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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论文与无基金资助论文被引情况分析：
以部分高水平医学期刊为例
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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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选择基金资助论文作为高水平论文袁对其被引用情况进行分析袁同时与无基金资助论文

的被引情况进行比较袁以探讨二者被引情况存在的差异遥 结果表明袁被引用过的基金资助论文的单
篇被引频次并不比无基金资助论文高袁而基金资助论文的被引率显著高于无基金资助论文遥 由此
可见袁论文的引用率可推广应用于表示期刊的水平遥
关键词院基金资助曰被引频次曰被引率
中图分类号院 砸原园缘愿

文献标识码院 粤

科技论文是科学研究最直接的产出形式之一袁
是记录科研成果的主要载体袁是反映科研机构影响
力尧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袁经常被列为评价单位
或个人科研实力和科研水平的指标之一袁被作为课
题申报尧成果鉴定及职称评定等量化指标袁而论文质
量常以其发表的期刊的级别作为评价依据 咱员暂袁目前

用的最多的期刊评价指标是期刊影响因子遥 由于期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圆冤0远原源怨怨原园园猿

科技论文的质量是不科学的咱源暂遥 近年来袁澡 指数已成

为 科 学 计 量 和 评 价 研 究 的 新 兴 研 究 热 点 咱源暂袁
杂糟蚤藻灶贼燥皂藻贼则蚤糟泽 主编 月则葬怎灶 等于 圆园园远 年将该指标加
以扩展并应用于期刊评价中袁 从而创立了期刊 澡 指

数 咱缘暂遥 但是期刊 澡 指数也没有反映出期刊引用分布
不平衡的状况遥 因此需要联合其他的引用指标来综
合衡量期刊水平遥

刊影响因子能够从总量上把握某一期刊及其所刊载

众所周知袁 具有基金资助的课题是经过同行专

的论文客观被关注的程度袁能够从总量上计算出某

家评议而产生的袁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袁因此通过对

一期刊上发表文章被引用的次数袁是对文章所发表

基金资助的课题的研究结果进行总结而撰写的论文

论文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的定量测度遥 影响因子已

应该是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遥 本研究选择基金资助

广泛地服务于科技学术研究工作遥

论文作为高水平论文袁对其被引用情况进行分析袁同

由于影响因子是一个相对统计量袁所以可用来
客观地评价和处理各类期刊遥 通常情况下袁期刊影

时与无基金资助论文的被引情况进行比较袁 以探讨
二者被引情况存在的差异遥

响因子越大袁其学术影响力和作用也越大遥 但是袁影

本研究为保证有相当数量的基金资助论文袁特

响因子作为评价科技论文质量的尺度是有限的遥 影

选择国内公认的学术水平较高的中文医学杂志进行

响因子的产生过程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袁主要包括论

研究遥

文类型和高引用论文遥 研究发现综述型论文占的比
例越多袁影响因子越高 咱圆暂遥 大多数学科领域的引用分
布是不平衡的袁即 圆园豫的论文占了 愿园豫的引用 咱猿暂遥可

见简单地尧绝对地根据期刊影响因子的高低来评价

一尧资料与方法
本研究选取 员园 种中华系列医学杂志袁 分别为

叶中华医学杂志曳尧叶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曳尧叶中华内

基金项目院江苏省科技期刊研究基金项目渊允运匝允载月园圆猿曰允运匝允载月园园员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原员员原员源
作者简介院赵

静渊员怨愿园原 冤袁女袁江苏徐州人袁编辑袁研究方向为期刊评价曰杜志波渊员怨苑苑原 冤袁男袁山东泰安人袁副编审袁研究方

向为期刊评价袁通讯作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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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杂志曳尧叶中华创伤骨科杂志曳尧叶中华检验医学杂
志曳尧叶中华儿科杂志曳尧叶中华肝胆外科杂志曳尧叶中华
消化杂志曳尧叶中华骨科杂志曳尧叶中华放射学杂志曳遥

单篇平均被引频次详见表 圆遥
表圆

统计 员园 种杂志在 圆园园缘耀圆园园远 年发表的文献总

被引基金论文
平均被引频次

中华医学杂志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中华内科杂志
中华创伤骨科杂志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中华儿科杂志
中华肝胆外科杂志
中华消化杂志
中华骨科杂志
中华放射学杂志

计出各期刊的基金资助论文和无基金资助论文的数
量尧各自在 圆园园苑 年的被引频次以及被引率遥

基金资助论文被引率院被引用过的基金资助论

文数在总的基金资助论文中的比例遥
无基金资助论文被引率院被引用过的无基金资
助论文数在总的无基金资助论文中的比例遥
基金资助论文单篇平均被引频次院基金资助论
文总被引频次与被引用过的基金资助论文篇数的比
值遥
论文总被引频次与被引用过的无基金资助论文数的

平均被引频次比较
期刊

量袁以及这些文献在 圆园园苑 年的被引频次遥 进一步统

无基金资助论文单篇平均被引频次院无金资助

员园 种中华系列医学期刊基金论文与非基金论文单篇

圆援缘员愿
猿援园愿猿
圆援猿猿远
圆援猿苑员
圆援圆愿怨
圆援圆远苑
员援缘愿员
圆援园远源
圆援缘怨缘
猿援园猿苑

被引非基金论文
平均被引频次
圆援员缘源
圆援怨圆源
圆援源猿圆
圆援园苑远
猿援圆苑缘
圆援源愿苑
员援苑员缘
圆援猿园园
猿援圆猿员
圆援远缘园

被引基金论文与被 引非基金论文平均被引频次比
较袁贼 越 园援苑愿源袁孕 越 园援源缘猿遥
渊三冤基金资助论文与无基金资助论文被引率比

比值遥
所有数据均从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

较
所有基金资助论文被引率为 缘猿援员豫袁 所有无基

版总库和中国引文数据库获得遥

二尧结

金资助论文被引率为 源员援园豫遥 两者相比袁差异有统计

果

学意义渊贼 越 缘援愿源愿袁孕 越 园援园园园冤遥 各杂志基金资助论文

渊一冤员园 种杂志论文基金分布情况
在选取的杂志中袁叶中华医学杂志曳的基金资助
论文比例最高袁为 猿缘豫袁叶中华骨科杂志曳的比例最

低袁为 员园豫遥 所有杂志的论文中基金资助论文比例平
均为 圆猿援缘豫遥 这提供了足够的基金资助论文数以开展
本研究遥 各杂志具体的论文基金分布情况见表 员遥
表员

