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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和作者区域关联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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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2018—2020 年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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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 

【摘要】：我国区域间文化和经济发展状况不均衡，在期刊布局、人才储备、科研力量、科

研产出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深入分析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和作者的区域分布特征，有助

于明确人文社科的区域发展格局并引导各区域均衡发展，也有助于促进各区域学术期刊与作

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相关文献研究表明区域学术期刊数量与所在地高校数量、人口与 GDP

等变量都有正向相关性，但鲜有深入分析不同区域学术期刊与作者的互动关系。作者对期刊

的选择，是否有区域的偏好或限制；期刊努力开放办刊的过程中，呈现出稿源本地化和主办

单位自稿率较高现象，期刊用稿和作者投稿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受区域因素的影响？本文

基于复印报刊资料的转载数据，从期刊出版地与作者所在地两个维度出发，提出不同区域的

期刊依赖度、作者贡献度、期刊本地稿源率与作者本地投稿率等概念与指标，着力研究期刊

出版地与作者机构所在地的互动效果与互动关系，量化的方式观察期刊开放办刊的实际效

果，以及学者投稿的地域倾向性，反应出不同区域的学术流动规律；应用于具体学科，反应

出学科期刊与作者的区域分布与流动特点，分析不同区域的学科研究成果流入流出规律；应

用于不同区域，刻画出区域内期刊办刊特点与当地作者的互动关系特征，为本区域的期刊发

展方向与优秀稿源引导提供切实的衡量工具。研究发现：中国人文社科期刊和作者所在地分

布均呈现不均衡性，优秀作者的“马太效应”更强，科研机构区域布局不均衡，叠加科研机

构的人才竞争，加剧了科研人才的定向流动与区域富集，而优秀期刊同样呈现区域不均衡，

但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聚集效应受到一定限制；不同地区、不同学科的期刊和作者之间的

区域关联特征多样，各区域的优秀期刊与优秀作者的关联特征差异较大，在不同学科呈现出

“封闭”、“疏离”、“失衡”等多种状态，部分特征将对区域的学科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这

些特征要求管理政策要进一步优化学术资源配置，促进不同区域学术力量的均衡发展，办刊

者也应重视期刊和作者的区域布局问题，加强学术交流，增进期刊与学者间的了解，促使学

术协同发展，更要强化以学术评价引导区域均衡发展的机制与方式，将区域分布广度纳入学

术期刊、作者、机构的评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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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regional correlations between Chines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journals and authors 

——Based on Academic Papers Reprinted by the Selected Materials from 2018 to 2020 

 

Abstract:  

Because China's region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uneven,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eriodical layout, talent reserve, scientific research strength and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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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utpu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and author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ll help to clarify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guid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regions, and help to promote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regional academic journals and authors. Relevant literatur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s of local academic journals, local universities, 

population and GDP, but there is littl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journals and authors in different regions. Whether there are regional 

preferences or restrictions on the author's choice of journals? In the process of opening up 

the journal,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 localization of manuscript sources and high self-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 sponsor. To what extent is the process of manuscript use and author 

submission affected by regional factors? Based on the reprinted data of Information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s’ RUC,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periodical publishing place and author 

loc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s and indicators of periodical dependence, 

author contribution, local contribution rate and local contribution rate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ve effect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iodical publishing 

places and authors’ organization location, quantitatively observes the actual effect of 

opening journals and the regional tendencies of scholars' contributions, and reflects the law 

of academic flow in different regions. Applied to specific disciplines, it reflects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discipline journals and authors, and analyzes the 

inflow and outflow laws of discipline publications in different regions. Applied to different 

regions, it depi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ournals and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journals and local authors, so as to provide a practical measurement tool for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of journals and the guidance of excellent manuscript sources in 

reg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ournals and 

authors is uneven, the "Matthew effect" of excellent authors is stronger, the regional layou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is unbalanced, and the talent competi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is superimposed, which intensifies the directional flow and regional 

enrich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alents. While excellent journals also show regional 

imbalance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the aggregation effect is limited. The correlation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Excellent Journals and excellent authors in different regions are quite 

different. There are many states such as "closure", "alienation" and "imbalance"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Some characteristics will have an advers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in the region. These characteristics require that management policies should 

further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academic resources and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forces in different regions. Journal operato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gional layout of journals and authors, and strengthen academic exchanges,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between journals and scholars. Meanwhile, they should als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cademia, and improve the mechanism and way of guid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s with academic evaluation, as well as bring the scope of 

regional distribution into the evaluation scope of academic journals,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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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由于历史发展、地理位置等各种原因，我国地区间文化和经济发展状况不均衡，这种不

均衡性经过充分放大后会投射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1]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期刊布局、

人才储备、科研力量、科研产出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不均衡性进

行跨地区、跨年度地深入分析，有助于全面了解我国人文社科学术发展的宏观布局及区域分

布特征，为科研管理提供科学的支撑，也有助于我国学术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区域学术力

