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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14》（简称《总览》）发布后，我们针对它在计
算期刊学科影响力时的不科学不合理做法，已经做了若干评论2。看起来，我们是
在“争取自己作为核心期刊的地位”。但通过这些分析中，我们开始意识到，问
题的根源可能就在于“核心期刊”概念本身，在于我国学术界、期刊界、乃至科
技管理领域的“核心期刊”情结。因此，有必要对“核心期刊”正本清源，避免围
绕“核心期刊”及“核心期刊目录”的误解甚至迷信。

1、中国特色的“核心期刊”现象
在我国，“核心期刊”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指标和名誉。许多机构都明确
和公开地选用某个核心期刊目录（或者自己选定一组期刊组成“核心期刊”），规
定在应聘、晋升、考核、申请项目、奖励时只接受发表在“核心期刊”中的论文。
这似乎在说，一篇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就是好论文，一种核心期刊上的所有论
文都达到了一定的学术水平；反之，一篇论文无论其真实学术水平如何、实际效
果有多大，只要没有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就不能算数。笔者多年在管理岗位和参加
各种评聘中的经验也证明，没有发表在核心期刊的论文往往没有资格进入评审，
而对于那些“核心期刊”论文，实际评聘过程中也没有多少人仔细阅读和评价。
有需求，就有许多著名机构长期研究、大规模投入、或多年积累，编选“核
心期刊目录”，就有许多期刊把进入核心期刊目录作为努力的目标、在进入某个
目录后就在期刊封面显著注明自己的核心期刊地位，也就有许多作者费心费力、
采取各种方式要把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
但是，2006 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将当年的菲尔兹奖授予了证明庞加莱猜想的
俄罗斯数学家格里戈里·佩雷尔曼3，美国克雷数学研究所也在 2010 年将 100 万
美元的千禧年数学大奖给予了佩雷尔曼，而佩雷尔曼证明庞加莱猜想的论文从来
就没有发表在任何期刊上、更不用说什么核心期刊了，而是发布在开放预印本库
arXiv.org 上。如果按照我国许多机构的规定，佩雷尔曼的论文根本就不能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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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论文”呢！难道在我国学术生活和职业发展中如此举足轻重的“核心期刊”概念，
在真正的科学大奖面前就如此不堪一击了吗？
我们仔细想想，几乎所有的科技发达国家里，很少有严肃的科研教育机构会
事先规定一个核心期刊目录，要求人们在应聘、晋升、考核、奖励时呈交的论文
必须来自这个核心期刊目录中的期刊。人们会根据论文本身而不是它们的“出身”
来判断论文的学术水平。英国英格兰高等教育资助理事会（HEFCE）等组织的英
国大学学术卓越性评价（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4并不要求提交评价的
论文的“出身”，澳大利亚学术评价（Excellence in Research for Australia）在 2012
年及以后的评审中取消了原来依靠一个期刊排序表的做法而依靠评审专家的专
业判断5。
那么，我们是对评审专家的学术水平或者学术公正或者学术诚信不自信、因
此才会依赖一个核心期刊名单？或者是实在没有时间或不愿意花时间去评价论
文本身、才让一个“核心期刊”目录作为“拦路虎”来减轻负担？其实，问题可
能出在对“核心期刊”及其遴选机制的误解和误导上。

2、“核心期刊”概念可能是笔糊涂账？
我们也许应该看看“核心期刊”的历史内涵。
从某种意义上讲，“核心期刊”是纸本时代的一种检索手段。在纸本时代，
人们面对发表在众多期刊上的众多论文，自然希望先选择少数“可能刊登了较多
较高水平论文的期刊”作为一个遴选代理，帮助自己缩小需要阅读的范围来“找
