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首批网络首发期刊联合公告发布单位名单
注：436家发布单位按刊名首字笔画排序，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4 版）所录核心期刊 355 种、英文期刊 20 种

（下转 06 版）

国内外学术论文作者、科研管理相关机构：

为促进中国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网络化、
规模化转型升级， 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批准（新广出审〔2015〕887 号），由教育部主
管、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主办的《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简称“电子
杂志社”）以连续型网络出版物《中国学术期
刊（网络版）》（英文简称 CAJ-N）为载体，向
国内外公开出版中国各学科学术期刊文献，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2096-4188，国
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1-6037/Z， 出版
网站为中国知网 （www.cnki.net， 含移动网
络）。 目前，《财政研究》《科学通报》《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等首批 436 种中国学术期
刊（中/英文版）已与电子杂志社合作出版期
刊的网络版。 为使国内外作者及相关管理机
构了解有关情况， 电子杂志社与合作期刊就
有关事宜联合公告如下。

一、期刊论文网络首发与投稿方式

为了确保学术成果的首发权与快速传播，
任何一篇投到本公告联署期刊的学术论文稿
件，一经编辑部录用和审定，无需确定其后在纸
质刊物出版的时间和页码， 并通过电子杂志社
审核， 即可在 CAJ-N中以网络首发方式正式
出版。网络首发论文可以采用期刊印刷版版式、
作者自定义版式、CAJ-N统一版式出版， 以此
方式出版的学术论文、学术期刊分别称为“网络
首发论文”和“网络首发期刊”。

本公告联署期刊热忱欢迎国内外作者踊
跃投稿。 中国知网首页提供了便捷的网络首发
论文的约投稿平台， 请作者通过该约投稿平台
或各刊网站关注稿件要求与编辑出版流程。

二、期刊论文首发权认证方式

CAJ-N 作为具有正式刊号的网络期刊，
其网络首发的学术论文录用定稿即为学术期
刊的正式出版论文， 一经刊出均由网络首发
期刊编辑部与电子杂志社共同负责为其出具
论文发表证书。 该证书载明论文题名、作者、
作者单位、 论文出版网址、 出版时间、 国际
DOI 号等认证信息，作者可以通过网络下载、
打印， 提交各有关科研、 人事等相关管理部
门。各相关部门可随时在中国知网 CAJ-N 中
查证该论文及其发表证书， 并认证该录用定
稿的论文首发权。

如有论文出现违法和学术不端行为，或
作者主动要求撤稿， 电子杂志社将征得首发
期刊同意，在 CAJ-N 中撤销该论文及其发表
证书，并及时通知作者及其所在单位。

三、传统与新型数字化论文模式

为了支持学术论文的创新性与科学性评
价、代表性作品的充分表达、科研成果的充分
共享与理解和应用、 强强合作协同研究机制
的形成，CAJ-N 除了出版与纸质期刊内容相
同的传统型论文之外， 还可以传统论文为根
文献增加多媒体内容链接， 出版多种新型论
文。 包括：

1.增强论文：或称全成果论文。 在根文献
相应之处链接附件， 包括详尽描述和可视化
的研究背景、对象、问题、目标、思路、条件、方
法与手段、过程、结果及其分析、结论和讨论。

2.协创论文：或称无排名论文。 在论文每
一作者署名处链接其具体贡献说明材料，或发
表记录在“CNKI协同研究平台”上的所有作者
研讨和工作过程。

3.数据论文：发表研究所得各种真实的
结果数据，可没有观点和结论，如观测、测量、
考察、实验、生产、物流等数据。

4.双语论文：同时发表论文的中文和外
文版。 中、外文版可分别独立出版，也可对照
出版。

四、论文出版、传播、利用方式

1.出版传播载体：网络出版载体为互联
网、移动互联网、局域网，及各种网络终端；电
子出版载体为 《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CAJ-CD）、硬盘；印刷出版载体为纸刊，刊
登根文献与网络附件的目录、DOI 等信息。

2.碎片化出版：将全文分解为段落、要点
和主要知识单元进行网络发布，用于检索、阅
读、关联、重组阅读与知识发现。

3.定制化传播：按用户需要分学科、行业、
主题进行个性化内容定制服务。

4.大数据利用：通过对碎片化内容大数
据的规范化加工、标注形成可挖掘数据，嵌入
用户的大数据分析系统、 机构知识管理与知
识服务系统、协同研究平台、探究式学习平台
等系统中使用。

5.其他传播途径：通过国内外各类机构
用户的数字图书馆、 信息服务平台 （目前为
45 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知网微博与微信，国
际国内学术搜索引擎与著名学术期刊出版平
台，各期刊自办网站等进行传播。

6.论文引用统计：中国知网发布的论文引
证统计数据包括论文的网络版（录用定稿、排版
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和印刷版的被引频次。

五、作者著作权取得与作者服务

1. 著作权取得：CAJ-N 网络首发期刊通

过网络投稿平台以电子方式取得作者对论文
汇编权、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翻
译权等权利的使用授权或权利转让， 并由各
刊按约定方式向作者支付著作权相关费用。

