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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广东农业科学》“缩短出版周期—增加载文量—提升期刊影响”的办刊实践挫折进行反思，为科技期刊
变更期刊出版周期、合理设置载文量提供参考。【方法】选取《广东农业科学》与部分国内综合性农业科学类优秀期刊（《中
国农业科学》《干旱地区农业研究》《华北农学报》《华南农业大学学报》和《南方农业学报》）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出版周期
及载文量对期刊的影响。【结果】在稿源质量有保障的情况下，缩短刊期，适当增加载文量，对提升期刊传播力和影响力有
积极作用。【结论】当前“压缩载文量—做小分母—提高期刊影响因子”的现象非常普遍，但减少载文量不一定能提升期刊
影响力，建议将载文量重新纳入科技期刊评价体系，以抑制过度压缩载文量的不良现象，积极推动科技期刊的繁荣发展和科
研成果的及时传播；结合在线优先出版、网络首发等渠道，进一步缩短论文发表时滞，可确保学术成果的首发权与快速传播，
有效提高期刊的传播力和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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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期刊是记载、报道、传播科技信息的载体，
根据出版周期可分为季刊、双月刊、月刊、半月刊、旬
刊等。出版周期的长短直接影响科技信息传播的速
度与范围。目前，比较常见的科技期刊出版周期为
月刊和双月刊。期刊载文量是衡量科技论文产出数
量、体现科技成果产出的一个重要量化指标，在很大
程度上表征了科研发展水平，侧面反映了科技信息
交流能力、科研创新能力以及学科领域的活跃性和
前沿性［１］。随着我国科技的快速发展，科研成果产
出丰硕，相关科技信息急需传播交流，对科技期刊平
台的需求旺盛，合理调整期刊出版周期和载文量有
利于促进科研成果更快、更有效地传播，更好地为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因此，在期刊出版工作中，编
辑部需要准确把握学科领域科技发展和期刊发展情
况，因时制宜，科学调整期刊出版周期，合理设置载
文量。

在期刊的发展过程中，有成熟可借鉴的经验最
理想，但事实上，很多编辑部办刊还是摸着石头过
河。尽管已有众多围绕科技期刊出版周期和载文量
的相关研究，但出版周期和载文量对期刊的影响关
系一直备受争议［２－１０］。《广东农业科学》在求生存、
谋发展、创品牌的期刊改革发展过程中，对合理设置

出版周期和载文量存在迷茫与疑虑，办刊实践中参
考前人的研究结论摸索前行。２００８年《广东农业科
学》进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但在探索“缩短
出版周期—增加载文量—提升期刊影响”的实践过
程中遇到了挫折———２０１４年跌出了中文核心期刊
队列；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广东农业科学》经历了从月刊
变更为半月刊再变更回月刊的曲折变化。为了探明
出版周期及载文量对期刊发展的影响，同时提升编
辑的综合素养，促进期刊健康发展，本研究选取国内
综合性农业科学类优秀期刊《中国农业科学》《干旱
地区农业研究》《华北农学报》《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和《南方农业学报》与《广东农业科学》进行对比分
析。上述六刊中有双月刊、月刊和半月刊，有出版周
期变化和不变的代表，载文量有高、低、相近的不同
情况，通过分析六刊的出版周期与载文量及其对期
刊的影响，以期为科技期刊科学变更期刊出版周期、
合理设置载文量提供参考。
１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农业科学》《干旱地区
农业研究》《华北农学报》《华南农业大学学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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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农业学报》和《广东农业科学》，其中《中国农业科
学》《干旱地区农业研究》和《华北农学报》是综合性
农业科学类期刊的佼佼者，入选各版《中文核心期
刊要目总览》，在２０１７年版综合性农业科学类核心
期刊中排在前３位。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从出版周期来
看，《中国农业科学》从月刊变更为半月刊，《干旱地
区农业研究》和《华北农学报》一直是双月刊。《华
南农业大学学报》与《广东农业科学》为具有相同主
办单位的姊妹刊，前者入选各版《中文核心期刊要
目总览》，经历了从季刊变更为双月刊的发展变化；
后者进入２００８年版、２０１１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
总览》，之后经历了从月刊变更为半月刊再变更回
月刊的曲折变化。《南方农业学报》与《广东农业科
学》为具有相似办刊背景和办刊起点的兄弟刊，前
者在积极发展过程中缩短刊期，从双月刊变更为月
刊，２０１１年在众多期刊中脱颖而出，跻身《中文核心
期刊要目总览》至今，近年来期刊影响力不断提升。
１．２　 研究方法