量的均衡发展。学术期刊和论文作者是学术生态链中两个至关重要的组成要素，在有限的学

术资源配置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对学术期刊与论文作者的区域学术关联性进行分

析，是探讨人文社科发展格局、空间分布特征的一个重要课题，有助于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

的良性互动。 

 

1. 研究现状与方法概述 

1.1 文献综述  

目前，一些学者已注意到了学术期刊的发展结构与布局以及期刊发展的区域不均衡性，

并对期刊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臧莉娟等
[2]
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

期刊结构与布局的研究涉及到期刊地区分布结构，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发展尽管

有所进展，但总体上仍存在全、小、散、弱问题，期刊结构布局不合理状况未得到有效改善；

于友伟等
[3]
关注到我国社科核心期刊在空间分布上的显著差异，并通过空间计量的方法分析

学术期刊空间分布状况，并对期刊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杨志辉等
[4]
通过定量分析方式，考

察了学术期刊市场总体发展态势，区域 GPD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区域高校的数量，决定区

域学术期刊的数量，并且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学术期刊市场错配现象越明显。张公一等
[5]

在研究中发现，社科期刊地区分布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当地大学数量、当地人口数量和当地

人口素质的影响，应加大对社科期刊分布较少区域的扶持，使社科期刊在各区域间平衡发展。

刘霞等
[6]
揭示了我国学术期刊的地区分布现状，并从各地区科技投入和产出两个角度展开评

价。王丽爱
[7][8]

对学术期刊发展的区域不均衡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利用 CSSCI

来源期刊数据进行了测算与分解。吴爱芝
[9]
采用计量分析方法，探寻了中文核心期刊地理分

布的主要影响因素，认为高等院校数量、高校专任教师数量、科研支持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

平对期刊地理分布影响较大。王毓珣等
[10]

以教育学期刊为切入点，认为，我国教育学术期刊

在省域、区域、主办机构、学科等资源配置上均严重失衡, 张楠等
[11]

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此外，还有学者关注到在论文发表、学术生产、科学合作以及人才流动等方面也存在地

域倾向，对相关学术空间布局进行了理论探讨。例如，在科研人员分布方面，薛琪薪
[12]

通过

搜集并整理出的全国 100 所社会学专业本科高校科研队伍人员数据库，可以发现东中西部

的科研队伍在人员数量、年龄性别结构、地理分布上均存在着比较显著的差异化特征。论文

发表方面，张立菊
[13]

以图书馆学、情报学为例，对学术期刊收录论文的区域分布情况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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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形成关于该学科的区域学术活跃度与区域学术影响力的相关结论；回玉辉等
[14]

研究了

我国“211”大学发表的学术论文总量、被引频次、典型学科领域的发表量以及各地区发表

分布情况，并制作专题地图，展示了我国知识产出的宏观布局及区域分布特征。学术生产方

面，吕国光
[1]
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课题的视角，对我国社会科学学术生产力布局进行研

究，揭示了各省区市的科研力量分布不均衡的现象。科学合作方面，苏金燕
[15]

以经济学期刊

论文为例，通过计量分析，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合作的地域倾向性进行研究和验证，发现科

研生产力和地理距离是影响我国科学合作的重要因素。人才布局和流动方面，张波等
[16]

以高

端人才占有率和高端人才密度为核心指标，对高端人才在中国各省的空间分布以及变化趋势

进行了实证研究。柳瑛等
[17]

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例，对中国高端人才布局与流动特征进行

研究，得出中国高端人才的“中心—外围”式布局是区域经济和高等教育梯队化发展的必然

结果，并针对中西部和东北部等地区的人才困局提出针对性建议。 

但是，在众多研究成果中，鲜有将学术期刊和论文作者之间进行空间关联分析的文章。

相关文献研究中，主要集中在区域学术期刊数量与所在地高校数量、人口与 GDP等变量进行

定量分析，证明其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并不能反应学术期刊与不同区域作者学者的互动关

系。作者是学术成果的生产者，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发表的平台，作者对期刊的选择，除了

受期刊的学科定位、业界口碑、刊物级别等因素影响外，是否有区域的偏好或限制呢？在大

部分期刊努力开放办刊，向外拓宽优质稿件来源的同时，仍有一些期刊发表论文呈现出稿源

本地化和主办单位自稿率较高现象，在期刊用稿和作者投稿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受区域因

素的影响？优秀学术期刊的开放度是否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缺乏区域和资源优势的期

刊，能否打破“马太效应”之下的发展差距？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本文以区域学术关联为视角，从期刊出版地、作者机构所在地两个维度出发，依托复印

报刊资料转载论文的数据进行规律验证与挖掘，探究在发表论文时期刊和作者双方自由选择

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区域学术关联规律，总结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和作者的区域学