员园 种中华系列医学期刊论文基金分布情况

期刊
中华医学杂志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中华内科杂志
中华创伤骨科杂志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中华儿科杂志
中华肝胆外科杂志
中华消化杂志
中华骨科杂志
中华放射学杂志

圆园园缘耀圆园园远 年
总文献量渊篇冤
圆
圆
圆
圆
员
圆
圆
圆
圆
圆

猿远缘
远愿源
怨源远
愿猿缘
园员员
苑猿圆
苑苑员
苑远苑
源远缘
愿源源

基金资助论文
比例咱篇渊豫冤暂
愿圆苑渊猿缘豫冤
员愿园渊圆远豫冤
圆圆怨渊圆源豫冤
员园圆渊员圆豫冤
圆愿圆渊圆愿豫冤
员缘园渊圆园豫冤
员员源渊员缘豫冤
员源怨渊员怨豫冤
圆源愿渊员园豫冤
员猿猿渊员远豫冤

渊二冤基金资助论文与无基金资助论文平均被引
频次比较

与无基金资助论文被引率详见表 猿遥
表猿

员园 种中华系列医学期刊基金论文与非基金论文引用
率情况比较

期刊
中华医学杂志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中华内科杂志
中华创伤骨科杂志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中华儿科杂志
中华肝胆外科杂志
中华消化杂志
中华骨科杂志
中华放射学杂志

基金论文引用率 非基金论文引用率
园援缘员员渊源圆猿 辕 愿圆苑冤 园援猿怨缘渊远园源 辕 员缘猿愿冤
园援远园园渊员园愿 辕 员愿园冤 园援猿远苑渊员愿缘 辕 缘园源冤园
园援源远苑渊员园苑 辕 圆圆怨冤 园援猿远愿渊圆远源 辕 苑员苑冤园
园援源愿苑渊猿缘苑 辕 苑猿猿冤园
园援远园愿渊远圆 辕 员园圆冤
园援源苑怨渊员猿缘 辕 圆愿圆冤 园援源猿怨渊猿圆园 辕 苑圆怨冤园
园援远苑猿渊员园员 辕 员缘园冤 园援源园圆渊圆猿源 辕 缘愿圆冤园
园援猿园源渊圆园园 辕 远缘苑冤园
园援猿苑苑渊源猿 辕 员员源冤
园援源园怨渊圆缘猿 辕 远员愿冤园
园援缘圆猿渊苑愿 辕 员源怨冤
园援苑苑员渊猿苑 辕 源愿冤
园援缘园愿渊圆员圆 辕 源员苑冤园
园援源缘怨渊猿圆远 辕 苑员员冤园
园援远员苑渊愿圆 辕 员猿猿冤

基金论文引用率与非基金论文引用率比较袁贼 越 缘援愿源愿袁

孕 越 园援园园园遥

三尧讨

论

很多学者指出袁 影响因子的运用可以消除由于
载文量不同所造成的对期刊被引率的影响袁 使期刊
总被引频次这一绝对指标变成了相对指标袁 即期刊

所有基金资助论文的单篇平均被引频次为 圆援源苑

论文的平均被引率袁 可以对不同期刊的引用次数和

次 袁 两 者 相比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渊贼 越 园援苑愿源袁孕 越

影响因子的出现实现了对期刊学术水平以及论文质

次袁 无基金资助论文的单篇平均被引 频次为 圆援源愿

质量进行比较袁以说明其利用率在科学上的重要性遥

园援源缘猿冤遥 各杂志基金资助论文与无基金资助论文的

量的定量评定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遥但是我们通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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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影响因子受很多因素干扰袁在实际应用时存在
局限性

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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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综合衡量遥

咱远原怨暂

本研究选择基金资助论文作为学术水平较高的
论文袁以无基金资助论文做对照袁对其被引规律进行
探讨遥 结果表明袁被引用的基金资助论文的单篇被
引频次并不比无基金资助论文高袁而基金资助论文
的被引率显著高于无基金资助论文遥这进一步表明袁
在单篇被引频次上袁水平较高的学术论文与一般论
文并没有显著性差异遥 然而袁在被引率上袁水平较高
的学术论文显著高于一般论文遥 由此可见袁论文的
引用率是一个很好地反映论文学术水平的指标遥
由于本研究只是选择了 员园 种学术水平较高的

中文期刊袁得出的结论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袁在课题的
下一步研究中袁将按专业选取期刊袁对基金资助论文
与非基金资助论文的被引情况进行比较袁以进一步
说明论文的引用率在评价论文学术水平以及期刊学
术水平的意义遥
虽然目前有很多 研究指出影响因子在用于期
刊尧论文间学术水平的比较时存在局限性袁但是由
于影响因子计算简单袁且相对客观袁因此易于被人
们接受遥 对于期刊的评价不能寄望于用一个指标
来实现袁 以后的相关研究应该致力于寻求新的指
标袁 同时结合其他期刊评价指标对期刊的水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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