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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中、外农学期刊对比分析

                    程维红‘，任胜利2，刘 旭3

      (1.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作物学报》编辑部，100081北京;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杂志社，北京 100083; 3.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对比分析了《作物学报》、(中国农业科学》、Theor仰pl Genet, Plant Physiology和Crop Science等5种

中、外农学期刊的基本出版情况、编委会、出版时滞、引文情况、作者及机构合作情况和网络化情况等。结果显

示:(1)卷数、期数、页数和栏目设里等4个限制因素中外刊只有2个，而中文期刊均有3个;(2)《作物学

报》审稿周期长于2外刊，2中刊的出版周期并不比2种国外同行期刊长; (3)中文期刊的篇均引文数和参考文献

中期刊自引率均远低于外刊; (4)中、外刊在引文习惯上有所不同，国外学者较注重对研究课题历史丈献的检索

和阅读; (5) “作者国家数”和 “国际合作论文比”中、外刊差异很大，外刊远大于中刊，充分显示了2中刊与3

外刊在国际化程度存在很大差距; (6) 2中刊在网络化方面做的较好，但与国外期刊相比还存在差距。基于上述结

果，提出了2中刊相应的编挥出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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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has analyzed Two Chinese leading agronomic periodicals扭cta Agronomica Sinica and Scientia Agricul-

tura Sinica) and three foreign agronomic periodicals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 Plant Physiology and Crop Science)

in the aspects of basic publishing situation, members of editorial board, average paper publishing delay, citation data, country

and organization origin of authors, and utility of network etc.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Among four restricting factors

(the number of volumes, the number of issues, the number of pages and column set-ups), two Chinese journals have three of

them, but three foreign journals only have two of them. (2) The average period of peer review of Acta Agronomica Sinica is

longer than those of two foreign journals, while the average paper publishing delay of two Chinese journals are not longer

than those of two foreign journals. (3) The number of references and journal self-citation rate of two Chinese journals are

much lower than those of three foreign journals. (4) Citation habits are different between Chinese journals and foreign jour-

nals, i.e. foreign scholars always pay more attention to read and cite historical literatures on their research field. (5) The num-

her of country origin of authors and organizations are greatly different between two Chinese journals and three foreign jour-

nals. Two Chinese journals are much lower than those of three foreign journals, and this may indicate that two Chinese jour-

nals have very low leve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w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6) Two Chinese journals do better on the util-

ity of network than other Chinese S&T journals. However, they also have more to learn from three foreign journals. Based on

these results, we proposed some editorial and publishing strategies for the two analyzed Chinese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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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期刊的国际化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并有

较多的文献报道[lfi]，但对我国农学期刊与国外农学期

刊的深人对比分析尚未见报道。据张玉华等报道，从

科技期刊指标的国家排位、学科排位及SCI收录我国

期刊状况看，我国科技期刊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已

处于世界中等水平rna 2003年SCI收录我国 (大陆)

科技期刊76种，但其中没有一种农学类期刊。农学

与生物学 (如植物学)、地学等均具较强的地域特色，

但我国的植物学、地学具有相对高的国际化程度和国

际显示度((76种期刊中有植物学期刊2种、地学期刊

6种)，说明我国农学期刊的国际显示度相对低。因
此，有必要将我国农学期刊与国际主流农学期刊进行

对比研究，以开拓眼界和办刊思路。

    我国800余种农学期刊中只有 《作物学报》和
《中国农业科学》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学术期

刊专项基金”的资助，是连续3次获得此项资助的

15种期刊之中的2种。两刊是我国农学期刊中的佼

佼者，肩负着把我国农业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向国内

外科学界展示的重任。本文选取这2份期刊和3份国

外具代表性的农学期刊，并对它们的基本出版情况、

编委会、出版时滞、参考文献、作者及网络化等方面

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结论。

科原始学术论文和研究简报[g10

    《中国农业科学》 (ISSN: 0578-1752)是中国农

业科学院的院刊，源于1950年创办的 《农业科学通

讯》，1960年更名为 《中国农业科学》。主要刊登我

国农牧业科学在应用基础和高新技术研究方面的学术

论文和综合评述等网0

    Crop Science (ISSN: 0011-183X)是美国作物学
会的会刊，创刊于1960年。主要刊登作物遗传育种、

细胞生物学、作物生理、作物生态、农产品加工、种

子生理、生物技术、植物种质资源等方面的原始研究

论文[[1010

    TAG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ISSN:

0040-5752)源于1929年的德国遗传育种刊物Der

Zii chter(意为 “育种者”)，1968年改为现名并成为

一本国际性的植物遗传研究刊物，主要刊登植物遗传

育种、细胞遗传和生物技术领域原始研究论文，用英

文出版，编辑部设在德国[[11]0

    Plant Physiology (ISSN: 0032-0889)是美国植物学

家协会 (American Society of Plant Biologists)的会
刊，创刊于1926年，是一份以植物生理、生化、细

胞和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生物物理学和环境生物学

为主题的国际性期刊[[12]0

1 研究对象

    选取国内具代表性的农学期刊 《作物学报》和

《中国农业科学》，国外具代表性的农学期刊Theor

内ppl Genet, Plant Physiology和Crop Science作为研
究对象。

    《作物学报》 (ISSN: 0496-3490)是中国作物学
会的会刊，源于1950年创办的 《中国农业研究》，

1952年更名为《农业学报》，1962年改名为 《作物学

报》。主要刊载农作物遗传育种、作物栽培、生理、

生化、生态、种质资源、谷物化学、贮藏加工、农业

气象以及与作物生产有关的生物技术、生物数学等学

2

2.1

表 1

期)

出版情况对比

  基本出版情况

所选取的5份期刊在2003年的基本出版情况见

。其中的《作物学报》各期的页数固定 (160页/

    《中国农业科学》各期的页码变化于115至

194页，Crop Science各期的页码变化于303至479

，Theor App] Genet各期的页码变化于179至203
，Plant Physiology各期的页码变化于379至671

页

页

页

    由表1可见: (1) 3份外刊2003年出版的总页

数均多于中刊，期均页数和篇均页数也均大于2份中

表 1  2003年5刊基本出版情况对比

刊名 创刊年 期/年 载文量 期均文章 总页数 期均页数 篇均页数 开放存取(OA)情况 2003年」CR指标

总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 即年指标

作物学报

中国农业科学

Crop Science

TheorAppl Genet

Plant Physiology

1950    6

1950    12

196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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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包括品种资源介绍;b)指带收稿日期和接受日期的文章。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文献研究与加工 第18卷

刊; (2)从2003年3份外刊的JCR指标看，总被 Editor) 1人 (来自德国)，编委24人。26人中，7

引频次、影响因子和即年指标3项指标最大的都是 人来自德国，4人来自美国，来自法国、瑞士和英国

Plant Physiology，其次是Theor App] Genet，最小的 的各有2人，来自澳大利亚、中国、丹麦、芬兰、印
是。op Science(由于2份中刊未被SCI收录，无 度、以色列、日本、瑞典和菲律宾的各有1人。编委
JCR数据。);  (3) 3份外刊年载文量与3项指标呈 共来自14个国家，在5刊编委会中国际化程度最高。

正相关;(4) 3份外刊创刊时间与3项被引证指标 Plant Physiology编委会共72人，其中主编((Ed-
呈正相关。 itor-in-Chief) 1人 (来自美国)，副主编 (Associate

2.2 栏目设置 Editors) 10人 (除1人来自法国和1人来自德国外，

    《作物学报》只设 “研究论文”和“研究简报”其余均来自美国)，Feature Editor 2人，Monitoring
两个栏目。 Editor 59人。72人中，42人来自美国(占邪%)，7

    《中国农业科学》每期都设6个固定的专业栏目 人来自德国，4人来自澳大利亚，来自加拿大、日本

和研究简报。 和法国各有3人，荷兰和英国各有2人，阿根廷、希

    Crop Science每期1316个栏目不等，共涉及24 腊、比利时、意大利和墨西哥各有1人。共来自13
个栏目(其中有7个常设栏目)。 个国家。

    Theor Appl Genet未设栏目。

    Plant Physiology每期1223个栏目不等，共涉及 3 出版时滞对比分析

30个栏目(其中有8个常设栏目，标注收稿日期和 《中国农业科学》和。op Science只标注有收稿
接受日期文章的栏目有20个)。 日期 (Received),《作物学报》标注有收稿日期和