术关联特征和学术资源配置的空间格局。本文主要的创新点如下： 

 （1）着力研究期刊出版地与作者机构所在地的互动效果与互动关系。以可量化的方式

观察期刊开放办刊的实际效果，以及学者投稿的地域倾向性，反应出不同区域的学术流动规

律，为期刊提升、学术评价、科研管理提供新视角。 

 （2）应用于具体学科，反应出相应期刊与作者的区域分布与流动特点，分析不同区域

的学科研究成果流入流出规律。 

 （3）提出期刊本地稿源率与作者本地投稿率等概念，刻画出不同区域的期刊办刊特点

与当地作者的学术投稿地域倾向性，为本区域的期刊发展方向与优秀稿源引导提供切实的衡

量工具。 

本次研究以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论文的二次文献为数据基础，覆盖中国人文社科各一级学

科，期望呈现期刊出版地与作者机构所在地关联关系的全域性图画。希望通过对不同地区期

刊和作者的关联度评估，为期刊布局、学术发展、科研管理、学术评价等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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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样本及特征 

本文选取复印报刊资料的 95种学术专题刊，在 2018—2020年全文转载的学术论文作为

分析样本。样本共计 34009 篇论文，覆盖人文社科一级学科 21 个，共涉及第一作者 17123

位，涉及期刊 1740种。 

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学术论文数据有如下特征：第一，论文质量普遍较高：复印报刊

资料全文转载的论文是各学科编辑和专家自每年正式发表的近 40 万篇论文中精选出不足

5%，基本代表了该年度中国人文社科学术论文的较高水平；第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的选文，

以学术成果为评价指向、以同行评议为主导方法、以对成果的价值判断为依据，将精选出的

人文社科优质论文按学科门类进行专题化编辑出版。在二次出版、同行评议和评价排名过程

中，将每篇转载论文的期刊、作者和作者机构等信息都逐一进行了核实和规范化整理，数据

信息较为全面和准确。使用转载论文中原发报刊所在地和作者机构所在地信息，可对期刊和

作者之间的区域学术关联情况开展研究。若论文有多位作者，本文的研究仅选取论文的第一

作者所在地区进行分析。第三，复印报刊资料的论文转载量，可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阶段性

的区域学术关联动态和趋势有较为及时和客观的反映，对相关学术研究和政策规划有所助

益。 

1.3 研究指标定义说明 

 我们以省级行政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以下统一简称“地区”）作

为区域学术关联研究的基础划分标准，分别将期刊出版地、学者机构所在地归入其所属地区。

出版地在北京的期刊，根据期刊主办单位的性质与作者所在机构的性质，划分为中央地区与

北京地区（市属）两类，分别统计分析。样本不涉及国外出版期刊，国外作者的情况未统计；

由于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的期刊收录与论文收录均较少，故本文不进行分析。 

 我们通过如下视角和指标对学术期刊和作者区域学术关联性进行研究： 

1.同一地区期刊和作者转载量：在同一地区内，期刊与作者的论文被转载数量分别反

映出该地区的优秀期刊实力与优秀作者实力。如果两者转载量相近，代表该地区期刊和学术

研究实力较为平衡；如果前者明显大于后者，代表该地区学术研究实力较弱而办刊能力较强；

反之则代表该地区办刊能力较弱而学术研究实力较强。 

2.期刊/作者转载论文覆盖地区数量：这一指标反映出某地区的期刊/作者的区域关联的

广度，覆盖地区越多，表示区域关联范围越广，反之则表示区域关联分布的集中度较高。 

某地区期刊转载论文覆盖地区数量=该地区期刊转载论文来源作者地区的数量； 

某地区作者转载论文覆盖地区数量=该地区作者转载论文发表期刊所在出版地的数量。 

3.期刊本地稿源率和作者本地投稿率：这两个指标是对某地区优秀学术期刊或优秀作者

本地化程度的描述。本地化程度越高表示与异地的关联越少，两者之间的差异还能说明本地

期刊和作者之间的关联程度。 

期刊稿源本地率=期刊所在地区的作者转载论文数量/ 该地区期刊转载论文总量； 

作者本地投稿率=该地区作者在当地期刊转载的论文数量/该地区作者转载论文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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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地区期刊依赖度和作者贡献度：将地区 A 对地区 B 的学术依赖度定义为，在地

区 A出版的期刊被转载的论文中，由地区 B的作者撰写的论文占地区 A中期刊被转载论文总

数的比重。且地区 A期刊对地区作者 B的依赖度即为地区 B作者对地区 A期刊的贡献度。前

者描述了某地区期刊对其他地区优质转载论文的依赖程度，同时也可反映出该地区期刊对其

他地区作者的吸引力；后者描述了某地区的优秀转载论文作者对其他地区期刊的贡献程度，

同时也能反映出该地区学术研究成果对其他地区期刊的影响力和传播效力。两个地区间的学

术依赖度与贡献度共同反映区域间期刊和作者的关联程度。公式为： 

地区 A对地区 B的依赖度 = 地区 B对地区 A的贡献度=地区 B的作者撰写的转载论文在

地区 A的期刊发表的数量/地区 A中所有期刊转载论文总量 

 