鉴于上述六刊同属综合性农业科学类期刊，可
利用复合影响因子（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ＵＪＩＦ）
间接反映同类期刊的影响力。通过中国知网出版来
源检索（ｈｔｔｐ：／ ／ ｎａｖｉ．ｃｎｋｉ．ｎｅｔ ／ ｋｎａｖｉ）收集、整理六刊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的出版周期、载文量、ＵＪＩＦ等信息，
分析各刊出版周期、载文量对期刊的影响。为了直
观显示期刊载文量变化，均以各刊２０１７年的载文量
为基础，计算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的最大年载文量与
２０１７年载文量的变化幅度Ｃ，即

Ｃ ＝（Ｐ１ － Ｐ２）Ｐ２ × １００％ （１）
式中：Ｐ１为２０１７年期刊的载文量；Ｐ２为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的最大年载文量。数据采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软件进行
处理和统计，对载文量与ＵＪＩＦ进行相关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六刊的出版周期与载文量情况

（１）出版周期不变，载文量总体平稳。由表１
可知，《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一直是双月刊，２００７—
２０１１年的年均载文量为２９８篇，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则为
２７７篇，年载文量降幅小于９％，总体平稳。

（２）出版周期不变，载文量持续减少。２００７—
２０１７年《华北农学报》也一直是双月刊，但载文量总
体呈减少趋势，２０１７年的载文量最少，为３０８篇，较
最大年载文量４５６篇（２００８年）减少了１４８篇，降幅
达到３２．５％。

（３）出版周期缩短，载文量总体平稳。《华南
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为季刊，２０１４年起变
更为双月刊，但刊期缩短前后的年载文量变化不大
（１２１～１３８篇），载文量总体平稳（减幅约５％）。

（４）出版周期缩短，载文量波动下降。《中国
农业科学》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为月刊，２０１０年起变更为
半月刊，２０１０年的载文量最大，为６３４篇，但仅较变
更刊期前的２００９年（５７２篇）增加了６２篇，增幅为
１０．８％，之后载文量波动减少，２０１７年载文量为４４６
篇，回落至月刊时２００７年的载文量水平，与２００７—
２０１６年的最大年载文量相比，降幅近３０％。

《南方农业学报》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为双月刊，载文
量分别为１９１篇和２１５篇，２００９年起变更为月刊，
载文量迅速增加至４１０篇。进入２０１１年版《中文核
心期刊要目总览》后的２０１２年，其载文量达到最大
值，为４７０篇，之后载文量逐年平缓减少，２０１７年载
文量回落至３７３篇，减幅超过２０％。

（５）出版周期缩短，载文量急升骤降。《广东
农业科学》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间变更了两次刊期，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为月刊，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为半月刊，
２０１６年起变更回月刊。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该刊每年都
进行加页扩版，载文量连年迅猛增加，进入２００８年
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后的２００９年，载文量
更是突破１０００篇，２０１０年的载文量再创新高，达到
１５１０篇，从２００７年的５５６篇迅速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
１５１０篇，增幅高达１７１．６％。２０１１年变更为半月刊
后，当年载文量突破２０００篇，比２０１０年增加了
３２．８％；经过加页扩版、缩短刊期等手段提高载文量
后，该刊载文量逐年理性回落，至２０１４年载文量降
至１２４１篇，为年载文量峰值———２０１１年载文量的
６１．９％；未能进入２０１４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后，该刊稿源及来稿质量变化明显，２０１５年载文量
锐减至８３９篇，为２０１１年载文量的４１．８％。在主、
客观因素的影响下，该刊２０１６年起变更回月刊，当
年载文量较上年锐减了５４．７％，２０１７年载文量下降
至１１年来的最小值（３１３篇），与２０１１年载文量峰
值相比降幅高达近８５％。