2.3编委会 接受日期 (Accepted), Theor Appl Genet标注有收稿
    《作物学报》编委会有顾问11人、主编1人、副 日期、接受日期和在线出版日期 (Published online),

主编8人、编委57人(其中包括正、副主编)，共68  Plant Physiology标注有收稿日期、修订日期 (Re-

人。其中有3位美籍华人。 turned for revision)和接受日期。5种期刊的平均审

    《中国农业科学》编委会有顾问11人，主任委员 稿周期 (从收稿到接受所用时间)和印刷版出版周期

1人，副主任委员3人，委员73人，共88人。其 见表20

中，6人来自美国，1人来自英国，2人来自IRRI

(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3人来自CGIAR(国际

农业研究磋商小组)。设主编1人，副主编5人。

    Crop Science编委会共78人，设主编 (Edi-

tor-in-Chief) 1人，编辑 (Editor) 1人，技术编辑
(Technical Editor) 19人，副编辑 (Associate Editors)

53人，责任编辑 (Managing Editor) 1人、助理编辑
(Assistant Editor) 1人、出版主管 (Director of Publi-

cations) 1人和执行副总裁 (Executive Vice Presi-

dent) 1人。将技术编辑和副编辑细分为8个不同的

学科领域，作者将不同的学科的文章投给相应学科的

技术编辑。技术编辑中除1人来自加拿大、1人来自

菲律宾外，其余均来自美国。另外，美国作物学会的

作物品种登记委员会 (Crop Registration Committee of

the Crop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负责审阅该刊品
种和种质资源介绍类文章，作者需将此类文章按不同

作物分别投向该委员会的18位委员。

    Theor App] Genet编委会共26人，有主编 (Edi-
tor-in-Chief) 1人 (来自德国)，责任编辑 (Managing

表2  5刊2003年平均出版周期 (月)

刊名 平均审稿周期 平均出版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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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学报

中国农业科学

Crop Science

Theor Appl Genet

Plant Physiology

15.77，大多为10.14个月 (占68%)

12.78，大多为8̂ 12个月 (占47%)

13.50，大多为10̂ 15个月 (占75%)

12.37，大多为9-13个月 (占66%)

5.86，大多为4-8个月 (占94.30%)

4 参考文献及作者来源的分布

4.1 引文情况对比

    2003年5份期刊参考文献统计结果见表3。由表

3可见，《作物学报》和 《中国农业科学》的篇均引

文数为 14.67和 14.10，虽大于CJCR统计的我国

1 576种期刊的平均数 (8.81) [33，但远小于3种国
外期刊。2中刊的期刊自引率也远低于3外刊:
    期刊具有内容新颖、信息量大、传递速度快等特

点。3份外刊中出版周期最短的Plant Physiology引文
中期刊所占比例最大((90.6%)，出版周期最长的C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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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5刊2003年引文情况对比

刊名 A引文数 篇均引文数

(平均引文率)

文献类型

期刊 其他

作物学报

中国农业科学

Crop Science

Theor App] Genet

Plant Physiology

2582 2121 (82.1%)

4048

14石7

14.10

8532         31.03

3356 (82.

6453 (75.

9%)

6%)

13793         40.45

15764         27.18

11989 (86.8%)

14286 (90.6%)

461 (17.9%)

692 (17.1%)

2079 (24.4%)

1804 (13.2%)

1478 (9.4%)

                  自引

参考文献中的自引数(率)

            177(6.9%)

            129 (3.2%)

          1405 (16.501.)

          2424 (17.6%)

          4081 (25.9%)

  期刊自引率

11.4% (CJCR)

7.8% (CJCR)

16.3% (JCR)

20.9% (JCR)

11.6% (JCR)

Science引文中期刊所占比例最小(75.6%).