2.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期刊与作者区域关联性整体分析 

2.1 大部分地区期刊发展和作者实力不平衡 

 

 
 

图 1  各地区期刊和作者转载实力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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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所示，用对数坐标进行显示，以斜线为分界，可分为三个阵营，斜线上方的地区

作者实力较强，斜线下方的地区期刊实力较强，与斜线接近的地区两者发展较为平衡。多数

地区呈现出与斜线非常接近甚至重合的现象，即表明两者高度的相近性，例如安徽、贵州、

湖南、山东、上海、四川、云南，期刊和作者的转载量差距在 10%以内。位于斜线下方的地

区，期刊转载量明显多于作者转载量，数量差距超 50%的区域如黑龙江、广西、甘肃、吉林、

江西、山西，其中黑龙江的最为突出，期刊转载量约为作者转载量的 3倍左右，而中央地区

期刊转载量明显多于作者转载量 30%以上，呈现出广泛吸收异地优秀学术成果的现象。部分

地区位于斜线上方，即期刊转载量明显少于作者转载量，例如浙江、福建、江苏、辽宁、陕

西、天津等，其中差异最大者为浙江，其作者的转载量约为期刊的 2倍。值得注意的是，北

京地区市属期刊转载量高出该地作者转载量约三成，期刊实力明显强于作者实力，而上海则

呈现期刊与作者转载量基本平衡的特征。 

2.2 优秀期刊的作者群普遍呈现较强的区域分散性 

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论文涉及的期刊，其作者群覆盖的地区较为广泛。如表 1所示，除西

藏、海南、青海三个地区因期刊转载量不足 40 篇，导致作者来源地区较少以外，其他地区

期刊的作者来源地区均非常广泛。有 21 个地区的被转载期刊作者来源地区达到或超过 30

个，只有 7 个地区的作者来源地区少于 25个。这显示出各地期刊普遍较为广泛地关注多个

地区的优秀稿件。从异地作者贡献度来看，只有西藏、中央、上海、江苏、四川 5地的贡献

度不超过 70%，其余 26 个地区均在 70%以上，且有 21 个地区的异地作者贡献度超过 80%，

再次说明优秀期刊的作者群在区域上的分散性。 

表 1 各地区期刊转载论文作者来源地区情况 

序号 

出版

地区 

总转

载量 

覆盖

区域

数量 

异地

作者

贡献

度 

序号 

出版

地区 

总转载

量 

覆盖

区域

数量 

异地

作者

贡献

度 

1 中央 13369 34 
59.10

% 
15 重庆 485 31 84.12% 

2 上海 3357 33 
66.52

% 
16 甘肃 430 30 82.09% 

3 湖北 1725 32 
74.20

% 
17 河北 416 29 81.97% 

4 江苏 1657 33 
68.92

% 
18 福建 406 25 73.89% 

5 广东 1254 31 
73.05

% 
19 辽宁 371 30 83.56% 

6 北京 1157 32 
87.64

% 
20 山西 369 29 89.43% 

7 吉林 1098 32 
86.07

% 
21 安徽 337 30 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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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山东 1022 30 
73.48

% 
22 广西 328 32 92.99% 

9 四川 879 32 
80.43

% 
23 云南 238 31 83.61% 

10 浙江 793 30 
65.83

% 
24 贵州 195 27 87.18% 

11 湖南 750 31 
75.47

% 
25 新疆 81 16 90.12% 

12 
河南 676 30 

83.88

% 
26 宁夏 67 23 92.54% 

13 
天津 644 31 

82.76

% 
27 

内蒙

古 
64 20 84.38% 

12 陕西 562 28 
76.51

% 
28 青海 34 14 91.18% 

13 
黑龙

江 
561 32 

92.16

% 
29 海南 26 12 76.92% 

14 江西 504 30 
88.69

% 
30 西藏 4 3 50.00% 

 

2.3 少数地区作者的优秀论文辐射绝大多数地区期刊 

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论文作者呈现非常强的区域集中度。位居前五位的区域作者转载论文

总量就达到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总量的 59.88%，分别是中央、上海、江苏、湖北、广东。这

些地区的作者产出了大量被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的优秀论文，对多个地区的学术期刊产生了较

强的区域辐射效应。其中前三个地区几乎能够辐射全国期刊，后两个地区着重辐射周边地区

期刊。若地区 A 作者对地区 B 期刊的贡献度超过 5%，称 A 为 B 的高贡献地区，中央是所有

地区的高贡献地区，且除浙江外贡献度均超过 15%，上海对除宁夏、海南、西藏外的 31 个

地区都是高贡献地区，江苏是 27个地区的高贡献地区。此外，湖北对 11个地区形成高贡献，

除本省外，集中在广西、山西、重庆、云南、贵州、湖南等华中、西南等地区；广东对 10

个地区形成高贡献，除本省外，集中在海南、广西、贵州、四川、江西等华南、西南地区。  

各地区期刊的转载论文作者，也主要集中在少数作者来源地区。将各地区期刊对作者依

赖度最高的地区进行降序排列，除山西外（49.86%），所有地区的前 5 个依赖度最高地区的

依赖度之和都超过 50%，平均值为 65.02%，表明对所有地区而言，前 5个依赖度最高的地区

贡献了一半以上的转载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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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地区 5个依赖度最高地区的依赖度之和 

