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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 意义］为提升期刊传播力、影响力，部分编辑部期望依托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维普）、万方等数据库推出的期刊推广、精准传播服务等提升论文的下载频次。加之普遍认为长论文被引频次较高，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目前学术期刊论文长度不断增长的现象。在上述双重背景挟裹下，有必要对论文版面、下载频次与被
引频次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方法 / 过程］基于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以综合性农业科学类期刊——《中国农业科学》
为研究对象，采用 Kolmogorov–Smimov 检验、曲线拟合、分段回归研究论文长度、下载频次、被引频次数据特征，不
同长度论文下载频次、被引频次数据特征及三者间关系，构建被引频次预测模型。［结果 / 结论］结果显示，不同长度
论文被引频次差异显著，二者间关系随论文长度发生变化。论文页数对被引频次有较大影响，但二者间不是因果关系。
论文被引频次存在较大随机性，仅用论文页数不能很好地对论文被引频次进行预测。论文下载频次与被引频次极显著正
相关。没必要有意提升论文版面，应注重吸引核心作者及培养潜在作者，构建优秀作者网络，获取优质稿源，并辅助多
渠道、多环节的高效、高频、精准推送，从根本上长久提升期刊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关键词：精准推送；版面数；被引频次；下载频次；预测模型；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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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per Length, Downloads and
Citations of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Science Journa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aper Length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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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journals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some editorial departments
expect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apers downloads by relying on Journal promotion and precision communication services
launched by CNKI, VIP, Wanfang and other databases. In addition,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long papers are cite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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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tly, which partly leads to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the length of papers in academic journals. Under the above dual
background,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per length, downloads and citations. [Method/Process] Based
on database of CNKI, taking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Kolmogorov-Smimov test, curve fitting
and subsection-regression were used to study the data characteristics of paper length, downloads and citation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n build the citations prediction model.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itations
of papers with different lengths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changed with the length of papers.
Paper lengths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citations, but there was no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citation frequency of
papers has great randomness, and it couldn’t be well predicted only by paper length.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downloads and citations. There was no need to deliberately improve paper length.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attracting
core authors and cultivating potential authors, build an excellent author network, obtain high-quality manuscript sources, and
assist multi-channel and multi-link efficient, high-frequency and accurate push, so as to fundamentally improve the vitality and
influence of journals for a long time.
Keywords: Accurate push; paper length; citation frequency; paper downloads; prediction model; subsection-regression

为与论文被引频次有关 [2-10]。尤其是在受诸多

引言

因素影响，较多期刊载文量不断下降、论文长
目前，国内期刊评价机构及评价体系呈蓬
勃发展趋势，其中定量评价最为盛行。有影响
的评价机构如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GCJC）、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RCCSE）、中国
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 (CSTPCD)、中国科学
引文数据库（CSCD）、中国引文数据库（中
国知网 CNK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
库（CSSCI）、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1]

(CHSSCD)、中国科学指标数据库（CSI）等 ，
均将论文被引频次作为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的直
接指标，赋予其较高的权重，而评价体系中其
他指标如影响因子等也与论文被引频次有极大
关系。期刊论文被引频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该刊被使用和受重视的程度，并彰显其在学科

度不断增长 [6，11-16] 的大环境下，论文长度与被
引频次间一直被倾向性认为呈等关系。然而，
论文长度与被引频次间关系的研究较多，研究
成果丰富，但研究结果却是众说纷纭，有的观点
甚至截然相反，可归纳总结如下：一是根据论文
长度与被引频次间有无关系，将研究结果分为两
大类，论文长度与被引频次相关 [2-8，9-10，17-18]、论
文长度与被引频次不相关 [15，19-20]。二是根据变
量的变动方向，将论文长度与被引频次间的相
关进一步分为正相关 [2-4，9-10] 和负相关 [17-18]。
认为二者相关的研究中，一是根据相关性强弱，
将论文长度与被引频次间的相关又分为显著相
关 [3,5] 和微弱关联 [8，20]。二是根据相关关系的
复杂性，被引频次在不同类型期刊间、不同页

交流中的作用及地位，通常被看作期刊质量及

数（长度）间 [5] 呈现不同特征或不同页数文章

影响力的重要标志。

篇均被引频次基本呈正态分布 [6]。已有关于其

论文被引频次影响因素中，论文长度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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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综合性农业科学类期刊零被引论文分析 [2]，

