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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信息生态链视角看，当前我国学术期刊的传统出版模式生态链失去了平衡，内部危机重重，

利益冲突严重，阻碍了信息环境下科学交流，只有通过结合开放存取出版的网络出版优势和传统出版

模式中的质量控制优势才能使整条生态链达到平等、共生、互惠、共赢。图2。参考文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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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ecology chain．it iS found that the information ecochain has lost

balance．and internal crisis and interest conflicts are serious．It obstructs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information

environment．Therefore，this paper thought that the combination with the web publishing advantage of open ac—

cess publishing and the quality control advantage of the traditional publishing model will make the information

ecochain to achieve equality，commensalism，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Keywords：Academic Journal；Information Ecochain；Publishing Model；Open Access

1 引言

信息、信息人和信息环境构成了信息生态链

的基本要素，是信息生态的集中体现⋯。如果以

信息生态链旧。视角看待学术期刊的传统出版模

式，可以看出，这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链式依

存关系‘3 J，如图1所示。学者和科研机构以投稿

方式将论文传递给出版机构，学术期刊通过同行

评议或编辑审核等质量控制手段，选取来稿中质

量好且符合期刊栏目要求稿件按期发表，并发行

纸质期刊、提供电子论文数据给数据库商。数据

库商集成多个期刊的电子资源，为学者、科研机

构、图书馆和社会其他用户提供检索服务，并提

供衍生的数据挖掘服务。图书馆通过订购学术

期刊和购买数据库为用户提供所需科研信息，从

而形成一条以学术期刊为中心的信息生态链。

这条信息生态链中，信息主要指发表的学术论

文，信息人包含学者、科研机构、图书馆、期刊出版

机构、数据库出版机构等；其中学者和科研机构

既为信息的生产者，也为信息的消费者。他们产

出、发布自己科研成果的同时，又需要及时获取别

人的科研成果。期刊出版机构、数据库出版机构

和图书馆属于信息生态链中的信息传递者。各要

素之间相互依存，形成良性的循环机制。

图1 国内学术论文出版信息生态链

随着信息环境的变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

信息量激增及信息的快速传递，学术期刊的传统

出版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一。如

学术期刊本身的容量有限与论文发表需求快速

增长之间的突出矛盾；期刊规模的快速扩张以及

科研评价机制对发表论文数量的过分强调造成

+本文系山西省回国留学人员科研资助项目“开放获取期-?lJ的学术影响力评估”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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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稿人危机”，即论文数量的快速增长与审稿

专家数量不足的矛盾；学术出版集团近于垄断的

经营模式引起的“期刊价格危机”；图书馆有限的

订购经费和用户需求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矛盾

的存在打破了信息生态链的平衡，信息人在新的

信息环境下开始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事

实上，国外出版界已经开始探讨传统模式向开放

存取(OA)出版转型的实践，如生物学和化学界

的BioMed Central一。、爱思唯尔的可选择OA曲1、高

能物理界的Scoap3项目。“、第七框架计划欧洲委

员会主持的soap项目。引等。

2信息环境的变化对国内学术期刊传统

出版模式的影响

2．1信息技术加快了科学发展的速度

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信息技术的应用就给

现有学术出版体系带来深远的影响，缩短了学术

论文出版时间，加快了科研成果向新技术和新产

品应用行业转化的效率”。科研人员通过数据

库、搜索引擎、RSS聚合订阅等方式可以迅速地获

得所需参考文献，及时地了解到学术领域的国内

外新动态，这加快了科研成果产出的速度。期刊

出版机构编辑、审稿和印刷流程的电子化、网络

化使期刊的出版周期缩短，从原有的季刊、双月

刊发展到月刊、半月刊。数据库生产商的数据更

新速度加快，尤其是一些预印本的出现，学者可

以早于印刷版获取到相关论文，图书馆电子数据

库的购买量远远大于纸质型期刊。

2．2直接式科学交流方式呈上升趋势

当前科学交流呈现出以下特点：交流频繁及

手段多样化，学者之间的交流范围扩大，尤其是

直接式交流渠道已受到明显关注。Web2．0技术

使各国学者突破时间和空间局限，通过电子邮

件、学术博客、论坛、微博等进行在线讨论和交流，

导致科研合作研究的范围扩大，促使研究领域的

交叉化，并向全球化渗透，从而有效地缩小了发

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水平差距。据SCI数

据库统计，2010年收录的中国论文(含港澳地

区)中，国际合著论文占我国发表论文总数的

22．1％，我国作者为第一作者的国际合著论文的

20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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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涉及105个国家(地区)11⋯。学者们在

