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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期刊学科布局是我国期刊建设现阶段的关键问题之一，为解决期刊层次学科
分类体系在学科布局分析中的局限性，本文拟引入论文层次学科分类体系。【方法】采用对
比分析的方式，对论文层次学科分类体系在期刊布局相关研究中的优势进行了例证。
【结果】
在期刊学科分布分析中，论文层次分类体系有效揭示了综合类期刊 Nature 和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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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etin 以 及 专 业 综 合 期 刊 Science China-Chemistry 和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之间的明显学科分布差异和学科侧重。在学科演化分析中，我们通过论
文层次分类体系的挖掘，揭示了 Sensors 从围绕传感器相关研究为主，拓展成为跨多个学科
领域研究内容的期刊。针对期刊主题重叠的分析，我们发现《海洋学报》和《大气科学进展》
这两本属于不同学科的期刊在诸多研究主题上存在重叠。在期刊影响力分析中，我们以 JCR
统计学和概率领域期刊为例，分析了两种分类体系下的期刊影响力排名差异，论文层次分类
体系能更有效消除学科内部的引用差异，为期刊影响力评估提供更好客观的分类参考。【结
论】相较于期刊层次分类体系，论文层次分类体系以论文为单位进行分类，粒度细、更新快、
更加适用于期刊学科布局的研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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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Purposes] Journal’s discipline distribution is one of the key issues in the
current stage of developing journal in china. In order to solve the limitations of the
journal-level discipline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 the analysis of journal’s discipline
distribution,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introduce a paper-level discipline classification
system. [Methods]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was used to exemplify the advantages of
the paper-level discipline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 the research related to journal’s
discipline distribution. [Results] In the analysis of journal’s discipline distribution,
paper-level discipline classification system effectively revealed the obvious discipline
distribution differences and discipline emphasis between the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s
Nature and Science Bulletin, the Science China-Chemistry an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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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Society. In the analysis of the discipline evolution, through the mining of the
paper-level discipline classification system, we revealed that Sensors has expanded from
focusing on sensor-related topics to across multiple disciplin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overlap of journal topics, we found that Acta Oceanologica Sinica and Advances in
Atmospheric Sciences, which belong to different disciplines, overlap in many research
topics. In the analysis of journal impact, we take JCR “Statistics & Probability” journals
as example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in journal impact rankings under the two
classification systems. The paper-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can more effectively
eliminate citation differences within disciplines, and provides a better objective
classification reference for journal impact evaluation.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he
journal-level discipline classification system, the paper-level discipline classification
system classifies the paper as a unit, with fine granularity, fast update, and more suitable
for the research practice of journal’s discipline distribution.
Keywords：Discipline classification system; Paper-level discipline classification system;
Journal’s layout; Discipline distribution

1 期刊学科布局中的分类体系问题
科技期刊布局是科技期刊建设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合理的期刊布局有助于提高学术资源
利用效率，最大程度推动我国学术期刊快速有序发展，提升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促进
[1]

我国科学研究交流与进步、提升我国国际学术话语权、保护国家学术资源安全 。目前期刊
布局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1) 期刊学科分布，主要关注学科空白
[6][7][8]

性

和学科均衡

[7][9]

；和 2) 期刊特征分析，主要包括期刊主题同质化

(重叠)，期刊影响力(如分区、

影响因子等)层次化、期刊类型(如综合刊与专业刊，OA 与非 OA)多样化
语种

[2][3[4][5]

[5][6][10]

和期刊文种/

[6][11]

(英文刊与中文刊，藏语刊与汉语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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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期刊学科分布分析中的问题

期刊学科分布的研究依托于学科分类体系。目前相关研究中主要采用以期刊为分类对象
的期刊层次分类体系。比如，在 Web of Science(WoS)采用的 Subject Categories

[12]

学科分

类方案中，期刊与学科是一对多的关系，每本期刊平均对应着 1.58 个学科，其中跨学科的
综合类期刊被划分到综合(Multidisciplinary)，学科内的综合期刊采用学科复分或学科小
类综合的方式。 Scopus 的 ASJC 分类体系采用了类似的方案

[13]