596、574、570、486、491、449、444、423、

但未见综合性农业科学类期刊论文版面与被引

401 条，每期页码大多在 210 左右，因此其文

间关系的研究。

章版面表现为逐年上升趋势。鉴于此，本研究

期刊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传播，搭建产研学

以《中国农业科学》刊发文章为研究对象，进

桥梁，因此，期刊传播力是期刊综合实力的体

行综合性农业科学类期刊论文版面与被引频次

现，也是期刊评价的重要考量指标。期刊的传

间关系的研究。

播过去主要依靠纸媒和数据库的被动检索。近

理想引文时间窗口为 5 年 [4]，数据检索日

些年来，在媒体融合发展、期刊评价盛行及多

期为 2021 年 1 月 7 日。因此，选取数据检索年

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

往前推 5 年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中《中国农

关注“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背景下，依托知网、

业科学》发表日期为 2015 年的论文（不包括增

维普等数据库利用大数据技术推出的期刊推广、

刊）作为研究对象。被引频次为文献检索时中

精准传播服务应运而生，无疑，这会提高期刊

国知网 CNKI 展示的数据。

论文的下载量。因而，期刊的下载量与被引量
间的关系需要有数据支撑。
鉴于此，基于综合性农业科学类期刊数据，
根据数据呈现特征采用具有一定耐受力，即结
果稳健的统计方法进行研究，从多个层次（表
象研究、差异性分析、本质探索）及角度对数
据进行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分析，对论文版
面、下载频次、被引频次间的关系追根溯源，
为编辑部及相关人员认识论文版面与被引频次
间、下载频次与被引频次间等的关系，从而更
有效地从本质上提升期刊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提
供参考。

1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 3 个层次及不同角度对数据进行

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分析（图 1）。
（1）表象分析：进行 K–S 检验、描述性研究，
展现数据的分布和特征值，并将统计学指标用
图表示之。
（2）差异性分析：进行差异性比较，基于
专业及数据特征对论文长度分组，以独立样本
非参数检验对其属性和特征进行比较。
（3）本质探索：从多个角度出发建模，探
索论文页数、被引频次间关系。关系性分析也

数据选取及来源

是统计里面最复杂的一种分析方法，本研究以

《中国农业科学》是综合性、学术性期刊，

征及趋势逐步确定是否进行线性回归、曲线拟

模型对其进行探索，根据数据间呈现的关系特

在综合性农业科学类期刊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合及分段回归。最终目的，若二者间存在较强

同时该刊为半月刊，有较大的样本量。另外，

的回归关系，则逐步建立基于专业判断的较优

其 2010—2019 年， 每 年 载 文 量 依 次 为 629、

的被引频次回归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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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检验
表象研究

数据分布特征描述

参数估计
差异性分析

差异检验

被引频次异质性检验

论文长度、下载量、
被引频次关系

双对数回归
曲线拟合

回归模型

本质探索

分段回归
图 1 论文长度与被引频次关系之追根溯源框架

3

论文长度、下载频次、被引频
次间的关系

数据，最终获得不包含增刊（No.S1）的 2015
年 1—24 期刊载的学术论文 480 条。
本研究中，论文页数和被引频次非标准正

3.1

论文长度、被引频次数据特征及关系

3.1.1

态分布（P=0.000）（表 1），与有研究者认为
的呈正态分布 [6] 的结论不一致。为展示尽可能

论文长度、被引频次参数估计

本研究中，论文页数均取整数，不足 1 页
的 按 1 页 计 入。 数 据 获 取 后， 对 比 中 国 知 网
CNKI 高级检索页及期刊导航页《中国农业科学》
可检索的文献，采取人工清洗及补录的方式，
剔除简讯、通知等非学术性文献，补录遗漏的

全面的数据属性和特征，同时给出了反映标准
正态分布、非标准正态分布的集中趋势及离散
趋势参数。480 篇论文中，页数均值为 10.62，
中位数为 10，最小为 2，最大为 32；被引频次
均值为 22.97，中位数为 15，最小为 0，最大为
267。其中，8 ～ 11 页的论文居多，占 68.6%。

表 1 变量初级分析之描述统计
变量名称

均值

极大
值

极小
值

标准差

M(Q1—Q3)

论文页数

10.62

32

2

2.72

10(9—12)

19.89

被引频次

22.97

267

0

28.01

15(8—28)