发布和获取信息时有了多途径的选择，如选择开

放存期期刊、预印本系统或自存档等方式，减少了

学术交流的环节。

2．3开放存取出版的快速增长

在科学发展自身需求以及技术力量的驱动

下，在政府部门、学术出版机构、图书馆以及社会

公众等所有利益相关方共同推动和博弈下，开放

存取期刊(OAJ)的提出与实践成为一种新的出

版模式。目前，OA期刊和OA论文的增长速度显

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OAJ实行同行评审的比例

(53％)高于全球平均水平(39％)。“。；OA出版

的学科覆盖范围由最初的社科、人文和艺术领域

扩大到STM(科学自然、技术、医药领域)。”o；OA

出版由初期非营利性学术机构主导到商业性出

版机构的积极响应并试图引领和控制OA出

版。”j。总之，OA出版是一种有益于科研领域、公

共利益和学者个人的出版模式，与传统出版模式

相比，其被引优势、成本优势以及巨大的社会效

益，集中体现了OA出版的优越性。

3信息人的困境与面临的挑战

外部信息生态环境的变化使生态链内部的

各个相关利益方处境维艰，有的深陷困境亟待转

型，有的则面临着持续发展的挑战。为了找到问

题的症结所在，现对学术期刊出版机构、图书馆、

学者和科研机构等信息人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

3．1学术期刊出版机构

(1)学术期刊论文整体质量不高，优秀论文

外流严重

许多机构单纯地强调期刊发表数量，因此近

几年我国论文数量占世界份额呈快速增长态势，

根据汤姆路透(Thomson Reuters)2011年12月

公布的基本科学指标(Essential Science Indica．

tors⋯)统计，我国(包括台湾省在内)2011年1

月到8月累计有101万篇论文被Thomson Reuters

索引，论文总数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高

质量的论文数所占的比例不高，单篇均被引篇次

6．37，世界排名在20名之后¨“。同时优秀论文

近年来外流严重，据《中国科协科技期刊发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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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2011)》统计，2000年以来中国学者的SCI论

文增长308％，其中在中国SCI期刊发表的论文

增长126％，在海外SCI期刊发表的论文增长

434％；1999—2009年中国大陆作者的高影响力

论文(被引用位列各学科的前1％)有4433篇，

其中只有5l篇(1．1％)在中国大陆期刊

发表㈣。

(2)期刊出版利润不断萎缩

造成期刊出版利润不断萎缩主要原因有以

下几点：一是国际纸业价格的不断上升，导致期

刊的印刷成本加大；二是订购用户(如图书馆)

经费有限，面对期刊价格危机，只能减少订购数

量或缩小订购范围；三是数字出版模式的冲击，

主要是全文数据库出版的竞争使得期刊出版商

的发行量与广告持续萎缩。其主要收入来源版

面费也受到学者质疑，有人认为版面费使得所谓

的“学术成就”可以用钱来买”1。四是读者阅读

习惯的转变，电子图书、数据库等等数字化资源

越来越丰富，各种数字阅读设备推陈出新，以其

便携性等优势迅速在网络用户中广泛使用。据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数据，2011年数字报

纸、电子图书和互联网期刊均保持了高速的增长

势头，平均增长幅度超过25％。“。。

3．2图书馆

(1)变革的挑战

美国图书馆协会信息技术政策办公室201 1

年8月发布《面向未来：21世纪公共图书馆战略

愿景》报告，指出“许多机构正利用新的媒体和技

术与图书馆在其最根本的服务模式上进行竞

争”L”J。国内图书馆借阅、电子数据库的查阅服

务等传统业务受到搜索引擎、维基百科、数据库

商的蚕食，图书馆面临着信息技术条件下新的服

务定位及新形势下的发展问题。

(2)经费不足

随着学术期刊、电子数据库价格的大幅度上

涨，图书馆投入经费有限，导致图书馆订阅经费

严重不足，订阅量日渐减少，从而影响到专业读

者的查阅及信息获取，进一步引发了全球范围内

的“学术期刊危机”，即一方面参与学术出版的商

业机构，垄断了学术期刊出版市场，学术期刊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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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被逐年提高；另一方面作为学术期刊的主要消

