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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今国际一体化、信息快速传播和网络化背景下，面对国际传媒集团的强力竞争，国内大量优秀科研论

文流向海外期刊，国内科技论文作者年轻化、科研论文“半成品”化已成不争的事实。《水利学报》的出路究竟在

哪里？通过对《水利学报》影响因子和纸质期刊发行份数分析，提出《水利学报》强化数字出版势在必行。根据

《水利学报》目前采用的是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相结合的出版方式，提出《水利学报》未来数字出版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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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水利学报》创刊于1956年，是中国水利学会主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是水利行业创刊最早、国
内外最具影响的学术期刊。《水利学报》刊登反映水利、水电、水运领域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专题综

述和工程技术总结，开展学术论文的讨论和评论，介绍国内外科技动态和消息。主要专业范围涵盖：

水文及水资源、防洪减灾、灌溉排水、水力学、泥沙、河港水运、岩土工程、水工结构及材料、水利

水电施工及监理、水力机电、水利经济、水环境和水利史研究等。

根据《2014年版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1]，《水利学报》2013年核心总被引频次3905，在
水利工程类期刊中排名第1；核心影响因子1.068，在水利工程类期刊中排名第2；综合评价得分84.8分，
在水利工程类期刊中综合排名第1。《水利学报》连续11年被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评为“中国百种
杰出期刊”，荣获中国出版科学研究院颁发的“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称号，被中国科学文献计
量评价研究中心评为“2012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和“2013年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自2006年开始，连续多年获得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资助项目。

然而，在当今国际一体化、信息快速传播和网络化背景下，面对国际传媒集团的强力竞争，国内

大量优秀科研论文流向海外期刊，国内科技论文作者年轻化、科研论文“半成品”化已成不争的事实。

《水利学报》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如何把握期刊国际化、数字出版和集群化为水利期刊发展带来的机

遇，把《水利学报》打造成高效的现代化科技期刊？

2 《水利学报》数字出版意义

（1）《水利学报》影响因子近两年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为了解《水利学报》自2005年以来影响因子的变化情况，绘制《水利学报》影响因子变化趋势图

（见图1）。从图1中可以看到：《水利学报》影响因子从2005年的0.598增大到2010年的1.194；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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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影响因子逐渐下降，2012年的影响因子减小到0.971；近两年，《水利学报》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
施，虽然遏制了下滑趋势，但是效果不很明显；2013年，影响因子又增大到1.068。

图1 《水利学报》影响因子变化趋势

选取2005—2012年的15种期刊分析其影响因子[1-8]变化趋势（见图2）。从图2可以看出，影响因子
变化总体可以分为4种趋势：（I）影响因子逐渐增大趋势，例如《土木工程学报》、《农业工程学报》和
《水科学进展》等；（II）影响因子基本保持不变趋势，例如《岩土力学》和《环境科学》；（III）影响
因子先增大后减小趋势，比较典型的有《中国农业科学》、《地球物理学报》和《生态学报》等；（IV）
影响因子逐渐减小趋势，包括《水土保持学报》、《中国科学D辑》和《自然资源学报》等。良性期刊
的影响因子变化趋势应该是第（I）和第（II）种类型。《水利学报》属于第（III）种类型，影响因子变
化趋势是先增大后减小。这种变化趋势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图2 《水利学报》影响因子横向比较

（2）纸质期刊发行份数在逐年减少
《水利学报》纸质期刊1980年印刷8000多份，1992年印刷3000多份，2000年印刷2000多份，2013

年印刷1500份。《水利学报》纸质期刊印刷份数在逐年减少。随着网络越来越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
来源，纸质期刊发行份数还将进一步减少。因此，仅通过纸质期刊的发行量来扩大《水利学报》期刊

影响力和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是不可行的。

从影响因子和纸质期刊发行份数来看，《水利学报》实现并强化数字出版势在必行。

3《水利学报》数字出版现状

2010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9]
中指出：“数



字出版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其

主要特征为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水利学报》目

前采用的是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相结合的出版方式。具体体现在：内容生产过程实现了部分数字化、

管理过程实现了部分数字化、产品形态实现了数字与纸质并存方式、传播渠道实现了互联网与纸质期

刊传播方式相结合的形式。

（1）内容生产过程

《水利学报》自2008年开始使用北京勤云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远程稿件处理系统（7.0版），2014
年又将该系统升级为8.0版。远程稿件处理系统[10]是利用编辑部内部局域网和Internet平台，实现作者、
编辑、审稿专家、编委、主编等一体的协作化、网络化、角色化的编辑稿件业务处理平台。系统避免

了纸版和电子邮件投稿及审理各环节的各种弊病，实现作者在线投稿、专家在线审稿、编辑在线办公，

提高了编辑的工作效率，使审稿流程更规范，稿件处理周期更短，与作者和审稿专家的沟通更及时、

便捷。

《水利学报》自2009年使用中国知网的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
检测系统是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SPRINGER等国内外大型全文数据库作为比对数据库
的基础上，提供来稿审查、已发表文献检测、疑似学术不端文献作者查询的详细功能，还可以帮助编