，每本期刊平均对应 2.32 个

学科。在上述分类系统中，一本期刊通常属于多个学科，而综合性期刊一般被划分到同一个
综合类，忽略了期刊内容在不同学科上的侧重。
期刊的学科分布是动态演化的，这些依赖于专家构建的期刊层次分类体系往往是专家对
领域知识的高度抽象、概括，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知识结构，虽然对于管理者、决策者和资助
[14]

方而言更容易接受 ，但是学科分类体系本身通常更新较慢，期刊学科的对应关系的调整更
新也较慢，这不适用于期刊学科动态变化的探究。
期刊学科分布分析依赖于学科分类体系，而期刊层次分类体系因其学科复分和综合类学
科的设置，忽略了期刊学科侧重，对期刊学科分布的分析中存在不合理的情况；此外，因其
更新慢，无法适用于期刊学科动态变化的分析。因此，期刊学科分布分析需要一个更契合于
分析目的的学科分类体系。

1.2 在期刊特征分析中的问题

在期刊特征分析中，期刊研究主题重叠和期刊影响力是最为重要的两个特征。
从期刊建设的角度来看，探究期刊研究主题重叠的意义在于避免过度的同质化竞争。大
家主要采用期刊层次分类体系进行分析，发现在教育研究[15]、哲学社会科学[6]等学科存在综
合性期刊过多等问题。但是，期刊层次分类体系粒度较粗，忽略了期刊在不同研究主题上的
侧重，无法有效揭示期刊研究主题重叠的情况。已有部分研究利用期刊文本内容进行期刊区

[16]

分度分析，例如范广兵等 运用 TDA 文献分析软件，探究我国 5 种地理学综合类英文期刊的
发文内容差异，发现这些期刊发文内容在自然地理学、环境科学、人文地理学和地理信息科
学领域集中程度较高；张宝隆等人

[17]

从差异性视角提出期刊区分度测算方法对图书馆学和情

报学类别下期刊的内容差异性进行定量测算。基于期刊文本内容的期刊区分度分析目前只限
于某一个学科内的若干期刊，尚缺少覆盖所有期刊以及完整的学科体系视角的分析。已有研
究表明基于局域学科的内容分析相比于全学科的内容分析会存在较大差异

[18]

。

期刊影响力(例如影响因子和期刊分区等),是期刊界、科技界和科研管理界最为关注的
期刊话题之一。期刊影响力的测度主要基于论文引用，但学科间的引用行为有显著差异，例
如，医学领域的引用密度远高于数学领域。因此，期刊影响力对比分析需要限定在引用行为
相同或相近的学科内。目前期刊影响力的评价和分析中，主要采用了期刊层次分类体系(如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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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S、Scopus 和 CSSCI 等分类体系)对期刊进行分类对比。但是，Eck N V 等

指出 WoS 学科

分类(Subject Categories)内部的引用数也存在较大差异，比如临床神经医学内临床干预研
[4]

究的论文引用通常较低，而基础和诊断研究的论文引用较高。Shen 等人发现在 WoS 的概率
与统计学科中，概率相关期刊的影响因子普遍低于统计相关的期刊。除了学科粒度不够细之
外，学科复分也会给影响力分析带来问题，会将实属不同学科的论文进行直接比较，对期

刊影响力分析造成系统性偏差。

1.3 本文结构安排

在期刊学科分布和期刊特征的分析中，大家主要采用期刊层次分类体系，但是现有研究
表明期刊层次分类体系的学科复分、综合类学科设置、学科粒度较粗、更新较慢等问题，无
法继续满足期刊学科布局的研究需求。亟需一个可以考虑期刊学科侧重、分类粒度更细、更
新更及时的系统的分类体系。单从学科粒度来看，已有部分学科分类方案满足文章层次的分
类需求，如面向全学科领域的中图分类法，和专门针对物理学领域文献分类的 PACS(Physics
and Astronomy Classification Scheme)等。但两者均为依赖于领域专家的自上而下的构建
方式，更新不及时，且 PACS 等领域学科分类方案不是系统的面向全学科的分类体系，无法
满足期刊跨学科比较的需求。随着计算机算力的进步、论文引用数据和文本数据的不断积累，
自下而上构建的论文层次分类体系逐渐成熟

[20][21]