到值得读的论文”。这也许就产生了评价期刊质量、遴选“核心期刊”的需求。另
一方面，“核心期刊”也是图书馆在纸本时代的一种选刊手段，图书馆因为采购
经费限制，只能选订一部分期刊，因此也需要遴选出那些平均论文水平比较高的
期刊作为“值得订阅的期刊”。
为遴选这样的核心期刊，有的机构依靠自己的学者进行遴选，也有的机构依
靠某个客观机制来选择，例如汤森路透公司的期刊影响因子。期刊影响因子通过
期刊在一个时间段内发表论文的被引次数来反映“期刊学术质量”，这种指标本身
有一定的合理性。一种期刊通过自己的学术标准、同行评议专家水平、学术诚信
控制能力、编辑能力等，努力保障自己所发表论文的学术水平，而论文的学术水
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论文的被引用来体现，因此一般来说，期刊的学术质量
水平与所发表论文的平均学术水平（因此平均被引频次）正相关。这样，利用以
前发表论文的平均被引频次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刊的学术质量水平。所以，
人们用如此计算得来的期刊影响因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刊的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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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我们承认引用统计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但影响因子本质上是且只是期刊质量的评价指标，期刊的高影响因子从来就不能
简单等同于发表在这个期刊上的某篇具体论文的高质量，高影响因子期刊上也有
许多论文无人引用或者所发表论文也会因为学术不端或失误等被撤销。例如，
Nature 不得不撤销弄虚作假的小保方晴子的论文6；有研究指出，多种著名期刊
都有多篇论文（其中不乏高引用率论文）因为科学不端行为而被撤销7。因此，不
能因为一篇论文发表在某个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就认为这篇论文一定是高水平
的。那种通过发文期刊的影响因子来代表具体论文水平的做法本身是不科学的，
那些宣传“论文影响因子”、计算某个研究人员的“发文平均影响因子”、或者统计
某个研究团队或研究机构的“论文平均影响因子”或“论文累计影响因子”的做法
更是已在荒唐的边缘。
值得关注的是，有研究发现，来自高影响因子期刊的高被引论文比例在不断
下降，来自非高影响因子期刊的高被引论文比例在不断上升8。其实，这反映了学
术期刊网络化检索利用的现实。在 Google、Bing、百度、CNKI 以及大规模集成
检索系统已经成为人们检索文献的主要工具时，以期刊为主的文献检索已经让位
于以论文为主的文献检索，人们能够很方便地通过主题词、利用搜索引擎或集成
检索系统方便地检索到来自几乎任何期刊的与自己所需要主题相关的论文，期刊
本身作为一种遴选机制的作用迅速下降，而图书馆采用的 Big Deal 采购机制（购
买大规模期刊数据库而非单独期刊）也明显淡化了“核心期刊”的作用。

3、“核心期刊目录”及其遴选可能出了什么错？
但是，在期刊遴选作用实际上不断弱化的同时，我国的“核心期刊”评选依
然方兴未艾，而且我国的“核心期刊”名单何其多也！不仅多个研究机构编制了
多个核心期刊目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等也提出了自己的核心期刊目录，许多教
育科研单位又有自己的目录。这些目录一方面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依据论文引用数
据作为基本客观数据，另一方面又“各有创新”引入许多间接指标，再加上出于种
种原因各自设计出不同的分类体系，因此造成一种期刊在不同评价体系中出现在
不同类别、出现在不同排名位置，甚至在有的体系中排名很高的期刊在另一个体
系中名落孙山。而且，最近些年又有许多新的“评价指标”被不断地“研究”出
来，使得几乎每一个稍稍正经点的期刊似乎都能找到一个有利指标来彰显自己的