36.33

3.1.2

不同长度论文被引频次差异分析

为了解不同长度论文被引频次是否存在差
异，对其进行差异性分析。

P值
Kolmogorov-Smimov

Shapiro-Wilk

53.77

0.000

0.000

112.25

0.000

0.000

偏度系数 峰度系数

且差异极显著（Z=-4.078，P=0.000）。
其次，采用较常用的根据中位数的方法进
行分组。本研究中论文长度中位数为 10，将

首先，基于专业视角，将论文分为两组：

10 页及以下的论文分为一组（短论文），共有

长论文和短论文。页数 8 及以下的论文 73 篇，

276 篇；10 页以上的论文分为一组（长论文），

分为一组（短论文）；页数 8 以上的论文 407 篇，

共有 204 篇。2 个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结果表明，

分为一组（长论文）。2 个独立样本非参数检

短论文、长论文被引频次存在差异，且差异极

验结果表明，短论文、长论文被引频次存在差异，

显著（Z=-5.319，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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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鉴于本研究中论文页数跨度比较大，

用散点合并的方式显示，散点块越大，代表该

结合专业需求，并考虑样本量大致相等，将论

区域散点数量越多（图 2）。论文长度、被引

文按页数分为长、中长、短 3 组。将 9 页及以

频次间的散点图（图 2 和图 3）展现如下数据

下的论文分为一组（短论文），共有 164 篇，

特征：

平均被引频次为 17.30 次；10 ～ 11 页的论文分

（1）被引频次在不同页码（版面）上离散

为一组（中长论文），共有 190 篇，平均被引频

程度有一定差别，在样本量较大的中间数据，

次为 23.26 次；12 页及以上的论文分为一组（长

离散程度较大，样本量较小的两端，离散程度

论 文）， 共 有 126 篇， 平 均 被 引 频 次 为 29.93

较小（图 2）。离散程度与样本量有关，与页

次。k 个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结果表明，不同长

码本身无太大关联。

度论文被引频次存在差异，且差异极显著（χ2 =

（2）不同页码论文的平均被引频次整体呈

–5.319，P=0.000）。进一步对其进行两两比较，

“M”型（图 3）：0 ～ 10 页，随着页码增加，

发现短论文、中长论文、长论文两两之间均存

平均被引频次呈缓慢上升趋势；10 ～ 20 页，

在差异，且差异极显著。

随着页码增加，平均被引频次先是快速增加，

综上，不论如何将论文按长度分组，不同
长度论文间被引频次均存在差异。
3.1.3

随后又快速下降；20 页之后，被引频次波动较大，
快速上升，之后快速下降。

论文长度与被引频次间关系特征

（3）Loess 拟合线（拟合 50% 的点）与线

以散点图考察论文长度、被引频次间的相

性拟合线有一定差距（图 3）。尤其版面在 20

关关系及变化趋势。本研究中页码只能取整数，

页以上的论文，被引数据 Loess 拟合线与线性

被引频次也并非无限任意取值，易造成散点图

拟合线差距随页码增加逐渐变大。表明论文长

中大量散点重叠显示，导致不同部分散点疏密

度与被引频次间如果确实存在关联，也较大概

不易分清。为不影响对散点图的趋势观察，采

率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图 2 不同长度论文被引频次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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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长度论文平均被引频次内插线散点图

综上，不同页码平均被引频次散点图展现
了不同页码波段论文平均被引频次分布规律：

计意义的信息。不同长度论文被引频次箱图（图
4）展现了如下信息：

数据出现明显的拐点，论文长度与平均被引频

（1）论文被引频次存在较大随机性。除样

次间关联度随自变量（论文页数）变化其强弱

本量较少的页码外，其他页码论文被引频次均存

也发生相应变化。

在异常值。异常值较多为离群值，部分为极端值。

跟直方图一样，箱图可以描述连续变量的

对原始数据进行核对，发现数据真实性不存在问

分布情况，但直方图更注重对分布情况进行详

题。以上表明不同页码论文被引频次有较大随机

细考察，箱图侧重于基于百分位数勾勒具有统

性，意即页码增加，被引频次未必增加。

图 4 不同长度论文被引频次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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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页码本身对异常值个数多少影响不大。