    5份期刊的引文高峰均出现在1990-1999年间，

所占比例也基本相等，在50%左右 (表4) 0 2000年

以后的引文量与发文时滞 (出版周期)有关，出版周

期最短的Plant Physiology (5.86个月)2000年以后

引文量为36.3%;出版周期居中的Theor Appl Genet

(12.37个月)和 《中国农业科学》 (12.78个月)为

22.1%和22.3%;出版周期最长的Crop Science

(13.50个月)和 《作物学报》 (15.77个月)为

14.3%和15.5%0

4.2 作者及机构合作情况对比

    2003年5份期刊的作者来源及作者机构分布情

况见表5。由表5可见，中、外期刊的 “作者国家

数”和 “国际合作论文比”差异很大，外刊远远大于

中刊，并且 “国际合作论文比”与 “篇均机构数”正

相关。Theor Appl Genet的编委会国际化程度最高，
其 “作者国家数” (作者来自56个国家)和 “国际

合作论文比” (39%)两项指标也是5刊中最高的。

    通过研究3份外刊机构数的国家分布情况显示，

中国在Theor Appl Genet中排在第5位，在Crop Sci-

en“中排第7位，在Plant Physiology中排第13位。
3份外刊中共有中国机构89个，前5位分别是中国

科学院、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

大学和清华大学。

5 五刊网络化情况对比

    (1)《作物学报》2004年建成自己独立网站

(http://www.chinacrops.org/)，有自己的服务器和全文
数据库。现刊 (指当年刊)提供中、英文摘要和免费

全文PDF(可移植文档格式文件)，即实现了开放存

取(Open Access, OA)，网上全文PDF比印刷版本提
前1个月，无全文HTML(超文本链接标示语言)。

过刊有1990-2005年免费全文PDF。有在线投稿、
在线审稿、作者在线查询、远程编辑和在线订阅功

能。此外，还在6个全文数据库收费上网。

    (2)《中国农业科学》建有自己独立网站 (http:

表4 5刊引文年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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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hinaagrisci.com/ )。现刊有中、英文摘要和免
费全文PDF，实现了开放存取。过刊有1960-1990

年和2005年免费全文PDF。有在线投稿、在线审稿、

作者在线查询、远程编辑和在线订阅功能。此外，还

在数个全文数据库收费上网。

    (3)Crop Science建有自己独立网站，有独立域名

(http://crop.scijournals.org/ )。有现刊的摘要，出版后
一年半以内的全文HTML和PDF须注册交费后才能

看到，为非开放存取期刊。有2000-2004年的摘要、

免费全文HTML和PDF，有1998年、1999年的摘

要和免费全文PDF。有在线投稿、作者在线查稿和在

线订阅功能。

    (4)TheorAppl Genet无独立网站，在Springerlink

期刊群 (http://www. springerlink.com/)中有独立网
页。有摘要，现刊有免费全文HTML和PDF，为开

放存取期刊。在Issue列表中有一行Online first，在

收到最终修改稿后1周即在网上出版 (Published on-

line) , 2003年在线出版周期为8.77个月，比印刷版

出版周期12.37个月提早3.6个月。有在线投稿功能。

过刊从1929-1996年有收费全文PDF, 1997年至今

有免费全文PDF, 2002年至今有免费全文HTMLo

    (5)Plant Physiology建有自己独立网站 (http:

//www.plantphysiol.org/)。现刊有免费摘要、收费全
文HTML和PDF，出版后1年有免费的全文HTML

和PDF，为非开放存取期刊。有即将出版的2期的目

录(View Future Titles)。过刊有1998-2004年摘要、
免费的全文HTML和PDF, 1993-1997年的免费全

文PDF。有在线投稿、作者在线查询和订阅功能。

    Plant Physiology的网站还特设有eTOCs和Cite-

Track Alerts功能。eTOCs功能:为任何人提供email

告知服务，即任何人可将其email地址在Plant Physi-

ology的网站上注册，可以在以下3种服务中选择任

何一种或全选:(1)通知最新Plant Physiology的网

络版出版;(2)提供最新几期Plant Physiology的全
部目录表;(3)提供美国植物学家协会 (American

Society of Plant Biologists)的公告。CiteTrack Alerts
功能:如果在Plant Physiology网络版上新发表的文

章正好符合你的查询条件 (search criteria)，或Plant

Physiology网络版上新发表的某篇文章被指定的某些
期刊引用，将提供免费的email告知服务。

6 讨论与小结

    (1)所分析的3份外刊的卷数和期数固定，但页

数和栏目设置均没有限制;而 《作物学报》在卷数、

期数和页数方面固定，《中国农业科学》在卷数、期

数和栏目设置方面固定。即在4个限制因素中，3份

外刊只有2个，而2份中刊均有3个。这可能是2份

中文期刊出版周期相对较长的原因之一。因此，2份

中文期刊应采取不受或少受页数限制，根据稿源多少

调节每期页数，并灵活设置栏目的出版策略，以缩短

出版周期。

    (2)两份中文期刊的编委会国际化程度远低于外

刊，作者来源的国家数和国际合作论文比也远低于外

刊。因此，如何提高编委会的国际化程度，并进而吸

引到世界各地的稿源也是2份中文期刊今后在提高国

际化方面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3)《作物学报》审稿周期长于2外刊，这与审

稿手段落后有一定关系， 《作物学报》编辑部2004

年启用了在线审稿系统，今后有望缩短审稿周期。

《中国农业科学》和Crop Science未标注接受日期
(Accepted)，无法统计其审稿周期。其实，标注接受
日期的目的不仅是告知读者文章何时被接受，还显示

接受的稿件是经过同行评议的，期刊学术质量是用同

行评议的方法来保证的，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因

此，《中国农业科学》和Crop Science未标注接受日
期是一个缺憾。

    (4)两份中刊的篇均引文数 (平均引文率)成倍

低于3份外刊，这一方面表明中、外期刊在论文质量

上存在差距，另一方面表明我国农业科技工作者在利

用情报信息的习惯和能力方面与国外同行相比存在不

同和差距，这种差别同时也表现在别的学科之中，闹。

从引文年代分布数据也可以看出，中、外刊在引文习

惯上有所不同，国外学者较注重对研究课题历史文献

的检索和阅读，注意引用首次提出学术31点、方法、
数据的原始文献问，而中刊则较注重对近年文献的引

用，如 ((作物学报》的征稿简则曾经强调过 “引用近

期的文献”，《中国农业科学》现在的征稿简则强调

“特别要吸收国内外最近3年文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2份中刊对参考文献的

要求应强调 “引用所有相关文献”，而不附加任何限

制条件，对参考文献数量少的文章应请作者添加，以

提高参考文献量和篇均引文数。

    (5)网络化技术日新月异，办刊者应随时注意国

外同行期刊在运用网络化技术方面的新动向，不断丰

富和提高网络知识和技能，充分利用网络来宣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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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制度，发布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加强对土壤质

量、灌溉水质、空气质量等农业生态环境的监测、治

理和保护，创造优质安全农产品生产的条件;强化农

产品生产源头管理，规范农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

加剂等农业投人品的使用行为，尤其要加强对农药、

兽药安全使用管理及技术指导，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

水平和竞争力。对此，信息服务大有可为。

    随着我省 “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战略的提出，海

洋中的鱼、虾、蟹、贝、藻等生物资源特别是名特优

生物种类如石斑鱼类、对虾、鲍鱼、珍珠贝等的开发

正在推进;同时，在海洋渔业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

如种质资源退化、海洋养殖自身污染、海洋污染等问

题，所以信息系统应围绕海洋利用、海洋开发、海洋

保护提供服务，从而使海洋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另

外，随着农产品区域布局的调整优化，园艺产业、精

细农业、设施农业、冬季开发性农业等特色效益农业

的发展，要在我省形成一批区域性的各具特色的农产

品产业带，就必须发展信息服务，提高区域化、专业

化、集约化水平，提高农产品的优质率，扩大优势农

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提高农业比较效益。

3.4 加快培养信息农业发展所需的人才队伍

    要实现农业信息化，人才是关键因素。农业信息

化建设，需要一支能够规范地完成信息采集、传输、

处理和应用服务的队伍。需要一批既懂现代信息技术

和现代农业技术，又善于经营现代信息产业的高级专

业人才。信息农业发展所需的人才，一方面，需要引

进培养农业信息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可

以通过培训、讲座、授课等形式对用户进行农业信息

化的普及教育，提高其获取、应用农业信息的能力。

此外，要从农业信息化的长远目标出发，采取措施，

逐步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提高广大农民获取和

应用网络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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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刊。2份中刊由于得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学术期刊专项基金”的资助，在网络化方面走在了大

多数国内期刊的前面，但与国外期刊相比还存在差

距。2中刊均无HTML格式全文。Theor Appl Genet
标注有在线出版周期，2003年在线出版周期为8.77

个月，比印刷版出版周期12.37个月提早3.6个月，

而 《作物学报》的在线出版只比印刷版提前1个月。

2中刊均无类似Plant Physiology有即将出版的2期的
目录、eTOCs和CiteTrack Alerts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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