稿的对象主
要是国内高水平大学或者科研院所的高层次作者，
以此实现期刊作者层次的优化，这也是建立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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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品牌的重要措施。
通过分析《地理科学进展》和《地理研究》的发

展策略，对同领域的其他期刊提出以下建议。
（１）依靠自由来稿组织稿件的传统模式已不可

为继，科技期刊应该根据学科热点、社会重要议题，
加强内容策划和约稿组稿，全面提升刊物在科学发
展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决策支持价值和智力支撑作
用，不仅要有自发性选题，还要有引导性选题，以引
领学术的发展。在实际操作中，须始终坚持稿件质
量第一，不断提高学术质量，树立精品意识。有些期
刊在组织专题稿件的时候，由于期刊的影响力不高，
能约请到的高质量稿件比较少，为了凑文章数量，一
些质量较低的稿件也被刊发出来。这不但没能给期
刊带来专题高被引效果，还损害了期刊的外部声誉。
对于专题、专辑稿件，要求必须更加严格，宁缺毋滥。
另外，在选题上也需要慎重对待，有些稿件蹭热度，
但选题意义一般，这样的稿件刊登出来，虽然下载量
可观，但实际被引不会太高，因此，专栏／专辑稿件的
选题必须要有创新性。

（２）组约具有高学术价值和高关注度的论文，如
名家观点和综述文章。科技期刊应深入科研一线，及
时把握前沿科技信息和学科发展动态，紧密跟踪地理
学领域内重大科研项目和高影响力作者，向其组约有
深度和高度的稿件。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
的综述论文都对期刊影响力的提升有帮助，综述论文
必须与当前研究热点相符才具备高被引可能［１５］。

（３）立足刊物优势，优化作者群体。期刊要对
作者群进行分析，深入了解刊物在作者群体方面存
在的优势以及劣势，并立足自身优势，采取相应措施
优化作者层次，甚至培育核心作者群。期刊应尽力
争取主办单位优秀科研工作者的支持，期刊主办单
位多为研究所或者高校，科研实力较强，成果较为优
质。若能得到主办单位优秀专家的支持，既能保证
稿件的质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建立稳定的作者队
伍［１６］。如《地理研究》和《地理科学进展》的作者群
体中，其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的
发文量占比较大，该所的科研实力在国内地理学界
中数一数二。另外，期刊要多关注国内高校和科研
院所的优秀中青年作者，年轻人精力充沛，科研积极
性和效率也高，成果产出多，是优质作者较佳人选。

（４）目前，地理学期刊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同质
化现象严重，刊物缺乏特色。在期刊之间激烈的竞
争背景下，要想区别于竞争对手，获得差别优势，必

须走特色化发展道路。期刊应紧密围绕办刊宗旨和
报道范围，立足社会经济需求，挖掘地域文化特色，
并在充分调研同类期刊的基础上，从选题、栏目设
置、服务方式、宣传推广手段等方面进行精心策划，
努力寻找差异化发展路径，突出办刊特色。对于一
些热点的选题，可以根据刊物优势，进行持续性报
道，形成连锁效应，而不只是“一次性”消费，随波逐
流蹭热点。如《地理科学进展》依托主办单位的“一
带一路”研究团队，在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７年连续组织两
期专辑，取得了巨大的反响，现该刊将“一带一路”
作为专栏，持续报道“一带一路”相关地理学研究，
这将不断拓展研究深度和广度，为国家决策提供地
理科学支撑。

（５）科技期刊应积极应用新技术、新媒体、新手
段，强化科技期刊数字出版和网络传播［１７］，实现内
容的多模式延伸，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
展。目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①通过官网
Ｒｉｃｈ ＨＴＭＬ实现内容资源的结构化和知识关联，以
满足多版本的移动端使用需求，方便信息传播。
②微信公众平台是科技期刊兼顾数字出版与传统出
版的便捷工具，具有“碎片化”和“浅阅读”特点，可
对文献进行二次加工，提取亮点，其形式新颖活泼，
能让原本枯燥的文献阅读变得轻松有趣，在传播过
程中有较大影响力。但单一期刊平台力量弱小、资
源短缺、人力物力有限、传播面窄，运营较为艰难。
而集群式发展平台能整合多方力量和资源，将资源和
人才进一步集约化、集群化、集团化，可最大程度地实
现优势互补。因此，可考虑集合多方力量搭建一个功
能完善的集群式发展平台，做大做强，实现共赢。
③借助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融合发展（武汉）重点实
验室发起的ＯＳＩＤ（Ｏｐ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开放科学计
划，通过上传语音、视频、数据、同行评审意见等材料，
立体化展示科研成果［１８］，使文章能读、能听、能看，推
进期刊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战略转型。

（６）积极参加或组织学术会议。科技期刊联结
并推动科技创新从生产到传播的各个环节，要积极
参与本学科领域的国内外重要学术活动，有机嵌入
科学研究的全过程［１６］。有条件的期刊还可组织学
术会议，甚至打造期刊的品牌会议。如《旅游学刊》
多次组织高级研修班、高端论坛、大型专题研讨会、
旅游研究年会等高水平学术会议，并将国际旅游研
究高级研修班、中国旅游研究年会打造成了《旅游
学刊》的品牌会议，多年连续举办，在学界具有高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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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热带地理》２０１９年依托广州地理研究所成
功举办了中国地理编辑出版年会，为广大地理工作
者和期刊编辑提供了交流的机会，取得了很好的反
响，为刊物营造了良好的外部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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