费者——图书馆则面临着资金缓慢增长甚至是

削减的问题，从而导致图书馆出现了用于订购学

术期刊的费用危机。

3．3数据库商

(1)面临激烈竞争

信息时代，学者借助博客、论坛主动及时地发

布自己相关的科技成果，电子期刊、预印本、OA

期刊及OA仓储的出现及其学科覆盖范围的逐渐

扩大，使得读者能够迅速地获取所关注学科的最

新动态信息，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数据库商的依

赖性，限制了数据库商产品销售量的增长。

(2)运营手段受到多方质疑

目前，一些数据库商为了提升竞争力，与期刊

杂志社等机构签订独家出版协议‘1⋯，这引起了多

方的质疑。读者只能阅读订购范围内的论文，从

而限制了科研成果的传播，影响了学者之间的学

术交流，也造成一些不在订购范围的期刊的被引

率下降。图书馆不能单独购买数据库中某一部分

或某一类直至某一种期刊，而必须全库捆绑购买。

这种“捆绑出售”~l9。势必造成图书馆购置成本上

升，对原本就很有限的图书馆经费来说，更是雪上

加霜。

3．4学者和科研机构

(1)生态链中的弱势群体

传统的学术论文出版生态链中，学者和科研

机构与出版商集团之间由于利益取向不同而产

生的冲突一直不断，且在国内学者和科研机构明

显处于弱势。学者虽然既作为科研信息的生产者

又作为科研信息的消费者，进行论文出版时，期刊

出版商大多会要求学者签署版权转让协议，不但

没有版权转让费还要求付版面费，获取期刊又要

支付订购费。在目前以论文数量与期刊级别相结

合的单纯学术评价机制下，众多专业人员为了职

称、学业、绩效奖励而发表论文的“刚性”需求，使

学术期刊的版面成为稀缺资源。

(2)及时准确获取信息的难度增加

学术期刊的传统出版模式从投稿到见刊，时

间在半年以上，使得读者不能及时地获取最新的

科研进展信息。随着知识交流及更新速度的加

固寥圊害镩学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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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发表的滞后性影响到科学交流及成果产出的

效率。网络资源、学术成果及数据库信息量的增

加，良莠信息的混同，进一步增加了读者筛选信

息的难度：

4转型的目标与实现途径
国内学术期刊传统出版模式转型的总体目

标并不是要变革原有商业出版机制，而是试图让

出版商的商业利益与科学自身发展以及社会需

求之间达成更好的平衡，达到优化生态链的Et的。

4．1转型目标

(1)实现科学交流直接化、多样化

直接化表现为缩短交流信息链，加快学术信

息的流转速度，即缩短学术论文的出版时间、传

播速度，让期刊的论文以最短时间到达读者手

中。多样化表现为交流过程中的双向式多种连

接方式并存，即学者及研究机构运用博客、科学

社群、OA等多渠道的交流手段，实现科学研究过

程中的合作互动及动态跟踪。

(2)尽可能确保信息人各方利益最大化

利益最大化不光指经济利益最大化，也指社

会利益最大化，即信息人结合各自的优势，深度

开发共享信息资源，既能提高自身的社会信誉

度、获得成就感以体现自身价值，又能促进期刊

出版机构、数据库商新的利润增长点的产生。

(3)成本最低化

通过资源互补将信息流通中的业务交给最

擅长的人，降低自己的可避成本，提升信息链的

整体价值。将出版机构的专业型编辑队伍及专

家资源、数据库商的先进技术平台、图书馆的信

息保存及传播功能、学者和研究机构的智力资源

这些优势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既减少资源的重

复投资与建设，又能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4．2转型途径

我国学术期刊具有综合性、分散性、内向性

特点，且期刊出版和数据库出版是分离的。这一

点不同于国外，国外许多数据库的出版商如斯普

林格(Springer)、爱思维尔(Elsevier)，同时也是

学术期刊出版商，我国学术期刊传统出版模式的

优化转型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多、复杂度大。鉴于

2 0 l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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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目前状况，充分发挥OA出版的出版快速、被