从各刊载文量来看，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广东农业科
学》载文总量为１２２２３篇，是《中国农业科学》载文
总量（５９３２篇）的２． １倍，是《华北农学报》（４１７１
篇）和《南方农业学报》（４１８８篇）的２．９倍，是《干
旱地区农业研究》（３１５２篇）的３．９倍，甚至是《华南
农业大学学报》（１４１１篇）载文总量的８．７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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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六刊的出版与载文量情况
期刊名称 指标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 Ｃ ／ ％

出版周期 月刊 月刊 月刊 半月 半月 半月 半月 半月 半月 半月 半月中国农业
科学 ＵＪＩＦ － － ２．１６３ ２．２１８ ２．０１６ ２．２４１ １．７６９ ２．１７８ ２．１８８ ３．０４３ ３．０２１

载文量／篇 ４２５ ６０２ ５７２ ６３４ ５９８ ５９７ ６００ ５２０ ４８５ ４５３ ４４６ －２９．７

出版周期 双月 双月 双月 双月 双月 双月 双月 双月 双月 双月 双月干旱地区
农业研究 ＵＪＩＦ － － １．１８０ １．４６４ １．２７９ １．３６３ １．１３２ １．２８５ １．１８０ １．４２０ １．２２２

载文量／篇 ２９６ ２９８ ３０２ ３００ ２９３ ２７７ ２６９ ２８３ ２８５ ２７４ ２７５ －８．９

出版周期 双月 双月 双月 双月 双月 双月 双月 双月 双月 双月 双月华北农
学报 ＵＪＩＦ － － １．４１０ １．５２８ １．０１９ ０．８６１ ０．７７７ １．０１８ ０．９９２ １．２３３ ０．９５５

载文量／篇 ４３３ ４５６ ４４１ ４１９ ３９１ ３５３ ３５１ ３３７ ３４９ ３３３ ３０８ －３２．５

出版周期 季刊 季刊 季刊 季刊 季刊 季刊 季刊 双月 双月 双月 双月华南农业
大学学报 ＵＪＩＦ － － １．０２５ １．０１６ ０．７４０ ０．７８９ ０．８０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８ １．１１４ １．３１１

载文量／篇 １２６ １２４ １２９ １２３ １２１ １３１ １２５ １３７ １３８ １２６ １３１ －５．１

出版周期 双月 双月 月刊 月刊 月刊 月刊 月刊 月刊 月刊 月刊 月刊南方农业
学报 ＵＪＩＦ － － １．０１５ １．０００ ０．８３８ ０．７６１ ０．５５４ ０．９２５ ０．８３７ ０．９４４ １．２０３

载文量／篇 １９１ ２１５ ４１０ ３９３ ４１１ ４７０ ４５５ ４４７ ４２８ ３９５ ３７３ －２０．６

出版周期 月刊 月刊 月刊 月刊 半月 半月 半月 半月 半月 月刊 月刊广东农业
科学 ＵＪＩＦ － － ０．４８２ ０．５５７ ０．６９６ ０．５２８ ０．４８８ ０．５３７ ０．５７８ ０．６３９ ０．７３９

载文量／篇 ５５６ ８３０ １１３８ １５１０ ２００５ １８０１ １６１０ １２４１ ８３９ ３８０ ３１３ －８４．４

注：信息来源于中国知网出版来源检索（ｈｔｔｐ：／ ／ ｎａｖｉ．ｃｎｋｉ．ｎｅｔ ／ ｋｎａｖｉ）结果；“－”表示没有该数据。

２．２　 六刊的ＵＪＩＦ分析

图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六刊的ＵＪＩＦ曲线

２．２．１　 ＵＪＩＦ曲线分类
ＵＪＩＦ是指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在

统计年被复合统计源引用的总次数与该期刊在前两
年内发表的可被引文献总量之比。图１所示为基于
时间序列的期刊ＵＪＩＦ曲线，根据曲线形状与趋势
（考虑到ＵＪＩＦ数据的波动会有异常点，因此本研究
根据ＵＪＩＦ曲线的总体变化趋势进行分类），大致分
为３种类型：（１）《广东农业科学》和《中国农业科
学》属于单峰上升曲线，即起初ＵＪＩＦ趋于上升，经
过一个或多个下降阶段调整后又开始稳步升高，当
前达到（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２）《华南农业大学
学报》和《南方农业学报》属于单谷上升曲线，即起
初ＵＪＩＦ趋于下降，经过调整后开始稳步升高，当前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３）《干旱地区农业研究》和《华