2.4 期刊转载作者本地率与当地优秀作者实力高度正相关 

我们将各地区期刊本地稿源率与作者本地投稿率，绘入图 3中。 

  

 
 

 

图 3  各地区期刊本地稿源率与作者本地投稿率对比 

除中央地区外，其他地区均呈现出了强烈的线性正相关关系。期刊转载论文的本地稿源

率与作者本地期刊投稿率的线性相关系数（去除中央地区数据）为 0.7732，呈高度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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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这表示某地区的学术研究实力（即优秀作者的实力）越强，该地区期刊被复印报刊资

料转载论文的本地作者比例也越高。 

提升期刊学术水平的前提，是持续刊发符合期刊定位的优秀稿件。某地区的期刊优秀稿

件是否主要来自本地，重要因素之一是本地作者在全国范围内的竞争力。因此，越是优秀作

者的聚集地区，该地区期刊对本地作者稿件的依赖度也越高，对其他地区的依赖度越低；反

之亦然。 

3.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期刊与作者区域关联性学科举例分析 

3.1 经济学 

复印报刊资料 2018—2020 年转载的经济学论文共 5479 篇，占总转载量的 16.11%。这

些论文共涉及期刊出版地 30 个地区，除内蒙古与西藏外均有覆盖，而作者来源地区涉及除

内蒙古、西藏与青海以外共 29个地区。 

3.1.1 超半数地区经济学作者与期刊转载实力差异大 

   

 

图 4  经济学期刊和作者转载实力对比 

 图 4中折线表示各地区经济学期刊转载量与作者转载量，柱形代表各地区作者转载量与

期刊转载量的差异，方框内的柱形表示两个转载量差在正负 20篇之内，可以认为这 13个地

区的经济学作者实力与期刊实力基本平衡，包括四川、海南、安徽、甘肃、山西、河北等；

方框左侧是作者转载量明显高于期刊转载量的地区，显示出这 11 个地区的经济学作者实力

强于期刊实力，本地经济学优秀稿件资源相对期刊来讲较为充沛，包括江苏、天津、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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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上海等，两者之差最大者（江苏和天津）达到 118篇；方框右侧是作者转载量明显低

于期刊转载量的地区，这 8个地区的经济学期刊实力强于作者实力，包括中央、吉林、河南、

江西、北京、黑龙江、重庆和广西。其中中央的数量差最大，达到 535篇，显示出中央地区

的经济学期刊对全国各地区的优秀经济学论文均有较强的吸引力。 

3.2.2 经济学期刊的作者来源地区较广但集中度高 

 各地区经济学期刊转载论文的作者来源地区普遍较为广泛，除少数地区因为期刊转载论

文数量太少（例如青海、新疆、海南等）造成覆盖作者地区少，多数地区的作者来源地区均

多于 15个，上海、广东、湖北等转载论文数量较多的地区，转载论文来源地区超过 26个。

同时，经济学期刊被转载论文集中于少数作者来源地区。将各地区期刊依赖度最高的 5个作

者来源地区的依赖度进行加和，5地依赖度总和均超过三分二。例如，黑龙江地区经济学期

刊有 79.63%的转载论文作者来自中央、本地、吉林、江西、辽宁 5 地，浙江地区经济学期

刊有 78.16%的转载论文作者来自本地、中央、江苏、上海、陕西 5地。 

3.3.3 经济学作者集中于中央、上海、江苏等地且辐射多地期刊 

 经济学转载论文同样呈现出了转载作者集中的现象，中央、上海、江苏、广东、湖北 5

地作者对其他地区的期刊转载有着重要贡献。其中，中央地区作者对除宁夏外所有地区的期

刊，贡献度都超过 15%，上海作者对 15 个地区期刊的贡献度都超过 5%，而江苏、广东、湖

北作者则对华东与华南、华中区域的期刊有明显的辐射效应，对 11 个地区期刊的贡献度均

超过 5%。此外，陕西、四川的作者在西北、西南地区形成了较强的辐射效应，贡献度超过

5%的地区分别为 8个、7个。 

 在陕西，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的作者贡献最大，3个机构作者被转

载经济学论文共占陕西作者转载总量的 67.86%，其中西安交通大学共被转载经济学论文 35

篇，共覆盖了 14 个地区的期刊。在四川，西南财经大学与四川大学作者的经济学转载量遥

遥领先，分别被转载 104篇、46篇，共占四川转载总量的 80.65%。 

3.2 哲学 

 复印报刊资料 2018—2020年转载哲学论文共 2864篇，占总转载量的 8.42%。这些论文

共涉及期刊出版地 30 个地区，除海南与西藏外均有覆盖，作者来源地区涉及除海南、西藏

与新疆外的 29个地区。 

3.2. 1 三分之二地区哲学作者与期刊转载实力不对等 

 与经济学状况类似，哲学转载作者与期刊实力同样较不平衡。如果某地区哲学期刊转载

论文数量与作者转载论文数量之差处于正负 10 篇以内，可以认为该地区哲学作者和期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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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较为均衡，这样的地区共有 10 个，包括甘肃、内蒙、宁夏、新疆、四川、天津、西藏、

