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技术期刊质量评估标准  

科技期刊指导(综合)类评估标准  

 

1 政治标准  

参评期刊如发现内容有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问题，取消其评比资格。  

1．1办刊方针  

报道内容应充分体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为经济建

设服务。  

优：能全面贯彻落实上述方针。  

中：基本上落实上述方针，但内容、实用价值一般。  

差：偏离上述方针。如擅自扩大刊登范围，改变读者对象，刊登低级情趣、迷信、伪科

学等内容。  

1．2政策法令  

报道内容应宣传、贯彻党和国家各项政策、法令和条例。  

优：能全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各项政策、法令和条例。  

中：基本上能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各项政策、法令和条例，有个别问题，但不致造成不良

影响。  

差：有一般性问题，可能造成一定影响。  

1．3科技道德  

在编辑与出版工作中，应积极倡导社会主义科技工作道德，在学术问题上认真贯彻执行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优：没有发现违背社会主义科技工作道德问题，并能诱发争鸣，造成浓厚的学术气氛和

尊重他人劳动的良好风尚。  

中：没有发现违背社会主义科技工作道德问题，但争鸣现象、学术气氛和尊重他人劳动

的风尚均表现一般。  

差：发现有违背社会主义科技工作道德问题，如刊登有剽窃行为的稿件或一稿多投的稿

件等，无争鸣现象，学术气氛差。  

1．4两种效益  

在不断提高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努力争取创造较好的经济效益。指所载内容在国家各级

部门或本系统的决策、规划、计划中发挥作用；使某项生产建设或科学研究获得重大发展；



在国际间经贸、科技活动中为国家争得重大经济利益或赢得荣誉；为巩固国防、节约能源、

改善生态环境、改善劳动条件、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做出

成绩；期刊或论文获得省、部级以上国家政府部门奖励；根据期刊所载内容，经过研究应用，

增加了产品品种、产量，研制了新的设备、机具、材料，降低了成本，改进了工艺和管理等。  

优：能举出3件以上成绩突出的实例，其余方面也取得较好成绩。  

良：能举出2件以上成绩突出的实例，其余方面也取得较好成绩。  

中：能举出1件以上成绩突出的实例或虽没有突出实例，但其余各方面都取得较好成绩。  

差：没有证明材料或材料不足以证明。  

2技术标准  

2．1科学性  

论文立论要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立题要根据社会需要。做到论据充分，材料丰富，

数据齐全可靠，分析透彻，观点明确，层次分明，论证有力，推理有逻辑性，结论正确，有

系统性和普遍的现实意义，并结合实际有切实可行的建议。  

优：符合上述要求的文章占每期发表的主体文章数量的30％以上。  



良：符合上述要求的文章占每期发表的主体文章数量的20％～30％。  

中：符合上述要求的文章占每期发表的主体文章数量的10％～20％。  

差：符合上述要求的文章占每期发表的主体文章数量的10％以下。  

2．2政策性  

在立题、论证、结论与建议等方面，必须做到符合、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现行政策。  