北农学报》属于波动调整曲线，ＵＪＩＦ波动调整且仍
未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２．２．２　 ＵＪＩＦ比较分析

由图１可知，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中国农业科学》的
ＵＪＩＦ均最高，除２０１３年外，常年高踞２． ０以上，
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的ＵＪＩＦ更是突破了３．０，期刊影
响力遥遥领先于其他五刊，甚至该刊２０１３年的Ｕ
ＪＩＦ最低值（１．７６９）也高于其他五刊的ＵＪＩＦ最高
值。而《广东农业科学》历年的ＵＪＩＦ均最低，２０１１
年ＵＪＩＦ达到０．６９６后开始回落至２０１３年的０．４８８，
与２００９年的ＵＪＩＦ（０．４８２）基本持平，之后缓慢回
升，２０１７年达到目前最大值（０．７３９）。《中国农业科
学》与《广东农业科学》虽然历年ＵＪＩＦ差异较大，但
两刊ＵＪＩＦ曲线的发展趋势均属于单峰上升类型，
推测如果不改变目前的出版情况，两刊的ＵＪＩＦ上
升趋势仍将继续，期刊影响力也将不断提升，说明目
前两刊的出版周期、载文量处于良性促进状态。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和《华北农学报》的ＵＪＩＦ
发展曲线基本相同，均处于波动调整状态，最大值均
出现在２０１０年，分别为１．４６４和１．５２８，２０１７年两刊
的ＵＪＩＦ分别为１．２２２和０．９５５，波动下降明显，降幅
分别达到１６．５％和３７．５％。推测如果不改善目前的
出版情况，两刊的ＵＪＩＦ波动仍将继续，期刊影响力
提升受阻。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和《南方农业学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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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ＪＩＦ发展曲线也基本相同，属于单谷上升曲线类
型。《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的ＵＪＩＦ在２０１１年降至
谷值０． ７４０，之后持续上升，２０１７年达到历史高峰
１．３１１，比２０１１年增长了７７．２％。《南方农业学报》的
ＵＪＩＦ在２０１３年降至谷值０．５５４，之后持续上升，２０１７
年达到历史高峰１．２０３，比２０１３年增长了１１７．１％。推
测如果不改变目前的出版情况，两刊的ＵＪＩＦ上升趋
势仍将继续，期刊影响力也将不断提升。

此外，从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各刊的ＵＪＩＦ变化曲线
还发现，《华北农学报》《华南农业大学学报》和《南
方农业学报》三刊历年ＵＪＩＦ竞争激烈。
２．３　 出版周期对期刊的影响

刊期变更对期刊的影响可通过次年后的ＵＪＩＦ
来反映。《华北农学报》和《干旱地区农业研究》的
出版周期没有变化，在此不对其进行分析。从表２
可见，《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１０年起由月刊变更为半
月刊，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月刊）的ＵＪＩＦ 均值为
２．１９０，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半月刊）的ＵＪＩＦ均值为
２．３５１；《华南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起由季刊变更
为双月刊，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季刊）的ＵＪＩＦ均值为
０．８９６，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双月刊）的ＵＪＩＦ均值为