，为期刊学科布局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

角。在本文中我们将介绍论文层次分类体系在分析期刊学科布局中的应用及其与期刊层次分
类体系的差异。本文第 2 章将简要介绍论文层次分类体系的构建方法，第 3 章以案例的方式
介绍论文层次分类体系在期刊学科分布及其演化分析中的应用和优势，第 4 章介绍论文层次
分类体系在期刊特征分析中的应用和优势，第 5 章总结全文，探讨本文的局限性，展望下一
步的研究方向。

2 论文层次分类体系及其构建方法

论文层次分类体系是以论文为分类对象的学科分类体系。目前科学计量学领域利用论文
间的引用关系构建引文网络，并借鉴复杂网络中社团划分的技术进行社区发现，将引用关系
紧密的论文聚成主题，将主题对应到学科及领域构建了论文层次学科分类体系，这里我们简
称为论文层次分类体系。科学计量学领域将论文层次分类体系用于学科引用归一化、期刊影
响力评估

[22]

以及机构研究主题分析及影响力评估

[23]

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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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论文层次分类体系

论文层次分类体系的核心思想是依据相同研究主题、相同学科的论文之间引用更加紧
密、内容更加相似的特点，利用计算机算法自下而上聚类形成（见图 1）。因此，论文层次
分类体系主要有 3 个特点：①以文章为分类对象；②通过算法自下而上的构建分类体系；③
分类结果为若干论文簇。

图 1 论文层次分类体系

2.2 论文层次分类体系构建过程

论文层次分类体系构建过程包括 3 步(见图 2)，第一步根据 WoS 全库论文及其引用关系，
构建关联网络(图 2(a))；第二步，利用社团结构检测方法，对论文关联网络划分社团结构，
得到一组组论文簇(图 2(a))；第三步，构建多层级学科结构：通过设置不同的分辨率，可
以得到不同层级的论文簇(图 2(b))。其中没有引用关系的论文可以通过论文标题、摘要和

关键词等文本信息，利用文本相似度的计算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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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2 论文分类方法

目前，莱顿大学 CWTS[20]、爱思唯尔 Scival[24]平台和科睿唯安旗下 Incites 平台均提供
[21]

了论文层次分类体系用于学科分类及相关研究。本文以 Incites 平台的 Citation Topics

分类体系为例进行分析说明。Incites 平台的论文层次分类体系—Citation Topics 是三层
分类体系包括了宏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微观层次(见表 1)，年度更新。
表 1 Citation Topics 论文层次分类体系
学科层次

Citation Topics 数量

宏观层次

10

中观层次

326

微观层次

2444

3 论文层次分类体系在学科分布研究中的应用

3.1 期刊学科分布对比分析

期刊学科分布是学科布局中的关键问题，我们遴选了四本典型的综合类期刊，分析其在
期刊层次分类体系和论文层次分类体系下，学科分布的差异。Nature 和 Science Bulletin
都是典型的跨学科综合类期刊，研究范畴较为广泛，刊载来自各个学科领域顶尖的科研成果。

Science China-Chemistry 和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JACS)是化学
领域综合类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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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于期刊层次分类体系的 WoS 和 Scopus 数据平台中，四本期刊均被划分到综合类或
复分到多个学科(如表 2 所示)。我们发现从 WoS 和 Scopus 平台上期刊层次分类体系中，可
以得到的信息是 Nature 和 Science Bulletin 这两本期刊属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类期刊，

Science China-Chemistry 和 JACS 属于化学领域内的综合刊，但是对几本综合类期刊的学
科侧重难以挖掘。
表 2 期刊学科分类表
期刊名称

WoS 平台分类

Scopus 平台分类

Nature

Multidisciplinary

Multidisciplinary

Science Bulletin

Multidisciplinary

Multidisciplinary

Chemistry,Multidisciplinary

General Chemistry

Science
China-Chemistry

General Chemistry、
JACS

Chemistry,Multidisciplinary
Biochemistry、Colloid and
Surface Chemistry、Catalysis

我们将四本期刊 5 年(2016 年-2020 年)的论文映射到 Citation Topics(中观层次)对应
的学科图谱中，得到图 3。Nature 和 Science Bulletin 的学科图谱分布相较于两本化学领
域综合刊 Science China-Chemistry 和 JACS 要更为广泛。但是，同为跨学科综合类期刊的