青海、贵州和山西。如果某地区哲学作者转载论文数量远大于期刊转载量，表明该地区的哲

学作者实力强于哲学期刊，这样的地区包括上海、浙江、湖北、江苏、陕西、福建、北京、

广东、江西、重庆共 10 个，数量差最大者上海达到 108 篇；如果某地区哲学期刊转载量多

于作者转载量，则表示该地区哲学期刊的示例强于作者实力，这样的地区包括中央、山东、

黑龙江、河南、河北、吉林、安徽、湖南、云南、辽宁、广西共 11 个，其中中央地区的数

量差最大，为 290篇，山东和黑龙江次之，均超过 30篇。 

3.2.2 哲学转载期刊转载集中于中央、上海等 6地但作者来源地广 

 哲学学科的转载论文中，期刊出版地集中度非常高，中央、上海、山东、广东、江苏、

湖北的期刊转载量排名前六，各地区转载均超过百篇，合计 1926 篇，占哲学总转载量的

67.25%。 

 中央地区期刊转载的哲学论文来自 30个作者所在地区，上海、山东、广东来自 25个地

区，湖北、江苏来自于 24 个地区，此六个地区期刊的哲学论文转载量较大，覆盖作者地区

广泛。共有 8个省级地区（多为西北地区）虽然转载量不大，但作者来源地区也很广，例如

江西地区期刊总转载 16 篇论哲学论文，来自 11 个作者所在地区，青海地区期刊总转载 4

篇，分别来自 4个不同地区。 

3.2.3 除中央、上海、江苏等地区外，山东与陕西作者对外贡献地区较大 

 中央地区作者哲学论文占复印报刊资料哲学论文转载总量的 26.15%，是其余 30个地区

的高贡献地区，而上海、江苏、湖北分别是 25、14、14个地区的高贡献地区。 

 值得指出的是，山东与陕西作者在哲学学科的对外贡献度较高，是 10 个地区的高贡献

地区，分别有 149篇与 88篇的论文转载，位列各地区第 6、9名，但两个地区的辐射范围有

比较大的差异。山东地区作者更倾向在临近地区或东北地区发文，例如河北、吉林、辽宁、

内蒙古，而陕西则比较分散，除了西北区域的宁夏、新疆，还包括黑龙江、河南、河北、广

西、贵州等地区。 

4. 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期刊与作者区域关联性地区举例分析 

4.1 江苏 

 在 2018—2020年间，江苏期刊被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论文共计 1657篇，位列各地区期刊

转载量第四位，排在中央、上海、湖北之后；江苏作者在此期间共被转载论文 2576 篇，位

列各作者来源地区第三位，排在中央、上海之后；可以说，江苏是典型的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期刊和作者“双高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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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江苏本地作者转载量远高于期刊转载量且集中度高 

 江苏地区的转载论文作者集中度非常高，前四个机构转载论文均超百篇，合计转载 1438

篇，占江苏地区作者转载总量的 55.82%，四个机构分别为南京大学（776 篇）、南京师范大

学（319篇）、苏州大学（179篇）、东南大学（164篇）。 

同时，江苏作者转载量高出本地期刊转载量 50%以上，差额达到 919 篇，因此如图 5所

示，在多数学科中，江苏本地作者转载量都明显高于本地期刊转载量，其中教育学差额最大，

为 130 篇，法学位居第二，为 115篇，应用经济学以 95 篇排列第三。在图书情报与档案学

中，江苏作者转载篇数达到 99篇，但本地期刊只转载了 22篇，绝大多数作者的转载论文发

表在外地期刊上；在新闻传播学学科中，两者转载篇数分别为 91篇与 31 篇，法学中两者转

载篇数分别为 200 篇与 85篇，相似的学科还有工商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总体上，江

苏作者对异地期刊的贡献度较高，同时，江苏期刊对异地作者的依赖度也较高。 

 

 