辑部自建数据库，用于学术不端行为的对比检测。

（2）管理过程

作者、读者和审稿专家的管理实现部分数字化。《水利学报》建有作者数据库、读者数据库和审

稿专家库。《水利学报》的作者数据库可以方便查询作者在《水利学报》的投稿情况，例如，投稿、

发表文章和退稿文章数；也可以快速查到论文作者的相关信息，例如，单位、地址和研究方向等。通

过《水利学报》读者数据库，可以查询到浏览《水利学报》的读者群的相关信息，包括姓名、年龄分

布、单位、学历、职称和专业方向等，从而可以进一步详细分析《水利学报》的读者群体。通过《水

利学报》已有的审稿专家库，查找以往审过本学科方向稿件的审稿专家，快速找到论文合适的审稿人，

让真正的同行审稿人来审这篇稿件。

（3）产品形态

《水利学报》目前有2种产品形态：纸质印刷期刊和pdf电子期刊。《水利学报》为月刊，目前每

月月底印出纸质期刊；《水利学报》自2008年开始建有自己的网站，通过网上发布系统将《水利学报》

的pdf格式的电子数据上传到水利学报网站上，以方便读者浏览。

（4）传播渠道

《水利学报》目前建有自己的网站，网址为http://jhe.ches.org.cn/jhe/ch/index.aspx。同时，《水利
学报》加入了国内外大型数据库，国内数据库包括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和维普数据库，国外数据库

包括美国《工程索引》（EI Compendex）、美国《剑桥科学文摘（网络版，自然科学）》（CSA, Natural

Science）、《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中国文献数据库》（JST. 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

( Chinese Bibliographic Database))、荷兰《文摘与引文数据库》（Scopus）、美国《乌利希期刊

指南》（Uirich PD, ULRICHWEB, Uirich’s Periodicals Directory）等。

《水利学报》目前为每篇文章注册了doi码，用户在网站上输入一个有效的doi标识符，就可以通

过对应的URL链接指向相应的资源内容，从而了解该资源的详细信息。

《水利学报》自2013年1月开始在中国知网上实现了论文的优先出版。通过优先数字出版实现以最

快的速度将最具有学术创新性和引导性的文献发布出来。

4 《水利学报》数字出版发展建议

（1）内容生产过程的全数字化

目前，《水利学报》内容生产过程实现了部分数字化。稿件处理过程中的二校、三校和四校均是



在纸质稿件上进行校稿，所以，远程稿件处理系统中的稿件不是最终版，从而导致在网上发布时，需

要再重新上传稿件最终版。未来将远程稿件处理系统、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网上发布系统和doi注册实
现网上无缝链接，直接在远程稿件处理系统中实现不端文献检测、网上发布和doi注册服务等功能。

加大对稿件信息自动提取功能，从而省略投稿人目前填写稿件基本信息步骤；根据相似文献的过

往审稿记录，分析审稿历史文献相似度，从而为稿件推荐合适审稿专家；实时分析期刊影响因子，被

引率和他引率等，方便查询引证报告。

（2）开发微信出版平台，强化移动互联网传播

开发微信出版平台，以方便作者使用微信查询投稿文章的录用情况和读者通过微信浏览网刊文章。

未来可实现作者和审稿人的微信端功能，只要作者和审稿人登录微信平台即可完成作者微信平台上投

稿和审稿人审稿等操作。

（3）重视数字化出版人员的培养

在人才方面，数字化出版比传统出版方式要求更高，它需要的是既懂得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同

时还要对计算机技术、现代化传媒技术、网络技术方面等方面的知识都有涉猎的综合性的人才。《水

利学报》编辑部目前有编辑6名，编务2名，全部是水利工程相关专业的人员，缺少计算机专业相关人

员。《水利学报》编辑部短期内要重视数字出版人才的引进。长期来看要有意识和有计划地培养一支

既懂编辑出版业务又精通计算机技术，以及会经营、善管理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队伍
[11]
。

(4)探索水利科技期刊数字出版模式的集团化

水利期刊目前有68家之多，传统出版单位网站若为独自经营，从点击率和下载率获得的收益往往

是微不足道的。多个水利期刊出版单位联合起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实行差异化定位，以数

据库内容的形式集成出版。《水利学报》探索与其他水利期刊合作，建立数字出版、信息发布并集成

各类资源的一站式数字出版平台和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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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us and perspectives on inline publication for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WANG Xue-feng, CHENG Xiao-tao, Han Kun, LI Lin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rapid spread of information and
network, the fact exists that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domestic research papers has been delivered to
overseas journals, domestic authors are becoming younger and younger, and that the delivered papers to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are semi-finished papers. Where is the way for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nfluence factor and circulation, intensifying the inline publication is
essential for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Based on the existing traditional and inline publishing mode,
the suggestion has been presented in the future for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Key words: inline publication;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current status;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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