Nature 和 Science Bulletin 差异较大。首先，Nature 在生命科学领域、物质科学、地球环
境科学等领域均有侧重，而 Science Bulletin 主要侧重于物质科学领域；其次，Nature 学
科分布范围明显比 Science Bulletin 更为广泛，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领域，Science Bulletin 几乎还未涉足。Science China-Chemistry 和 JACS 同为化学领域
综合刊，主要发文领域为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但是，JACS 的发文规模远大于 Science

China-Chemistry，此外，JACS 还有大量研究出现在生物医学与健康科学领域，而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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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Chemistry 较少涉及其他领域。

注:图中色块代表宏观层次的学科领域，圆圈代表中观层次学科主题，圆圈大小代表期刊在该主题的发文数
量，圆圈颜色代表学科领域。5 个色块分对应的是 5 大学科领域，其中左侧的绿色区域为生物医学与健康
科学领域(Biomedical and health sciences)，左上的紫色区域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中间的蓝色区域为生命与地球科学领域(Life and earth sciences)，右上的黄色区域
为数学与计算机科学领域(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s)，右下红色区域为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
域(Physic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图 3 期刊论文层次学科分布图谱
我们以综合刊为例，对比了期刊层次分类体系和论文层次分类体系下的学科覆盖，论文
层次分类体系从论文视角反映了期刊对科学研究的覆盖情况，可以有效的体现期刊学科侧
重。

3.2 期刊学科演化分析

科学研究日新月异，对于期刊学科主题演化趋势的把握，有助于对期刊学科分布进行动
态跟踪和调整，为期刊未来发展和战略决策提供重要的情报支持[25]。论文层次分类体系以论
文为分类对象，更新及时，这为期刊学科主题演化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我们以 Sensors 为例，Sensors 是由 MDPI 出版的传感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开放获取期
刊。该刊自 2002 年被记录在 JCR 平台上以来，一直被复分到化学-分析化学(Chemistry,
Analytical)，电化学(Electrochemistry)，设备和仪器(Instruments & Instrumentation)，
在 2019 年其学科被调整为化学-分析、工程-电气和电子(Engineering, Electrical &
Electronic)、设备和仪器。但是，我们通过 Citation Topics 中观层次学科分类的分析发
现该刊自 2005 年其在研究主题覆盖和侧重上变化明显(见图 4 )。根据图 4，我们看到 Sensors

初期主要围绕传感器方面的研究，如生物传感器和电气-传感器与监控，但是随着时间的演
化，生物传感器和电气-传感器与监控占比均大幅缩减。目前，Sensors 已经拓展为涵盖电
信、计算机视觉与图形、步态与姿态、光电子与工程等多学科领域的期刊。同时我们可以看
到在 Citation Topics 中 Sensors 的论文主题始终未涉及电化学，这与 JCR 近期的分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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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复分到电化学）是相一致的。

图 4 期刊 Sensors 研究主题时间演化
论文层次分类体系为期刊学科演化分析提供了可靠的方案，一方面我们可以把握期刊研
究方向的变化为期刊战略布局提供支撑，另一方面有助于科研人员及时把握前沿主题，进而
对其投稿选择也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4 期刊特征分析中的应用

4.1 期刊研究主题重叠

从期刊建设的角度来看，我们在探究期刊学科布局时需要更加关注期刊研究主题的重叠
情况，避免期刊之间过度的同质竞争。
以《海洋学报》和《大气科学进展》为例，在 WoS 期刊层次分类体系中，《海洋学报》
属于海洋学科，《大气科学进展》属于气象与大气科学，无法发现两本期刊学科的重叠情况。
而从论文层次分类体系，我们可以看到两本期刊在多个主题上存在重叠，尤其是在海洋学、

气象学和大气科学这个主题上，其中大气科学进展在该主题上的发文量占其载文量的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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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学报为 31%，重叠比例极高。

图 5 《海洋学报》与《大气科学进展》中观层次主题重叠情况
为深入探究两本期刊在该主题上的重叠情况，我们将中观层次的“海洋、气象学和大气
科学”主题展开到微观层次的研究主题(见表 3)。可以看到两本期刊在海洋、气象学和大