“高水平”。这样，“核心期刊”遴选成为研究热点，相关“市场”也持续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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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种局面往往引导学术期刊为获得某个体系的青睐而采取种种“有利
于提高期刊影响力”的非学术做法。例如，《总览》惩罚那些发表跨学科论文的
期刊，就会助长期刊只关注和发表“本学科”的内容，因为在有限发文量内发表跨
学科论文将导致自己的“本学科论文的引用量”的减少，这实际上导致“画地为
牢”和必然的“坐井观天”。这还容易驱使部分期刊建立“引用联盟”、相互“友
情”引用来提高自己被引量，毕竟“引用联盟”只有在“本学科”中才能有效建
立。另外，这往往造成对特色化专门化期刊发展的阻碍。例如，我们注意到，我
国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多数期刊都是综合类期刊，但在国际图书馆学情报学领
域、在美国这样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发达国家，专门化期刊占了大多数存在。为什
么专门化期刊在我国难以发展呢？除了管理体制的原因（例如许多属地办刊）外，
要获得较多“学科内引用”，就要发表这个学科领域内不同人员都读得懂的论文，
或者在本学科所有主题领域都发表论文来覆盖各种引用可能，因此涉及宏观主题、
宏大叙事和“热点主题”的论文以及综述等可能就受欢迎，因此许多期刊发表了
上至宏观哲学般内容、下至非常高深细粒的技术内容，不管自己的评审专家或编
辑是否能看懂。
虽然，有的评价体系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遴选方法对一部分期刊不公平，却宣
称自己本身就没打算进行全面评价，因此是否客观和公平似乎就没关系。但是，
当这些体系采用的核心评价方法与科学研究主要趋势不一致、与学术期刊本身推
进学科发展的宗旨不相符、与真正的符合发展趋势的学术质量无关时，它就已经
失去了整体上的可信度。何况实际上，没有一个体系会说自己只是“部分期刊的
核心期刊目录”，人们也会在实践中把它作为一个普适的体系来应用。
还有，许多“核心期刊目录”的评选过程并不透明，数据来源及其计算不清
楚，往往还人为加入了许多主观“调整”，而“调整”的依据以及“调整”操作
者信息也不公开。我们没有证据说明其中存在“任性”，但我们也没有数据可以
对其进行重复验证。我们呼吁所有的“核心期刊目录”体系公开自己的所有数据
及其计算方法，公布自己主观评时的定性指标及其判断依据，公布自己“调整”
遴选结果的依据。如果这些评选及其调整是科学、严谨、规范的，其结果就应该
在同样的数据、标准和流程条件下可重复验证。将数据、过程和责任人员予以公
开，这已经成了科研领域和出版领域的基本要求9，也是公信力的基础。
其实，国际科技界《研究评价的旧金山宣言》10、《关于研究评价原则的莱
顿宣言》11和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追求卓越科学》宣言12中都要求科学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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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如果仍然坚持对“核心期刊”的迷信和对“核心期刊目
录”的迷信，本身就说明在学术评价和期刊评价上的肤浅和不负责任。

4、都是“指标驱动”惹的祸？
也许应该指出，“核心期刊”神圣化以及“影响因子”神圣化本身还不是问题
的全部。问题还在于我们对科学的评价过度地依赖某种显性的、最好是量化的指
标。这种对指标的依赖似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绑架了我们的意识，造成“指标驱
动的评价”、甚至“指标驱动的研究”。
笔者曾在 Nature 举办的一个讨论会上反复听到我国研究人员问“我怎样才
能在 Nature 上发表论文”，尽管 Nature 编辑回答说“你需要做一个高水平的研
究”，但提问者明显感到“不解决问题”。我们看到，问题和答案的出发点有明
显的差异，很可能导致人们行为的差异。对于提问者来说，发文在核心期刊发
文在影响因子尽可能高的期刊发文，已经成了科研是否成功、工作能否“交账”