１．１４４；《广东农业科学》２０１１年起由月刊变更为半
月刊，２０１６年起变更回月刊，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月
刊）的ＵＪＩＦ均值为０． ５７８，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半月
刊）的ＵＪＩＦ均值为０．５５４，２０１７年（月刊）的ＵＪＩＦ
上升为０．７３９，达到历史新高。从《中国农业科学》
和《华南农业大学学报》出版周期变更前后的Ｕ
ＪＩＦ均值变化可见，若年载文量变化不大，缩短刊
期可提升期刊影响力；而《广东农业科学》前期在
缩短刊期的同时，大幅增加载文量，期刊ＵＪＩＦ均
值表现为不升反降，２０１６年起变更回月刊，多举措
提升期刊质量，使得２０１７年的ＵＪＩＦ（０．７３９）大幅
上升，较半月刊时期ＵＪＩＦ均值（０．５５４）提升了
３３．４％，期刊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回升。《南方农
业学报》２００９年起由双月刊变更为月刊，２００９年
（双月刊）的ＵＪＩＦ值为１． ０１５（单个值），２０１０—
２０１７年（月刊）的ＵＪＩＦ均值为０．８８３，由于缺乏该
刊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双月刊）的ＵＪＩＦ值，因此无法
比较其出版周期变更前后的ＵＪＩＦ均值，但根据
图１的ＵＪＩＦ曲线趋势推断，其ＵＪＩＦ呈持续上升
趋势，反映《南方农业学报》发展态势良好，期刊影
响力不断提升。

表２　 各刊出版周期变更前后的ＵＪＩＦ均值比较

期刊名称 出版周期变更年份 出版周期变更情况 ＵＪＩＦ均值
出版周期变更前 出版周期变更后 变化幅度／ ％

中国农业科学 ２０１０ 月刊→半月刊 ２．１９０ ２．３５１ ７．３５２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２０１４ 季刊→双月刊 ０．８９６ １．１４４ ２７．６７９
南方农业学报 ２００９ 双月刊→月刊 １．０１５ ０．８８３ －１３．００５

广东农业科学 ２０１１ 月刊→半月刊 ０．５７８ ０．５５４ －４．１５２
２０１６ 半月刊→月刊 ０．５５４ ０．７３９ ３３．３９４

注：出版周期变更前后的ＵＪＩＦ均值根据表１整理所得。

２．４　 载文量对期刊的影响
载文量对期刊的影响可通过统计年前两年的载

文量对ＵＪＩＦ的影响来反映。从表３可以看出，《中
国农业科学》《南方农业学报》和《广东农业科学》三
刊ＵＪＩＦ统计年前两年的载文量与ＵＪＩＦ存在负相
关关系；而且《中国农业科学》的相关系数绝对值
｜ ｒ ｜ ＞０．７５，推定该刊载文量与ＵＪＩＦ之间具有很强的
线性相关关系。而《干旱地区农业研究》《华北农学
报》和《华南农业大学学报》三刊的载文量与ＵＪＩＦ
存在正相关关系。

结合前文分析结果，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农业
科学》《南方农业学报》和《广东农业科学》三刊的出

版周期、载文量均较恰当，期刊发展处于良性状态，
在一段时期内保持当前的出版状态将有利于期刊影
响力的稳步提升；《干旱地区农业研究》和《华北农
学报》一直是双月刊，较长的出版周期已不利于科
研成果的及时传播和被引，可考虑缩短刊期为月刊，
并在稿源质量有保障的情况下适当增加载文量，可
望使其ＵＪＩＦ停止波动，期刊影响力逐渐回升；《华
南农业大学学报》虽然近年已缩短刊期为双月刊，
但载文量总体偏少，期刊有效信息密度偏低，同样不
利于科研成果的及时传播和被引，因此，在稿源质量
有保障的情况下，增加载文量，应该能收到提升期刊
传播力和影响力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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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各刊载文量与ＵＪＩＦ的相关分析
期刊名称 指标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 ｒ

中国农业科学
ＵＪＩＦ ２．１６３ ２．２１８ ２．０１６ ２．２４１ １．７６９ ２．１７８ ２．１８８ ３．０４３ ３．０２１

ＵＪＩＦ统计年前
两年的载文量／篇 １０２７ １１７４ １２０６ １２３２ １１９５ １１９７ １１２０ １００５ ９３８

－０．７９２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ＵＪＩＦ １．１８０ １．４６４ １．２７９ １．３６３ １．１３２ １．２８５ １．１８０ １．４２０ １．２２２