2.作者服务：经作者实名注册，电子杂志社
在中国知网为网络首发论文作者提供如下服务：

（1）赠送本人作品集编辑系统、本人作品
下载权限， 并提供每篇论文的引证和下载统
计报告，服务地域、期限不限；

（2）赠送全文下载账号：向每篇论文赠送
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 可在国内使用 3 年的
全文下载权限；

（3）赠送创新服务账号：可使用“科研选
题辅助系统”“协同研究平台”“协同撰稿投稿
平台”， 每篇论文赠送面值为 200 元人民币，
可在全球使用 1 年；

（4）赠送学者 ID（个人唯一标识符）：赠
送给论文的每一位作者，用以动态汇集、展示
和长期保存作者所有已发表作品以及个人学
术简历等，使用地域、时间不限。

CAJ-N 与各学术期刊一道，将不断创新
学术论文的生产、传播、扩散与利用方式，努
力完成服务作者、 读者创新及学术成长的核
心使命。

特此公告。
公告发布单位：436 家学术期刊编辑出

版单位（名单见 05、06 版）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

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16 日

附：“中国知网知识生产、 传播及创新与
学习服务平台体系运行模式”见 07 版。

首批网络首发中国学术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
学术论文录用定稿网络首发联合公告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首批网络首发期刊联合公告发布单位名单（续）
注：436家发布单位按刊名首字笔画排序，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4 版）所录核心期刊 355 种、英文期刊 20 种

（上接 05 版）



导读三、中国知网知识利用（创新与学习服务）方式
一、基础平台（见图輥輵訛）
1.创新与学习平台
中国知网提供“协同研究平台”“协同研学

平台”“网络教学平台”， 并已按机构用户需求
在平台上定制了相关知识资源，个人用户可在
各平台上自行配置内容。

2.知识库建设系统
机构和个人用户均可由此自建自有资源

的数据库，并与中国知网提供的公共知识资源
相整合。

3.协同办公系统
机构用户可根据需要自建各种业务流程、

岗位职责、保密管理制度，系统在权限设置下

将机构内外知识资源定向配置、推送到各岗位
的工作终端，支持相关岗位和任务相关人员的
协同工作研究与决策执行。

二、各类机构创新与学习服务全面解决方案
由上述基础平台与知识传播方式，可为各

类机构、跨机构合作组织、区域政府等提供个
性化定制的创新与学习服务全面解决方案，构
建各自运营的知识基础设施。 如“基于知识管
理与知识服务的机构协同工作平台 ” （见图
輥輶訛）、“跨机构合作研究平台”（见图輥輷訛）、“区域
创新服务平台”（见图輦輮訛）、“中小学集团校协同
备课/分类教学平台”（见图輦輯訛）、“职业教育校企
协同办学平台”（见图輦輰訛）。