据的常用方法（对数变换）对其进行转换。双

异常值较多集中在页码为 8 ～ 13 时，此波段页

对数模型参数是线性的，但对变量的要求较宽

码文章数量（样本量）也较多，尤其集中在数

松。将被引频次作为因变量（y），将论文页数

量（样本量）更多的 9 ～ 11 页文章上。以上表

作为自变量（x）进行双对数回归。极少量论文

明不同页码论文数量（样本量）对异常值个数

被引频次为 0，采用常用处理手法将被引频次

有较大影响，页码本身对异常值个数多少影响

统一加 1[10]，得到回归模型如下：
Log（ŷ）=1.171+0.971Log（x）

不大。
（3）不同页码论文被引频次差异较大，且

（60.921***）（5.634***）
R2=0.062 df =478

被引频次中位数较小。箱体高度表明，不同页
码论文被引频次离散程度相差较大。离散程度

双对数回归结果表明，建立了有意义的回

受论文数量（样本量）影响较大，与论文长度（页

归模型，但 R2 只有 0.062，解释度很低。因而

数）无太大关联。

进一步引入页码的二次项继续回归，得到回归

3.2

论文长度、下载频次、被引频次相关性
对论文长度、下载频次、被引频次三者间

进行皮尔逊（Pearson）相关性分析，其结果表

模型如下：
Log（ŷ）=0.826-0.476Log（x）+0.804 Log2（x）
（1.283）（-0.379） （1.298）
R2=0.077 df=477

明，论文长度与被引频次间的相关系数为 0.210

引入页码的二次项后，R2 有所上升，但与

（P=0.000），论文长度与下载频次间的相关系

1 相差很远，且 1 次项、2 次项均未通过统计检

数为 0.256（P=0.000），被引频次与下载频次

验，表明仅用论文页数不能很好地对论文被引

间的相关系数为 0.766（P=0.000），亦即论文

频次进行预测。

长度与被引频次、论文长度与下载频次间的相

论文页数、被引频次的双对数回归拟合优

关性较低，但被引频次与下载频次间极显著正

度低，散点图展现的特征亦表明，论文页数、

相关。上述结果表明，论文长度增加，下载频次、

被引频次间关系不甚明朗。为更全面对数据进

被引频次不一定增加，但下载频次增加，被引

行拟合，将所有可能反映该数据趋势的曲线模

频次会相应增加。

型，包括三次方曲线等模型，均考虑在内进行

3.3

拟合。这样做会增加后期模型选择难度，但对

基于论文长度的被引频次预测模型构建

于将整体不明情况下数据的拟合及比较不同模
3.3.1

论文长度与被引频次线性回归分析及曲

线拟合
不同长度论文被引频次存在显著差异，对
其进行回归分析。论文页数、被引频次均不符
合正态分布，采用将非正态数据转换为正态数

型拟合优度，并最终选择有统计意义、解释度
高的较优模型有利。拟合后，所有模型中 R2 最
大的也仅为 0.081，表明拟合优度很低，论文页
数所能解释的方差在总方差中所占的百分比很
低。综上，论文被引频次不能被很好地仅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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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页数来预测。
3.3.2

论文长度与平均被引频次的分段回归

被引频数中存在强影响点（图 4），若算
法限制迁就这些强影响点数据，可能会导致
模型参数估计值与总体有较大偏差。回归拟
合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去掉异常值建立线性回
归模型，但本研究中被引离群点数据客观真
实存在，强制去掉会使这些数据丧失研究意
义。双对数回归及曲线拟合也表明，论文页
数与被引频次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且
拟合优度很低，并且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不
容易用一个统一的函数对整体进行定义。分
段线性回归是当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回归在自
变量的某一范围服从某种线性关系，在其他
范围又服从斜率不同的线性关系时适用的一
种回归估计方法。对于本研究而言，基于散
点图（图 3）论文平均被引频次分布特征进行
分段回归，将有助于更全面地呈现不同论文
长度与被引频次间的关系。以散点图（图 3）
中的拐点作为划分依据，分段回归逻辑表达
式如下：
ŷ=(x<=6)*(b01+b02*x)+(7<=x<=15)*
(b11+b12*x)+(16<=x<=20)*(b21+b22*x)+
(x>=20)*(b31+b42*x)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2.02.007

4

结论与启示
从 3 个层次（表象研究、差异性分析、本

质探索）及不同角度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对论
文版面、下载与被引频次间关系进行探索，综
合各阶段数据分析呈现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
结论及启示。
（1）论文长度不同，被引频次存在显著差
异。为分析不同长度论文被引频次是否有差异，
本研究共尝试 3 种方法分组：基于专业需求分
类法、基于常用的中位数分类法、基于专业及
考虑样本量大致相等的分类法，将论文按长度
分为 2 组（短论文、长论文）或 3 组（短论文、
中长论文、长论文）。然而不论是哪种分组方法，
其差异性分析结果均表明，不同长度论文被引
频次不同，且差异显著。本研究数据来自综合
性农业科学类期刊，因此对该类期刊更具参考
价值，其他类型期刊论文长度与被引频次的关
系需基于相应期刊数据深入研究。
（2）论文长度与被引频次间的关系随论文
长度的变化而变化。不同页码论文的平均被引
频次整体呈“M”型：0 ～ 10 页，随着页码增
加，平均被引频次呈缓慢上升趋势；10 ～ 20 页，
随着页码增加，平均被引频次先是快速增加，

