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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periodicals has long been focused on by academic and journal 

communities. Having consulted some researches and related materials about online publication for 

domestic academic journals, certain cognition has been gained about current situation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at home and abroad of academic journals’ online publication. Therefo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cope of academic journals’ online publication will be widen, international awareness 

of academic journals’ online publ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n academic journals will be 

intensified to creat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latform which is an significant channel to propel 

academic journals forwar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t the same time, brand establishment on 

China’s academic journals, as a new basis for its intentional development, help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at a rapid speed. As a result, buildi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eriodicals in full efforts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n 

china’s academic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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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学术期刊的未来发展，一直是学术界和期刊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通过对国内学术期刊网络出版的研究及相关

资料的查阅，对于学术期刊网络出版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国内外发展有了一定的认知。提高学术期刊网络出版的研发领域、

强化学术期刊网络出版的国际化意识、加强国内外学术期刊的交流、创建国际化交流平台，是推动学术期刊走向国际化的重

要途径。同时构建中国学术期刊的品牌化也是学术期刊国际化发展的新基点，品牌创建有助于快速促进学术期刊的国际化。

全力打造国际化学术期刊，对于促进中国学术期刊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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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术期刊网络出版研究现状 

1.1 国外研究现状 

随着世界科研的进步，网络出版已经成为国际科研教育理论交流的一种手段。对于网络出版的未来发

展方向以及进一步完善网络出版途径，提高网络出版水平等各方面，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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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外的网络发展环境，国外学者对于网络出版的研究已经深入。1990年Sharon Rogers和 Charlene 

Hurt 提出了建立一个跨学科的学术交流系统用于网络电子期刊的出版。1999年 John W.T Smith认为学术

期刊网络出版应该建立一个主题焦点，并提出期刊的分解出版模式。实现了传统期刊与网络期刊的交叉互

补性发展，并且使得期刊的学术观点争鸣越加充分。近年来国外学者先后从技术、标准、管理、出版模式

等多方面对于学术期刊的网络出版进行了探索研究。2003 年 BOAL 提出了建立自我存档的电子档案和开放

存取期刊两种途径以实现学术期刊网络出版的开放存取版模式。伴随着网络科技的进步，国外的学术期刊

网络出版在技术以及市场、管理模式上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与制度。 

1.2  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我国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出版在期刊出版市场上的发展越发耀眼。学术期刊的网络出版作为期

刊经营的一种发展渠道，起初在我国的发展并不顺利，网络出版的版权问题、网络出版市场的低保证以及

网络出版市场的低传播率使得网络出版面临众多问题。2001年我国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法》确立

了网络出版的传播权，并在 2006 年确立了版权保护政策，为学术期刊的网络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面对学术期刊的网络出版发展，我国的研究学者一致认为网络出版在促进学术交流方面具有一定的现

实发展意义。在这一认知下，我国研究学者对于如恶化发展网络出版进行了探索研究。李红教授建议我国

以国家力量支配、整合、挖掘期刊出版资源，建立一个精品的学术期刊网络出版平台，并搭建相应的支撑

体系。赵欧和李宁教授则在合理注意义务方面指出了网络出版发展的问题，并指出拥有网络出版许可的机

构应该在著作权、链接、网络广告、科技保密、政治问题等方面做到义务并且有效的处理。 

2 学术期刊网络出版发展现状 

学术期刊一直是国内期刊发展的一个侧重点，但相对于其他期刊的发展，学术期刊的发展明显狭窄。

学术期刊的网络出版发展不仅仅受限于专业人员的自身学术水平和思想，同时也受限于阅读市场以及国内

出版的发行力度和传统出版市场份额。 

2.1 传统市场份额位居主导 

传统出版作为学术期刊发表的一个重要途径，它的发展以及市场控制能力，对于学术期刊的市场具有

重要作用。在传统意义上学术期刊的发表一般依赖于传统的期刊出版，学术期刊对于传统期刊出版的看重

明显比大于网络出版。虽然学术期刊在传统出版上相对于其他期刊一直存在劣势，但由于起初的思想定位

更多的专家学者更愿意通过传统方式出版刊物。 

虽然网络出版给传统期刊出版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传统期刊在期刊市场上仍有很大的潜力。从近五