导读一、中国知网知识生产方式
一、CNKI 平台数字出版模式
对于在中国知网进行数字出版的合作出

版单位，中国知网采用如下数字出版模式：
1.网络首发、印刷后发
以正式的网络出版方式，支持单篇学术文献

的最快发表，而后汇编成册印刷出版。（见图①③）
2.印刷首发、网络后发
印刷出版后不久， 在中国知网全文发布。

（见图②④）
3.出版文稿类型
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手段与功能，充分表

达知识内容，使研究成果与作者的创新价值得
到充分体现。 （见图①）

* 传统论文：表达方式与纸质媒体相同。
* 增强论文：在传统论文中插入内容细节，

包括具体的研究背景、思路、方法、过程、结果等。
* 协创论文： 论文署名处链接所有合作者

的具体研究贡献说明或在协同研究平台上的
研讨过程记录。

* 数据论文：不含观点、结论的研究成果数
据，如实验、观测、测量、调查、统计、设计、考察

数据等。
二、其他资源合作传播模式
对于不在中国知网进行数字出版的资源

生产单位 ，通过合作经营协议 ，以仓储式索
引+全文转载 、链接方式 ，实现知识资源的整
合传播。 （见图⑤⑥）

三、知识加工、组织方式
1.知识加工
内容加工深度分为全文、段落、知识元三

个内容层级，各级均有相应的元数据结构。 （见
图⑧⑨⑩輥輯訛輥輰訛）

2.知识组织体系（见图輥輯訛輥輰訛）
*知识图谱：学科、行业分类体系。
* 多维度知识网络：按主题概念关系、二级

引证关系 、作者关系 、研究机构关系 、项目关
系、内容相似关系、事件关系、时序关系等链接
相关文献。

3.知识整合方式与数据格式
根据上述知识组织方式聚合国内外各类资

源相关文献内容，形成有机整合的多级知识资源
总库。 数据存储方式、格式与标准等见图輥輱訛。

导读二、中国知网知识传播方式
一、数据库产品体系
1.学科分类体系
按学科出版数据库产品， 分类体系参照

《中图分类法》， 以及国家教育部学科分类标
准。 （见图輥輲訛）

2.行业分类体系
按国家行业分类标准及行业知识需求结

构出版数据库， 并支持用户自建知识体系，按
需定制内容。 （见图輥輳訛）

二、云服务方式
中国知网公有云，机构用户私有云 （镜像

站点）， 两种服务方式均可根据机构用户 IP、
WiFi 范围等提供全文下载服务。 （见图輥輲訛輥輳訛）

三、知识传播功能
分全文、段落、知识元三个内容层次，提供

国内外各主要语种各类资源的统一发现、分类
发现功能， 提供多种智能化大数据分析功能。
（见图輥輴訛）

关于中国知网运营与服务模式转型的情况通报
国内外作者、读者、出版与用户机构敬启：

承蒙大家 20 多年的信任与合作，中国
知网（www.cnki.net）以建设中国知识基础
设施工程（CNKI）为目标的业态转型已基
本完成。 CNKI 为了服务于全社会知识创
新与学习能力的整体提升， 长期坚持大数
据与互联网条件下的知识生产、 传播与利
用模式创新，并运用出版与知识服务、传播
与利用、产业与公益相融合的各种新机制，

致力于构建全面打通知识生产传播与利用
各环节的新型知识产业新业态， 为全社会
提供基于网络和大数据的知识创新与学习
新模式。

为使各出版合作单位及作者、 各行业
机构用户与读者全面了解中国知网新貌，
恰当调整合作方案与使用方式， 并提出宝
贵意见与建议， 在此特向大家简要介绍有
关情况。 详情请见中国知网官网及微信公

众号：CNKI 同方知网。
敬请垂询！

中国知网
出版单位：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与服务单位：
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同方知网数字出版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知网知识生产传播利用模式
一、基本概念
1.知识生产：指知识内容信息的记载、表

达、评价、加工、出版发布，以及体系化整理、
组织与永久性存储，不包括知识创新。

2.知识传播：指通过某种方式使受众
获得知识信息， 并尽可能使其理解知识内
容的过程，不包括教学。

3.知识利用：指学习、应用知识，利用
已有知识发现、创造新知识的过程。

二、中国知网的知识工程理念
传统的知识生产、 传播方式是与知识

利用的方式与过程相分离的。 中国知网数

字化、网络化知识生产传播所遵从的理念，
是将这三个过程融为一体， 以知识利用方
式决定知识生产、传播方式，使知识创新者、
提供者与使用者的价值同时达到最大化。

三、中国知网的三个平台体系
中国知网由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

利用三个平台体系有机构成。 各平台架构
及相互关系见本版下图。 其特点是：

1.知识利用：以“问题导向、知识融合、协
同研究、探究学习”为基本范式，创建各种高
效率的知识利用方式，提供基于大数据、互联
网的创新、学习与业务工作平台和手段。

2.公共知识生产 ：根据各种知识利用
需求， 设计国内外公共知识大数据的有序
化深度加工、组织与管理方式，同时提供机
构、个人知识的相应生产加工与管理手段，
并使其与公共知识资源有序整合。

3.知识传播：以标准化、定制化数据库
与智能化知识挖掘功能， 将知识资源系统
提供给各类机构， 并为其知识利用平台配
置知识数据定制接口， 使知识服务进入每
个人的业务工作、研究与学习过程。

4.利用用户行为大数据分析，将知识需求
反馈给知识生产部门和作者， 使知识的供需
双方实现实时交流。

中国知网国内国际出版资源体系 互联网资源
资源种类 国内全文 国际 题录/全文

学
术
与
专
业
资
源

学术期刊 8433种 5.7万种
其他期刊 2475种 2400种（学术杂志）
博士论文 386家培养单位 —
硕士论文 724家培养单位 —
会议论文 4000家单位 7200册
报纸 420种 —
年鉴 3700种 —
工具书 9300册 —
图书 1.2万本 69万种
古籍 5500本 —

法律法规 99万条 —
专利 1709万条 8100万个
标准 7万条 5.8万条

科技成果 370个采集点 —

教育
资源
（基础
教育）

动画教具 1.5万个 —
名师微课 2.2万个 —
教学案例 2900个 3800个
多媒体教辅 900本 1100个
实验操作视频 450个 —

视频 4200个 —

教育
资源
（职业
教育）

课件 1600个 —
微课 2.8万个 —

多媒体素材 2.5万个 3.3万个
职业技能标准 1100条 1200条
专业教学标准 400条 500条
动画教具 1.5万个 25万个

资源类型 现有量 日均增长量国内 国际
新闻动态

（政务动态、行业动
态、企业动态）

235.7 万条
（700 多个采集点）

— 4200 条

政府文件
（法律法规、规划计
划、领导讲话、工作报
告、其他规范性文件）

164.3 万条
（中央级、省级共 600
多个采集点）

— 110 条

科研项目
（申报指南、立项项目）

77.5万条
（国家级、省级、市级
共 1400多个采集点）

— 100 条

企业标准 27.3 万条 — 320 条
科技报告 — 17.9 万 —
招投标信息 211.7 万条 — 4500 条
上市药品信息 10.3 万条 4.9 万 50 条

药品注册与受理信息 15.8 万条 — 20 条
上市公司报告

（业绩报告、财务报告）
3700 个 — 100 个

学会/协会信息
27 万条

（900 多个采集点）
— 3000 条

会议信息 2.2 万条 — 30 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