气科学主题下的 ENSO(厄尔尼诺－南方振荡现象)、内波和云上有大量重叠。

表 3 《海洋学报》与《大气科学进展》微观层次主题重叠情况

海洋学报

大气科学进展

微观层次

发文量

微观层次

发文量

内波

140

ENSO

187

海洋、气象学

ENSO

71

热带气旋

152

和大气科学

散射计

32

蒸腾作用

48

热带气旋

20

云

33

云

8

内波

17

借助论文层次分类体系对两本期刊中观层次和微观层次研究主题的深入剖析，我们
确认了两本期刊在诸多研究主题上的重叠情况，这对两本期刊的发展战略具有参考作
用。

4.2 期刊影响力分析

期刊影响力的分析应充分考虑学科间的引用差异，不同分类体系下归一化的期刊影响力
差异显著。为了对比期刊层次分类体系下和论文层次分类体系下，期刊影响力的差异，我们
选取 JCR 统计学和概率(Statistics & Probability)领域期刊进行对比分析。基于科睿唯安
InCites 库内提供的 Citation Topics(微观层次)归一化的影响力和 Web of Science 归一化
的影响力，我们分别计算了论文层次分类体系归一化影响力的排名和期刊层次分类体系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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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影响力的排名，排名越小影响力越高(见图 6)。

图 6 不同分类体系归一化影响力排名对比
如图 6 所示，两种分类体系下的归一化影响力排名整体上有较高的相关性，但也存在一
些变化较大的点。我们可以看到概率类期刊普遍处于对角线下方，说明其在期刊层次分类体
系下的归一化影响力被系统性低估。图中标出了两本较为离群的概率类期刊，Law,

Probability and Risk（LPR）和 Probability in the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al
Sciences（PEIS），其中 LPR 在论文层次分类体系下的排名远低于期刊层次分类体系下的排
名。借助论文分类体系分析其论文学科分布情况发现有 40%的论文属于化学和临床医学等引
用密度较高的领域，有相对引用优势；PEIS 则情况相反，其有 40%的论文根据属于数学等引
用密度较低的领域，存在引用劣势。相比于粒度较粗的期刊层次分类体系，粒度较细的论文
层次分类体系可以消除了这种引用优劣势，因此产生了巨大的排名差异。论文层次分类体系
可以将每篇论文与内容和引用行为更加接近的论文进行分组比较，为期刊影响力的评估提供
了更加准确的分类参考。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从期刊学科分布和期刊特征分析两个视角，对期刊层次和论文层次的分类体系进行
了对比分析，阐释了论文层次分类体系在期刊学科布局分析应用中的优势。
在期刊学科分布分析中，论文层次分类体系有效揭示了四本综合类期刊的明显学科分布
差异和学科侧重。在学科演化分析中，我们通过论文层次分类体系的挖掘，发现 Sensors
从围绕传感器相关研究为主，拓展成为跨多个学科领域研究内容的期刊。主题重叠是期刊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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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分析的重要内容，我们以《海洋学报》和《大气科学进展》为例，发现这两本属于不同学
科的期刊在诸多研究主题上存在重叠。在期刊影响力分析中，我们以 JCR 统计学和概率领域
期刊为例，分析了两种分类体系下的期刊影响力排名差异，论文层次分类体系能更有效消除
学科内部的引用差异，为期刊影响力评估提供更好客观的分类参考。论文层次分类体系以论
文为分类单位构建了全学科的分类体系，粒度更细、更新速度更快，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期
刊分类体系的忽略期刊学科侧重的问题，为期刊的学科演化分析提供了更好的分析手段，同
时为期刊内容差异和影响力评估提供了统一的分类框架。
5.2 讨论
本文以案例的形式讨论了论文层次分类体系在分析期刊学科布局中一些关键问题的优
势，但未对期刊层次分类体系和论文层次分类体系作系统梳理，尤其是两种分类体系的具体
构建方法和全学科期刊布局分析中的差异。下一步工作中将应用论文层次分类体系对我国英
文科技期刊学科布局进行分析，并与基于期刊层次分类体系得到的结果进行系统比较。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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