回归参数检验的 F 值 45.377 ＞ F（8,472），P

随后又快速下降；20 页之后，被引频次波动较

＜ 0.05，表明建立了有意义的论文页数与平均

大，快速上升，之后快速下降。对某一特定论

被引频次的回归模型。但此处为非线性回归，F
值和 P 值仅有参考意义。但 R2 为 0.054，解释
度低。综上，即使按照样论文平均被引频次走
势特征进行了分段回归，回归模型决定系数仍
然很低，再次证实不能用论文页数预测被引频

论文被引频次存在较多的离群值和极端值，即
对单个样本（论文）来讲，其被引频次存在较
大随机性，散点图展现的数据特征及论文长度
与被引频次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亦支持该观点。
期刊论文版面近些年不断增长，一个原因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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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而言，被引频次存在较大随机性。不同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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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科研水平提高了，作者更注重研究的系统性，

但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论文长度不同，被引

因此单篇论文信息容量更大，导致长度增加。

频次不同，不是论文长度本身导致的，应是较

另外，有些期刊编辑认为长论文被引频次会更

长论文包含更全面的研究信息等多因素综合所

高，为提高影响因子，减小影响因子计算公式

致，二者间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

的分母（载文量），录稿时有意选择版面较多

（4）论文下载频次与被引频次相关性高。

的论文，或者引导作者增加论版面。但论文被

被引频次与下载频次间显著正相关，且相关系

引频次受较多因素影响，除论文的信息容量，

数达 0.766，表明下载频次高的论文被引频次较

还有论文的学术质量、出版时效、跨学科性、

大概率也较高。因此，增加论文的下载频次，

作者学术能力、引文质量及被引频次、合作情况，

可相应地提高其被引频次。如何提高论文的下

以及作者所在机构等影响。仅仅为了论文长度

载频次，便是编辑部提升期刊的传播力、影响

而人为增加文章版面不可取。论文学术质量是

力要重点思考的问题了。知网推广近两年推出

期刊的生命之源，期刊应注重提高出版时效，

了学术期刊推广服务，重庆非晓数据科技有限

引导作者关注论文的创新性等学术质量，增加

公司 2020 年推出了学术期刊精准传播服务。在

必要的信息容量，从本质上长久提升期刊的生

期刊评价蓬勃发展之际，部分期刊编辑部设想

命力和影响力。本研究以综合性农业科学类期

通过该服务增加在相应数据库的曝光度，以提

刊为材料进行研究，优点是可以规避因期刊类

高期刊论文下载频次、被引频次等。本研究中，

别不同、排版样式不同而导致的页码差，使结

下载频次高的论文被引频次一般也较高。影响

果稳健，结论亦对该类期刊有参考意义；但同

下载频次的因素很多，增加论文的曝光度确实

时也有局限性，该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类型期

是影响下载频次的措施之一，但下载频次更多

刊，有待进一步研究。下一步将探索学科对上

受论文学术水平的影响，如题目的新颖性、作

述关系的影响，综合探讨被引频次的影响因素，

者的知名度和科研能力、期刊的影响力、是否

尝试构建解释度更高的被引频次预测模型。

有关当前研究热点等。如经费允许，编辑部可

（3）被引频次不能仅以论文长度进行预测，

尝试将商业数据库提供的推广及精准传播服务

二者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论文被引频次并不能

作为推动期刊发展的助力之一，比如借助精准

被很好地仅以论文页数来预测。本研究每个分

传播通过大数据了解所办期刊的核心作者、潜

析阶段统计方法均是基于上阶段数据展现的特

在作者，优化期刊选题等。但期刊稳定、向好

征研判数据可能的分布规律，多角度尝试构建

发展，编辑部更多要注重自身改革，如可通过

有统计意义、且拟合优度高的较优模型。但不

引导作者高效投稿、压缩论文出版时滞、优化

变弹性模型（双对数回归）、曲线拟合及分段

审稿及退修流程，吸引优质稿源；也可通过加

回归结果表明，构建了有意义的模型，但拟合

强微信、微博、网站及其他第三方平台等精准、

优度很低，因此不能仅用论文页数很好的预测

高频、高效进行论文的推送，加强期刊的宣传

被引频次。论文页数对被引频次有较大影响，

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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