图 5 江苏作者和期刊转载实力对比 

 在少部分学科中，江苏作者转载量与本地期刊转载量较为接近，例如社会学中两者分别

为 122篇与 116篇，中国语言文学中两者分别为 193篇与 159篇，农林经济管理中两者分别

为 43篇与 37篇，显示出江苏在这几个学科中学术研究与期刊发展的协同度较高。 

4.1.2 江苏本地各学科作者与期刊实力呈现多样化分布 

在不同学科中，江苏期刊与作者的转载实力对比呈现出不同状态。将江苏期刊本地稿源

率与江苏作者本地投稿率绘制成图 6。如图 6所示，江苏地区多数学科位于对角线下方，主

要原因是江苏作者转载量远大于期刊转载量，同时，江苏期刊本地稿源率也高于作者本地投

稿率。 

除心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外，江苏地区其他学科基本呈现向对角线靠拢的态势，表示

期刊与作者的协调发展性较好。我们以教育学、艺术学、图情档三个学科的数据来说明“开

放”、“封闭”、“疏离”三种不同的本地期刊与本地作者的互动关系。 



14 

 

图 6  江苏作者与期刊本地率示意 

教育学期刊转载量与作者转载量在江苏地区转载总量中均排位第一。在图 6中，教育学

位于对角线的右下方、靠近中部，该学科的期刊本地稿源率与本地作者投稿率均处于中等水

平。江苏期刊转载教育学论文 262篇，其中本地作者论文 90篇，本地稿源率为 34.35%，其

余的转载论文来自于 26 个地区。江苏本地作者转载论文共 392篇，发表于本地期刊的论文

占比 22.96%，其余转载论文分别发表于 22个地区的期刊。江苏的教育学期刊与作者实现了

良性的“请进来、走出去”策略，相得益彰，呈现出“开放共荣”的状态。 

艺术学处于图 6的右上位置，江苏艺术学期刊与本地作者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本地“封闭”

特征。艺术学期刊转载论文在江苏期刊转载总量中居第 4，但本地稿源率和本地作者投稿率

为各学科之最，达到 45.71%和 36.99%。此外，江苏期刊还收录了其他 17个地区作者的艺术

学论文，本地作者的艺术学论文也在其他 19 个地区发表。这种状况与江苏地区在艺术学中

期刊和作者实力均较高有关，但同时也要注意期刊与作者的本地率 “双高”，长远来看易导

致“近亲”现象的滋生。 

图情档学科处于图 6的左下位置，江苏期刊与作者转载实力的关系则刚好相反，呈现出

明显的“疏离”现象。本地期刊在图情档学科中转载 22 篇，只有 4篇来自本地作者，本地

率只有 18.18%，而本地作者在图情档学科中转载 99篇，本地投稿率只有 4.04%。本地期刊

的其余转载论文来自 9个作者地区，覆盖度较低；本地作者的其余论文则发表于中央、甘肃、

吉林等 16 个地区的期刊。这种本地优秀期刊与本地优秀作者相互关注度过低的状况，说明

二者缺乏良好互动，期刊未能给本地图情档学科研究搭建一个良好的传播交流平台。 

4.2 甘肃 

 2018—2020年间，甘肃期刊转载论文达到 430篇，在各地区中排名第 18位，在西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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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仅次于陕西，在此期间甘肃作者转载论文为 278篇，约为陕西作者转载量三分之一左右，

在各地区中排名第 21 名。甘肃是期刊和作者在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论文数量略低于平均水平

的地区的典型代表。 

4.2.1 本地期刊强势领先于本地作者实力 

 甘肃期刊转载量高出本地作者转载量约 54.67%，本地期刊转载实力显著高于本地作者。

甘肃的优秀期刊主要集中在教育学、图情档、法学与社会学 4个学科。在这些学科中，本地

期刊转载量远超本地作者转载量，其中图情档约超出 9倍、法学约超出 7倍、教育学与社会

学约超出 2倍，可见优秀期刊与优秀作者实力悬殊。部分学科两者数量基本平衡，如民族学、

应用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差距均在 5篇以内；仅在中国语言文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心

理学 3个学科中，本地作者转载量略多于本地期刊的转载量。 

 

4.2.2 甘肃本地各学科作者与期刊的关联特征不一 

 将甘肃地区转载论文各学科的作者本地投稿率与期刊本地稿源率汇制成图 7。与江苏地

区不同，图 7中甘肃各学科分布较为分散，四个现象均有且左上的第二象限学科最多，这与

甘肃地区期刊转载量强势领先与本地作者转载量有关。甘肃地区各学科呈现 “封闭”、“疏

离”、“失衡”三种不同的本地期刊与本地作者的关联特征。 

历史学、民族学、中国语言文学 3个学科位于图 7的第一象限，期刊本地稿源率和作者

本地投稿率均较高，代表甘肃期刊与本地作者优秀稿件互相依赖度高，是本地资源“封闭”

