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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的统计数据 ,以《中国农学通报》和《安徽农业科学》杂志为例 ,质疑“扩版 =质量下降”的推
断 ,以期为农业期刊的良性发展提供科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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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科技事业的蓬勃发展 ,科技论文的产出量逐年增
加。在科技期刊数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扩版成为期刊出版单
位最主要的应对策略。扩版包括增加页码、缩短刊期和扩大开
本 3种方式 [ 1 ] 。很多人都认为“扩版 =质量下降”,笔者认为这
只是臆断。目前很多刊物都是在扩版的同时其他各项指标也同
步上升了 ,如农业类的《中国农学通报 》、《江西农业学报 》以及
《安徽农业科学》等期刊近几年都不同程度扩版 ,但是这些刊物
的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即年指标、W eb即年下载率等指标也
同步大幅提高 [ 2 - 5 ] 。该研究基于《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
告》[ 6 - 12 ]的统计数据 ,以《中国农学通报 》和《安徽农业科学 》杂
志为例 ,质疑“扩版 =质量下降”的臆断。
1　载文量变化趋势

2001～2007年《中国农学通报》、《安徽农业科学》以及文献
[ 13 ]统计的我国 92种综合类农业科学学术期刊载文量平均值
(以下简称全国平均值 )的变化趋势如图 1所示。

图 1　2001～2007年《中国农学通报》、《安徽农业科学》以及全国
载文量平均值

　　《中国农学通报》和《安徽农业科学》2个刊物近几年都进行
了不同程度的扩版 ,载文量增加速度都远高于全国平均值。《中
国农学通报》于 2004年开始扩版 ,并于 2005年由双月刊改为月
刊 , 2009年由月刊改为半月刊。《安徽农业科学》2005年开始大
幅扩版 ,由双月刊改为月刊 , 2006年改为半月刊 , 2007年改为旬
刊 , 2008年起载文量居全国综合类农业科学学术期刊第 1位。
2　扩版对总被引频次的影响

2001～2007年《中国农学通报》、《安徽农业科学》以及全国
总被引频次平均值的变化趋势如图 2所示。

文章被引一般滞后于文章发表半年以上 ,《中国农学通报》
和《安徽农业科学》在进行扩版改革后 ,次年其总被引频次都快
速增加 ,增加幅度远高于全国平均值。结合图 1的载文量变化
情况 ,改革后 2刊的总被引频次以快于载文量增加速度迅速大
幅增加 ,这说明 2刊文章质量和期刊影响力在扩版的同时也大幅
提高。这与有些人的“扩版 =质量下降”的臆断不符。
3　扩版对影响因子变化的影响

2001～2007年《中国农学通报》、《安徽农业科学》以及全国
影响因子平均值变化趋势如图 3所示。

图 2　2001～2007年《中国农学通报》、《安徽农业科学》以及全国
总被引频次平均值

图 3　2001～2007年《中国农学通报》、《安徽农业科学》以及全国
影响因子平均值

　　采用文章量的增加使影响因子计算公式的分母变大 ,在被
引滞后的情况下作为计算结果的影响因子应下降。但由于刊期
缩短 ,文章报道时滞缩短 ,网上传播程度提高 ,作者的研究成果
更受读者关注 ,以至《安徽农业科学 》在扩版后影响因子仍然大
幅增加 ,且增加速度高于全国平均值。《中国农学通报 》2006年
影响因子略降 ,主要是由于文章被引一般滞后于文章发表半年
以上 , 2005年的发文尚未达到被引高峰 ,其 2007年的影响因子
再度大幅增加也证明了其扩版所带来的正面影响。目前影响因
子依然是测度一个期刊的影响力的最主要的指标 , 2个刊物在
大幅扩版的同时 ,影响因子也大幅提高 ,表明“扩版 ≠质量
下降”。
4　扩版对即年指标的影响

2001～2007年《中国农学通报》、《安徽农业科学》以及全国
即年指标平均值变化趋势如图 4所示。
　　文献计量学通常用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和即年指标 3项
基本指标表征期刊整体影响力。结合图 1和 4可知 ,扩版后 2