和“职业生涯”能否发展的主要（甚至全部）依据，成了各类机构的宣传重点、
成就象征和评价条件。这就在潜意识上、甚至在实际评价和管理中造成只要发了
文章就“功成名就”，至于是否真正解决了问题、是否解决了对科学或对发展真
正重要的问题，那已经无关紧要了。那么，为了快发文、多发文、发那些高影响
因子期刊“喜欢发”的论文，可能就直接导致追风式科研、短平快科研、碎片化
科研等，也容易诱导科学不端行为。
对指标的痴迷也对办刊理念和办刊方法带来负面影响。例如，前面已经提到
的对跨学科内容的回避、对特色化办刊的回避、对“热点”主题的盲目追逐、对
冷门问题的冷漠，等等。而且，对指标的痴迷还会驱使期刊“想方设法”把引用
量“做上去”，这在一些圈子里已经成了交流的热点、密室交换的利器、甚至专
业化“杀手锏”。有些期刊在这方面颇有“创新”意识，例如少发文章、发表综
述文章、奖励作者引用自己刊物、建立“引用联盟”等等。
其实，许多看似神圣的指标本身应该走下神坛。前面我们对“核心期刊”去
神圣化，现在来分析“引用”这个指标本身。“引用”作为影响力指标，是假定
“引用”代表了使用、使用代表了影响、影响促进了科学发展。在大量文章的大
量引用情况下，从平均来说“引用”确实能够从一个方面体现“关注”和“影响”，
但是，引用本身有很多原因，热门引用论文不一定代表了杰出科学思想，引用量
并非一定与论文的学术水平严格正相关。Nature 在 2014 年发文指出13，许多提出
了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发现或创造的论文并不在高被引论文名单上，“史上引用
量最高”的论文往往是与方法、数据等有关。尽管我们承认这些论文的效用，但
它们往往不能代表所在学科的学术创造方向和一流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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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必须看到，引用指标严重偏向基础研究论文，因为人们必须写一篇论文
来引用他读过的另一篇论文才产生“引用”，因此“引用“作为指标有利于把学术
论文作为主要产出的基础研究领域。但是，技术应用、科学普及、政策研究等方
面的学术和研究，它们的读者受到“影响”后往往不是再写一篇研究论文，而是
开发技术和工具、改变或完善政策、组织生产或管理、开展教育等。因此对这些
领域，即使很大的“影响”也往往不是通过其他新的论文来体现，也可能带不来
很多的引用量，因此在那些以引用量为基础的评价体系中就缺乏“价值”。另外，
对于区域性主题、细节化问题、甚至高深的突破性的创新，往往比那些“全球性”
问题或“宏观性”问题的“受众”少，无论研究水平和创新程度有多高，自然就
不会有多少引用。试想，如果霍金没有写《时间简史》，有多少人知道他呢？
我们不反对采用指标、包括采用量化指标。许多指标，如果正确地计算和正
确地应用，有其客观的有限的作用。但是，把任何指标用到它本身力所不逮的程
度就变成了荒唐，真理超过一步就是谬误。
最后需要说明，我们批判某些指标体系的错误，并不指望甚至不希望又出现
一个超级精细和“全面”的指标体系。任何指标都无非是从某一个角度观察复杂
世界的投影，而异常复杂纠缠的指标体系往往可能存在更多的问题。我们的目的
是排除对指标的迷信，不被指标（更不用说其中错误百出者）所裹胁。我们会坚
持自己的办刊理念和职业操守，走科学的路，尽管荆棘满地。我们自身还要在发
现创新思想、挖掘重大问题、引导前沿研究、夯实经验知识、建立最佳规范等方
面努力。同时，作为学术期刊，更要在学术诚信方面筑牢底线，例如我刊早已实
行“作者贡献声明”制度，并将在 2016 年实行支撑数据公开制度和潜在利益冲
突声明制度，将公布学术诚信申诉查核和学术不端公开处理机制等。没有这些机
制，仅仅依靠编辑部的善意和同行专家的能力，不足以保证期刊的学术质量，这
已经是国际学术期刊界的共识和规范。我们希望，所有期刊都这样做，并作为学
术期刊的基本合规门槛14。

14

提高学术期刊的合规标杆.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5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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