ＵＪＩＦ统计年前
两年的载文量／篇 ５９４ ６００ ６０２ ５９３ ５７０ ５４６ ５５２ ５６８ ５５９

０．３５３

华北农学报
ＵＪＩＦ １．４１０ １．５２８ １．０１９ ０．８６１ ０．７７７ １．０１８ ０．９９２ １．２３３ ０．９５５

ＵＪＩＦ统计年前
两年的载文量／篇 ８８９ ８９７ ８６０ ８１０ ７４４ ７０４ ６８８ ６８６ ６８２

０．５４１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ＵＪＩＦ １．０２５ １．０１６ ０．７４０ ０．７８９ ０．８０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８ １．１１４ １．３１１

ＵＪＩＦ统计年前
两年的载文量／篇 ２５０ ２５３ ２５２ ２４４ ２５２ ２５６ ２６２ ２７５ ２６４

０．６７７

南方农业学报
ＵＪＩＦ １．０１５ １．０００ ０．８３８ ０．７６１ ０．５５４ ０．９２５ ０．８３７ ０．９４４ １．２０３

ＵＪＩＦ统计年前
两年的载文量／篇 ４０６ ６２５ ８０３ ８０４ ８８１ ９２５ ９０２ ８７５ ８２３

－０．３５１

广东农业科学
ＵＪＩＦ ０．４８２ ０．５５７ ０．６９６ ０．５２８ ０．４８８ ０．５３７ ０．５７８ ０．６３９ ０．７３９

ＵＪＩＦ统计年前
两年的载文量／篇 １３８６ １９６８ ２６４８ ３５１５ ３８０６ ３４１１ ２８５１ ２０８０ １２１９ －０．４４８

注：ＵＪＩＦ统计年前两年的载文量根据表１整理所得。

３　 讨论与建议
３．１　 缩短出版周期对期刊影响力的影响

科技论文大多有较强的时效性，发表越快，价值
越大。过长的出版周期会影响作者科学发现或技术
发明优先权带来的效益。因此，缩短期刊的出版周
期，能进一步吸引优秀稿件，提高论文传播速度，加
快信息技术交流，能有效提高期刊传播力和学术影
响力。本研究中，《中国农业科学》和《广东农业科
学》出版周期同样曾从月刊缩短为半月刊，但作为
综合性农业科学类优秀期刊龙头的《中国农业科
学》，缩短出版周期的目的是加快刊发并吸引更多
的优秀稿件，促进论文的传播与利用，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提升了期刊的ＵＪＩＦ及期刊影响力；而《广东农
业科学》在缩短刊期的同时大幅增加载文量，缩短
刊期后的ＵＪＩＦ均值不升反降，这与其当时盲目增
加载文量而载文未被有效引用有关。载文总体质量
严重下降导致影响因子出现更大程度的降低，这对
期刊的发展是致命的负面影响［４］。刘雪立等［４］认
为，在稿源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适当缩短期刊的出
版周期，但月刊到半月刊的过渡必须非常慎重，条件
不具备的情况下不宜盲目改为半月刊。《广东农业
科学》当时作为中文核心期刊，稿源充足，优质稿件
增加，应该是有条件缩短刊期的，但不应急于大幅增
加载文量，理应优中选优，采稿应“固本培元”；而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在缩短出版周期的同时保持

载文量总体平稳，其刊期变更前后ＵＪＩＦ均值提高
了２７．７％，期刊影响力稳步提升。
３．２　 减少载文量对期刊影响力的影响

近年来，一些科技期刊有“压缩载文量—做小
分母—提高期刊影响因子”的倾向［１，１１］，但减少载文
量就能有效提高期刊影响因子？本研究对六刊Ｕ
ＪＩＦ与载文量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科
学》《南方农业学报》和《广东农业科学》的ＵＪＩＦ与
载文量呈负相关，《干旱地区农业研究》《华北农学
报》和《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的ＵＪＩＦ与载文量呈正
相关，可见，载文量对影响因子具有双向作用。许力
琴等［１１］针对中文科技期刊载文量“瘦身”现象进行
调查分析，发现不同期刊载文量“瘦身”的原因有多
种，但大多数“瘦身”未达到“健体”的目的，也就是
说减少载文量不一定能提升期刊影响力［１，９，１１］。