的表现。例如，甘肃期刊共转载历史学论文 35 篇，其中本地稿源占 34.29%，其余转载论文

来自其他 11 个地区；本地作者共转载历史学论文 27 篇，发表于本地期刊的占 44.44%，其

余转载论文仅发表于 8个其他地区，覆盖度较窄。加强异地交流有利于提升甘肃地区历史学

期刊和研究的整体实力。 

哲学、政治学、应用经济学 3个学科位于图 7的第三象限，期刊本地稿源率和作者本地

投稿率均较低，代表本地期刊与本地作者交互度较低，是本地资源“疏离”的表现。以哲学

为例，甘肃期刊共转载 24篇，而本地作者共转载 22篇，数据非常接近，但本地作者发表于

本地期刊的仅 2篇，表明本地期刊和作者互相关注度不足，这也是造成甘肃地区哲学学科期

刊和作者实力在各地中较为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法学、图情档等 5个学科位于图 7的第二象限，期刊本地稿源率很低，但作者本地投稿

率很高，代表甘肃优质期刊资源远大于本地优质作者资源。如法学中，期刊本地稿源率

8.33%、本地作者投稿率 57.14%，因而本地期刊需要更多的外地稿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位于图 7的第四象限，情况截然相反，因而本地作者需寻找更多的外地期刊投稿。这种本地

期刊和本地作者之间的“失衡”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为两者互促式发展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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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甘肃作者与期刊本地率示意 

 

5.基本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中国人文社科优秀期刊和作者的区域关联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总体上，人文社科优秀期刊和作者的区域分布呈现不均衡性
[18]

。优秀作者的“马

太效应”更强，更趋向于集中在少数地区，而优秀期刊虽然明显聚集于东部区域，但分散程

度相较略高。这种特征形成的原因是，首先是科研机构（特别是高校）的区域布局本身较不

均衡，而科研机构之间的竞争加剧了科研人才的定向流动，两者的叠加效应进一步加剧了优

秀作者的富集程度。期刊的区域分布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与影响，流动性较弱，富集效应受

到一定限制。 

第二，优秀期刊的整体办刊开放度较好，各区域优秀期刊的作者群普遍覆盖较多地区，

呈现分散性；期刊作者本地率与当地研究实力正相关。但不同地区也有明显差异，部分区域

的优秀期刊，本地稿件比例与平均比例相距较大，应该加大稿件来源，从全国范围搜索优秀

成果。 

 

第三，各区域的优秀期刊与优秀作者的关联特征差异较大，在不同学科呈现出“封闭”、

“疏离”、“失衡”等多种状态。部分特征将对区域的学科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应当深入分

析与研究关联特征状态的生成原因，从而因地制宜地制订相关政策促进快速发展。 

 

这些现象对人文社会科学资源配置、期刊发展、学术评价等实践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第一，应推动学术资源进一步共享，促进学术的均衡发展。 

优秀期刊是学术的重要载体，优秀作者是学术的发展源泉，两者的均衡发展将有利于学

术根基扎实、百花齐放。均衡不是“平均”，而是期刊、作者等学术元素在充分发挥区域特

色和主观能动性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良性区域发展状态，是健康学术生态系统的重要尺度之

一。针对区域不均衡状况，相关管理部门应该根据如上规律从资源配置上有针对性地给予引

导、调节，实现强强联手、以强带弱、优势互补、抱团取暖，最终实现各地区的共荣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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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和协同进步
[19]

。在同一地区内部，本地期刊和作者实力差异过大或对异地过于封闭，

均不利于发展，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地区学术发展对策，推动本地学术期刊和学术研究相互

促进、开放共荣、交互提升。 

第二，应加强学术交流和期刊与学者的相互了解，促使学术协同发展。 

马太效应既可能优化资源配置，也可能带来不公平垄断
[20]

，但不应成为阻碍学术交流的

因素。无论同地还是异地，相同学科领域的期刊与作者彼此之间应加强交流，增进了解。办

刊单位应充分重视期刊和作者的区域布局问题，具备全国乃至全球视野，积极发现、培养科

研新秀，引导广泛地区内期刊相关学科领域作者的成长。一些稿件来源较为集中，本地稿源

率较高的期刊，应提升期刊开放度，寻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应注意扶持学术力

量较弱的地区。学术资源匮乏地区的期刊，更应凸显特色，通过加强与学术实力较强地区的

交流，实现困境突围。 

第三，应强化以学术评价引导区域均衡发展的机制与方式。 

学术评价是作者投稿、期刊选文、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当前的学术成果评价、期刊评

价、机构评价中，均以“奖优罚劣”为主要标准，易加重学术期刊和学术研究力量过于集聚

到少数者的负面马太效应。因此，在学术评价导向和评价指标设置上，应将期刊作者群或机

构学术影响的区域分布广度纳入评价体系。在期刊评价中，要加强区域覆盖与区域均衡的指

标（如作者地区分布广度、作者机构分布广度等），引导期刊适当促进学术区域均衡发展。

在作者评价中，可对其论文发表期刊的种类和地域分布设置要求，引导作者向不同种类、不

同级别和不同地域的期刊投稿。根据区域学术期刊和学术力量分布规律，应分类、分级评价，

体现梯度差异性，从而推动不同地区、层级、类型的期刊、机构、作者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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