年的数据调研报告来看，图书出版整体上是增长的，且纸介质出版的品种、出版总印张、总印数、总定价

都保持小幅度增长。我国的图书出版数以及新书出版类型和总数相对往年出版虽有浮动，但却也保持向上

增长。这说明传统出版在与网络出版的对抗中仍有一定的优势。同时由于国内网络出版的发展并不成熟、

渠道上的低保障，导致专家学者在选择投稿途径上更偏向传统出版。这也使得传统出版在学术期刊发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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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了一定的市场优势。 

2.2 网络出版思想限制 

虽然网络出版的发展在国内外市场上有了一定的基础和地位，网络出版和传统出版两者的发展各有优

劣，但是网络化的出版在思维上限制了一定的市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但是互联网的人群更多的锁定在中青年以及未成年上的身上。由于老年人在学习以及接触能

力上的差异，以及对传统教育思想的充分肯定，致使部分老年学术专家、学者在网络出版上产生了思想限

制。 

网络出版对于学术期刊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更为严格，因为网络出版的受众在一定程度上明显大于传

统期刊的受众。同时在国内外的期刊交流上，更多的交流依赖于网络期刊。由于国际交流的需要，网络期

刊在发表上对于期刊内容的审核要求更为严格，但是由于部分专业人员在内容上缺乏一定的专业性以及观

点的说服力上面临退稿，这使得专家、学者在自身专业水平限制和网络审核要求严格的基础上，对于网络

出版形成了一定的思维行为规避。 

3 学术期刊网络出版发展趋势 

3.1 构建合理投稿渠道 

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出版已经成为国内外期刊出版的一条重要途径。传统

期刊的发展虽然保持一定的基础，但是在数字化出版的大众化潮流下，传统期刊的转型已经成为一种社会

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传统期刊转型的过程中，网络出版的发展也必须保持一定的发展进度，从而弥补网络

出版自身的劣势。 

在我国的网络出版上，我们很容易发现其存在的渠道问题。网络出版首先要具有良好的投稿渠道，然

后才能进一步的发展。一本期刊的出版与发表离不开投稿人员的支持，稳定的稿件来源与接收渠道对于网

络出版而言是最为关键且最为基础的发展条件。因此构建合理而稳定的投稿渠道对于网络出版至关重要。

在网络科技的时代下，构建网络出版渠道依靠的还是互联网络，因此学术期刊的网络出版首先要构建网络

出版平台，为投稿人提供一个稳定、有保证的网络渠道。目前我国网络出版渠道发展并不成熟，这也就使

得构建一个合理而稳定且有保证的网络出版渠道成为未来网络出版的一个新开拓点。 

3.2 打造专业化品牌专线 

目前我国的网络出版市场是在逐渐发展的阶段，相对于传统学术期刊出版市场，数字化的网络出版能

更方便、更迅速的走进国家级发展平台。数字化网络的出版对于市场的快速发展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与便利

性。面对现如今我国相对纷杂的学术期刊网络出版平台，打造专业化学术期刊网络平台对于快速树立学术

期刊网络出版专业品牌至为重要。 

打造我国专业化的学术期刊平台，建立知名的学术期刊品牌是大数据时代下学术期刊发展的新机遇。

相对于国外知名的学术期刊网络出版平台，我国的学术期刊发展迟缓且知名度低。目前我国较大的学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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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网络出版平台有中国学术期刊网、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平台、维普网，在这四大平台中中国知网以含括

面积广、发展较为完善而拥有一定的国内外发展优势。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内，打造一个全新的专业化

网站需要一定的时间与精力，相对而言利用我国现有的资源大力支持我国目前市场内的知名网站鼓励其对

外国际化发展是快捷而有效的。因此在网络出版的未来发展市场上，打造专业化的品牌出版平台将是推进

网络出版发展的重要举措。 

3.3 网络与传统协同发展 

在数字化网络出版的快速发展下，传统出版虽面临挑战，但是其原有的市场基础以及国内外教育的需

求使得传统出版存在一定的发展优势。因此在未来的市场中网络出版与传统出版并非一定要一争高下，也

可以携手并进。2014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协同发展”的观念，2015年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互联网+”的