事实上，目前期刊普遍存在减少载文量的现象
（包括本研究的６种样本期刊），这与当前期刊质量
评价体系有关。从２００４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
总览》开始，载文量指标被剔除出期刊质量评价体
系，使得部分期刊出现“压缩载文量—做小分母—
提高期刊影响因子”的趋势。但科技期刊作为科研
信息传播的载体，载文量决定了信息量的大小，出版
周期长、载文量过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相关学科的
科研信息交流，拖慢科技发展速度和发展程度［１１］。
因此，期刊编辑部不应该为了提升影响因子而盲目
压缩载文量，忽视了期刊传播科技信息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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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文量是反映期刊信息密度的指标之一，建议重新
将载文量纳入科技期刊评价体系中，并赋予一个合
适的权重，以抑制过度压缩载文量的不良现象，促使
期刊编辑部树立科学发展出版观，积极推动科技期
刊的繁荣发展和科研成果的及时传播。
３．３　 优化期刊出版周期和理性设置载文量的建议

科技期刊在传播科技信息，促进学科发展和
科技创新、新成果推广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探
索符合客观规律和时代要求的期刊出版周期和设
置合理的载文量，是期刊编辑部的一项紧迫任务。
陈理斌等［１２］对全球学术期刊总体状况进行分析，
指出月刊是一种比较合适的出版周期，但在能保
证稿源数量、编辑质量和审稿质量等的情况下，可
考虑缩短出版周期。然而，２０１７年版《中文核心期
刊要目总览》［１３］显示，３２种综合性农业科学类核
心期刊中有双月刊１８种、季刊２种，二者占比为
６２．５％，而且总体载文量偏少。随着近年来国家加
大对各学科研究的资助力度，科技论文的产出量
也日益增长。显然双月刊、季刊的出版周期是无
法满足日新月异的科技成果及时传播的需求。这
就需要期刊特别是具有稳固根基的“老牌”核心期
刊顺应科技发展要求，缩短刊期以月刊为主，理性
增加载文量。

当然，在缩短刊期前，须明确期刊所在学科的发
展趋势，以及期刊在全国同类期刊竞争中所处的位
置，慎重实施，不宜跟风；在缩短刊期后，须进一步加
强出版过程的质量管理［１４］。期刊增加载文量也要
根据稿源情况，分析学科发展前景，并结合编辑部的
人力、财力和物力等状况，在有利于提高刊物核心竞
争力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在保证论文质量和编辑质
量的前提下，缩短刊期、适当增加载文量，突出期刊
特色，才是提高期刊影响力、保证期刊健康发展的重
要举措［１１］。此外，在当前“互联网＋”时代，媒体融
合背景下，“内容为王”还是“渠道为王”，成为期刊
研究者的争论焦点。笔者认为，内容和渠道同样重
要，高效的互联网平台只有结合优质的内容产品才具
备强竞争力。在科学缩短出版周期、理性设置载文量
的同时，结合在线优先出版、网络首发等渠道，能进一
步缩短论文发表时滞，确保学术成果的首发权与快速
传播，有效提高期刊的传播力和学术影响力。
４　 结语

本研究基于对《广东农业科学》“缩短出版周

期—增加载文量—提升期刊影响”办刊实践挫折的
反思，与部分国内综合性农业科学类优秀期刊（《中
国农业科学》《干旱地区农业研究》《华北农学报》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和《南方农业学报》）进行比较
分析，实证分析了出版周期及载文量对期刊的影响。
缩短刊期、增加载文量，与期刊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提
升并非必然关系。笔者认为，只有在稿源质量有保
障的情况下，上述情况才成立。此法优秀之刊可取，
根基未稳的小刊慎用。此外，减少载文量也不一定
能提升期刊影响力。目前“压缩载文量—做小分
母—提高期刊影响因子”现象还是挺常见的，但对
于良心办刊人，为了期刊的健康良性发展，此法不宜
取、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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