刊的即年指标也不同程度的增加了 ,其中《安徽农业科学 》的增
加幅度相当大 ,这说明刊物的影响力也不同程度的得到了提高。
固然即年指标的增加不一定是扩版带来了的 ,但至少该现象与
“扩版 =质量下降”不符。
5　扩版对基金论文的影响

2004～2007年《中国农学通报》、《安徽农业科学》以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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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1～2007年《中国农学通报》、《安徽农业科学》以及全国
即年指标平均值

基金论文比和基金论文数平均值变化趋势如图 5、6所示。

图 5　2001～2007年《中国农学通报》、《安徽农业科学》以及全国
基金论文比平均值

图 6　2001～2007年《中国农学通报》、《安徽农业科学》以及全国
基金论文数平均值

　　由图 5和 6可知 , 2刊的基金论文数和基金论文比都有
不同程度增大。以 2007年为例 ,《中国农学通报》的基金论
文数占全国 92个综合性农业学术期刊的 8. 04% ,《安徽农业
科学》占 15. 18% ,试想 2种刊物发表了同类 92种刊物载文
中近 1 /4的基金论文 ,这 2个刊物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力
显然易见。这又一次向“扩版 =质量下降”的臆断提出质疑。
6　扩版对 W eb即年下载率的影响

2004～2007年《中国农学通报 》、《安徽农业科学 》以及
全国 W eb即年下载率平均值变化趋势如图 7所示。
　　W eb即年下载率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反映期刊在网络
环境下传播效率的一个新指标。由于网络获取资源的高效
快捷 ,且国外著名期刊和数据库都是通过网络方式传播 ,目
前网络已成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工作人员获取资料的主要
方式 ,期刊在网络环境下的传播统计方法自然也越来越受到
关注和重视。结合图 1和 7可知 ,《中国农学通报》W eb即年
下载率与全国平均值保持同样的增长态势 ,《安徽农业科学》
在载文量大幅增加的同时大幅提高。还有一点值得补充 ,
《安徽农业科学》从 2005年扩版后至今其文章在网上被下载

图 7　《安徽农业科学》2004～2007 W eb即年下载率变化趋势

数量一直高居中国知网入库 671种农业刊期之首 ,而《中国
农学通报》则位居第 2。这反映了 2刊被学术界认可的程度
和社会对其学术性、时效性反响的程度的提高 ,也再一次否定
了“扩版 =质量下降”的臆断。
7　扩刊后来稿量与用稿量的变化情况

以《安徽农业科学》为例 ,该刊近年来稿量迅速增加 ,虽
然载文量也大幅增加 ,用稿率却逐年下降。2006～2009年 4
月《安徽农业科学》的来稿和发稿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安徽农业科学》2006～2009年 4月的来稿和发稿情况 [ 14]

年份 来稿量∥篇 发稿量∥篇 用稿率∥%
2006 6 621 3 361 50. 76
2007 12 584 5 872 46. 66
2008 15 054 6 656 44. 21
2009

3 6 484 2 274 35. 07

　注 : 3 2009年 1～4月数字。

　　1996年以前《安徽农业科学》还是季刊 ,年来稿量仅 200多
篇 ,每年发稿 160篇左右 ,用稿率高达 80%左右。至 2006年来
稿量已增加到 6 621篇 ,用稿率下降到 50. 76%; 2008年来稿量
达 15 054篇 ,用稿率下降到 44. 21%; 2009年 1～4月的来稿 6
484篇 ,用稿率下降到 35. 07%。扩刊后来稿量的大幅增加和用
稿率的大幅下降 ,也证明了“扩版≠质量下降”。
8　结语

综上 ,扩刊并不一定就会质量下降。固然有一些期刊 ,大幅
扩刊时放弃质量标准 ,来稿必登 ,但这并不能在扩刊与质量下降
中间简单划上等号。扩刊是否会质量下降 ,还要视具体情况而
定 ,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刊物稿源丰富 ,各项资源都达到一定标
准 ,那扩刊就是期刊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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