概念，两者都强调了融合共赢的发展理念。随着国家政策的提出以及发展新观念的快速应用，网络出版与

传统出版的融合发展也必将成为未来出版市场的新方向。 

在已有的文献分析中发现，现有的“互联网+”更多的是对新闻出版业和图书出版业的研究与引用，

对于学术期刊的“互联网+”研究却还没有受到重视。传统出版业的转型与创新已经成为传统出版业发展

的重要一步，在这一前提下学术期刊的网络出版必须抓紧机遇，强化与传统学术出版的合作，加快学术期

刊的发展步伐，提高学术期刊的市场地位。只有在保证一定的市场基础的前提下，学术期刊的网络出版才

能加快国际化进程。 

4 学术期刊网络出版国际化发展路径 

4.1 提升出版方国际化意识 

学术期刊作为国内外学术交流的一个传播媒介，对于学术的传播与交流至关重要。我国的学术期刊要

想达到一定的学术高度，除了加强对学术研究人员的自身水平培养之外，同时也必须提升我国学术期刊出

版方的国际化发展意识。国际化的发展并不是单方面的要求，一本优秀的学术期刊除了学术研究人员的自

身努力，还需要学术出版方对于学术文章的把控度，以及对学术期刊发展方向的引领。 

网络出版相对于传统出版的差别一定程度上在于传统出版对于文章的要求以及审核更为严格，而网络

出版对于文章的审核存在一定的缺陷，其注重的是一些格式及排版等问题而非内容的科研性。因此提升网

络出版方的国际化意识，强化网络出版方对于出版期刊的审核，是提升学术期刊质量，打开学术期刊网络

出版国际化的前提。同时网络期刊出版方作为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化发展的一个纽带，必须时刻关注学术的

国际化研讨，随时掌握国际化学术发展的方向。学术期刊的自身质量与价值是其走向国际的关键，同样网

络出版方对于学术期刊的质量把控也非常重要，故提升出版方的国际化意识是促进网络出版国际化发展的

思想基础。 

4.2 拓展研究领域提升研究品质 

学术期刊的质量水平是衡量其是否具有走进国际化交流平台实力的一个重要准则，一定的学术研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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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以及科研发展创新是走进国际化的必备特征。拓展学术研究领域一方面依靠学术研究者自身知识的积累

与学习，另一方面依靠网络期刊管理部门的支持与引导。 

首先国家层面上应当给予科研创新人员一定的支持，对于科研创新性学术论文给予一定的优先发表鼓

励，为学术论文开拓良好的发展空间。其次网络期刊管理部门和出版编辑部门应当积极引进国外优秀期刊

论文，打开学术专家、学者的眼界以及知识层面。鼓励期刊编辑社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坐镇，保证期

刊内容的学术性，提高学术期刊的时效性，以及调控和指导学术研究领域及未来发展方向。学术领域的提

升离不开学术专家、学者在研究领域的眼界及对学术知识的积累和对社会发展的敏感度，这就需要学术专

家、学者在自身学习的基础上加大对社会的探索与研究。学术专家及学者应以团体形式，加强学术界的交

流与探索，完善学术界的科研理论，从自身以及团体建设两方面提升学术界的研究领域。 

4.3 重视合作强化传播 

中国的学术研究要想打开国际的大门，必须要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的发展策略。首先国内的网络

出版要采取开放式的策略，完全打开国内国际学术交流的大门。大力邀请国外学术期刊专家、学者的稿件，

积极举办国内外学术研讨会议及活动，引进国际著名期刊在国内的出版发行。注重与国外出版编辑及网络

出版的合作，坚持国际期刊标准，聘请国际知名学者加入评审团，平衡国内期刊编辑团队的海外比例，完

善合作交流平台。 

学术期刊网络出版的国际化发展一方面要依靠国内外的合作与交流，另一方面还需要加强对国外市场

的营销宣传。国内的学术期刊要走向国际化一是要注重其学术期刊的质量，二是强化营销与传播。只有在

国际上拥有一定的市场，国内的网络期刊出版才能快速获得发展。网络的发展正是网络期刊出版的一个优

势，学术期刊网络出版可以在网络上建立一个专门的海外发行站点和海外营销传播团队，或者与世界大型

期刊宣传点进行合作，扩大国内学术期刊网络出版的阅读群体，提升其国际影响力与知名度。 

5 结语 

我国作为一个期刊发行大国，在国际上发行的期刊数量以及文章被引用比例近年来居高不下，但是在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仍未得到一个提升。这使得我国学术研究人员以及科研人

员在未来学术期刊的发展上加深了创新及研究领域，并对于我国未来的学术期刊投入了更多精力。相信在

未来的国际市场上我国的学术期刊一定会大放异彩。学术期刊的网络出版作为时代发展的产物，在国际网

络发展的时代下拥有明显的优势。目前我国一部分学术期刊网络出版已经走上国际平台，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会有更多的学术期刊网络出版出现在国际化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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