引优势、科学交流成本低、研发回报高、容量不受

限等优点来弥补国内学术期刊传统出版模式的

不足；利用国内学术期刊传统出版模式中核心期

刊的声誉和严格同行评审制度来吸引学者投稿，

确保OA出版的收入，弥补续航能力的不足，将对

出版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构

建以数据库商为中心的OA出版信息生态链将更

加符合网络环境下的科学交流和各信息人的利

益需求，符合信息生态链优化的结构完善、功效强

大、价值共享的要求“’。其结构如图2所示：在

这条优化后的信息生态链中，数据库商负责接收

作者的投稿及论文资源的存取与出版，学术期刊

负责处理稿件且组织同行评议，图书馆、科研机构

负责论文资源的传播与使用。其中作为信息资源

的论文应以完全OA或部分延时OA的出版形式

发布并提供给图书馆、科研机构、学者。优化的信

息生态链除加快了科学交流速度外，还表现出如

下特点。

图2国内学术论文出版优化的信息生态链

(1)充分发挥各信息人现有的优势，细化出

版流程

数据库商的集约式技术平台成为OA出版、

信息发布的最佳平台，并突破了纸质期刊的容量

限制；学术期刊利用其期刊因子和严格的同行评

议制度吸引稿源，确保发表论文的质量；图书馆利

用自身长期从事知识管理的优势，深人参与科研，

开展参考咨询服务；图书馆、科研机构利用原有订

购费用支持OA期刊的出版；学者利用免费及时

的OA资源可以加快科研的产出。

(2)有效降低信息加工与使用的成本

统一的投稿平台有助于学者高效率地使用，

减少投稿时间成本、排队等待出版的机会成本，同

时无资金资助的学者可以通过申请研究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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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或者直接减免版面费使论文快速发表；读者

免费获取OA资源，不再支付费用；学术期刊出版

机构的费用只剩下同行评议费用、编辑费用，并

由数据库商为其支付；数据库商以网络维护、数

据管理费用为主；图书馆可以减少同一资源纸质

版、电子版的重复定购费。

(3)减少恶性竞争，开发新的核心优势

减少各信息人交叉重复业务，发挥各自优

势，挖掘新的核心优势。学术期刊机构致力于提

高其知名度，以吸引高质量的稿源。一方面追踪

国外学科的科研进展，进行及时报导；一方面开

设英文版电子期刊，既吸引国外优秀稿件，又为

国内知名学者提供国外交流平台，减少优秀论文

外流现象，提高自己的外显度和期刊影响因子。

数据库商利用Web2．O技术，建设学者互动平台，

提供专业领域同行专家对已发表论文的评价意

见，以深化研究领域，更大层面地实现合作研究。

并根据用户的特殊需求提供个性化定购服务。2⋯，

制定用户喜欢的论文合集或用户自己的论文合

集等。图书馆着手于用户信息素养教育，以帮助

用户及时准确地获取信息，同时参与到学者的科

研活动中，为其提供信息保障，同时开发专题类

数据库。1⋯，实现服务的专深化，发挥其在科学交

流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同时，优化国内学术期刊的出版模式应考虑

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范围问题。应先选择学科知

识更新快、学者OA素养好、核心期刊较集中、资

助基金较多的学科小范围进行优化，然后逐步扩

大范围，以减少阻力和降低风险。二是费用问题。

这条信息链中费用的支付，可以有以下几个来

源：图书馆节省下的定购费；基金支持的学者出

版费；发表论文的科研机构的赞助‘⋯；企业和政

府的资助；网络广告。三是版权问题。建议作者、

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采取创作共享协议，共同

开发利用共享资源。四是出版问题。鉴于公平，

合作、赞助的科研机构、图书馆和个人有获取资

源的优先权，其余机构和组织享受延期OA出版。

五是出版渠道。优化的信息链中延期OA出版可

以采取多渠道方式，例如学者的个人主页、博客、

期刊网站、全文数据库、科研机构和图书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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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使信息实现扩散范围的最大化。

5结语

国内科学出版转型研究多关注个体如学术

期刊、图书馆等的转型，对学术期刊科学出版模式

整体转型研究较少。本文利用信息生态链这一生

态视角的研究工具，一方面从宏观的角度研究了

外部信息环境的变化对国内学术期刊传统出版

模式的影响，发现国内学术期刊传统出版模式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交流效率，并受到OA出版

的冲击；另一方面从微观角度分析了该生态链内

部各信息主体目前的困境和面临的挑战，发现整

个生态链困难重重、危机四伏、利益冲突严重，只

有通过转型才能适应科学交流的新趋势，平衡内

部主体的利益冲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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