优：政策性强，能很好地宣传、贯彻国家政策。  

中：总体上宣传贯彻国家政策较好。  

差：个别文章有偏离国家政策超出学术争鸣范围的问题。  

2．3创新性  

文章应有新论点、新认识，或提出具有研究意义的新问题，切忌材料陈旧、论证肤浅、

无新意的文章。  

优：符合上述要求的文章占每期发表的主体文章数量的30％以上。  

良：符合上述要求的文章占每期发表的主体文章数量的20％～30％。  

中：符合上述要求的文章占每期发表的主体文章数量的20％以下。  

2．4导向性  

应充分利用自身作为信息源的优势，为科研工作的正确开展，为生产建设、经贸活动的

顺利进行，为加速科研成果的诞生和立项论证，发挥预见和导向作用。  

优：作用发挥好。  

良：作用发挥较好。  

中：作用发挥一般。  

差：没有证明材料。  

2．5及时性  

文章所披露的信息除应具有超前意义外，还应紧密结合当时的社会需要。  

优：具有超前意义和结合当时社会需要的文章数量占每期发表主体文章数量70％以上。  

良：具有超前意义和结合当时社会需要的文章数量占每期发表主体文章数量60％～70％。  

中：具有超前意义和结合当时社会需要的文章数量占每期发表主体文章数量50％～60％。  

差：具有超前意义和结合当时社会需要的文章数量占每期发表主体文章数量50％以下。  

3编辑标准  

3．1报道计划  

期刊应有为实现其办刊方针和具体任务而制订的报道大纲和年度计划。计划要求内容先

进、具体，年有重点，期有中心。  



优：完成年度计划90％以上。  

良：完成年度计划70％～90％。  

中：完成年度计划50％～70％。  

差：完成年度计划50％以下。  

注：如果年中修改了报道计划，按修改后的报道计划统计。没有正式报道计划的期刊，

该项不能得分。  

3．2编排设计  

期刊除文章外，报道项目还应包括：封面、版权(中、英文)、目次(中、英文)、栏目(中、

英文)、页眉、摘要(中、英文)、参考文献、年度索引、收稿日期、作者简介等。  

优：项目齐全、科学、便于检索。  

良：除“作者简介”外，缺1项或项目中内容不全，检索性较差。  



中：除“作者简介”外，缺2项。  

3．3信息密度  

以每个印张所载结构概念完整的标题数量计算，用“信息量”表示。将参评期刊该项目

的信息量，按数字大小分为优、良、中三个档次，分别给分。  

3．4报道时差  

指被采用稿件自收到之日起，到出版之日止，这段时间，不论刊期如何，一律按全年采

用稿件的平均差值计算。  

优：报道时差在5个月以内。  

良：报道时差在5～7个月。  

中：报道时差在7～9个月。  

差：报道时差在9个月以上。  

注：主体文章末不标注收稿日期或标注不全，该项不能得分。  

3．5文字加工  

所载文章应层次清楚，结构严谨，文字精练，文理通顺，主题突出，逻辑性强。  

优：符合上述要求。  

良：基本符合上述要求。  

中：欠佳。  

3．6标准与规范  

在编辑与出版工作中应全面贯彻执行有关的国家标准和《汉语语法》、《标点符号用法》、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等有关规定，在抽检的页码中检查差错处，用差错率

表示(差错处数／规定抽检页中字数总和×‰)。  

优：差错率在3以下。  

良：差错率在3‰～4‰。  

中：差错率在4‰～5‰。  

差：差错率在5‰以上。  

4 出版标准  

4．1版式设计  

期刊版式应和谐醒目，图表规范，字型考究，富于特色。  

优：全面符合上述要求。  

良：基本符合上述要求。  

中：欠佳。  



差：封面不能突出主体。  

4．3印刷与装订  

印刷要求字体清晰，线条规范，墨迹浓度适宜，不浸不透，无压痕，无“重影”，版面

清洁，照片强弱适度，层次分明，装订牢固、平整。  

优：全面符合上述要求。  

良：基本符合上述要求。  

中：欠佳。  

科技期刊学术类评估标准  

1 政治方向与社会效益  

1．1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执行国家有关科技、出版的政策法令，贯彻办刊方针  

期刊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认真执行国家的各项政策、法规，贯彻办刊方针，对有违

背四项基本原则出现政治错误的期刊，取消其参评资格。  

1．2执行办刊宗旨，发挥导向作用，完成报道计划  



指报道计划、选题方向与报道重点是否明确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引导学科发展。报道

计划是否落实。所发表的成果获重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期刊(须有证件)可适当加分，但

总分不能超过该项的额定分。  

1．3期刊获奖情况  

指评比指定年限以前获全国各部委、省、直辖市、自治区范围的优秀科技期刊奖(其颁奖

单位必须为司局级以上的政府部门，有证件)，可适当加分。  

1．4全年各期平均发行量增长情况  

发行量增长以评比年前相邻2年的每年平均值进行比较。对评比年前1年期均发行量超过

2500册或国外期均发行量超过50册(均不含赠阅交换数)的期刊，可适当加分，但总分不能超

过该项的额定分。  

2学术质量  

2．1进入本学科的核心期刊的情况  

依据载文率、文摘率与引文率等排出本学科核心期刊，或直接采用国内权威性的核心期

刊表，分为进入并居前列、进入和未进入3个档次。所谓“居前列”是指排名居前1／3的期刊。  

2．2发表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项目的论文篇数  

省、部级以上科技奖是指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和发明奖(必须盖有省、部级以上政府

部门的章)。凡评比指定年以后获奖项目所属的论文，只要是项目获奖前发表在参评刊物上的

均可列入(必须提供附件证明，如获奖证书，论文题录及发表在何年、何期、何页)。计算获

奖论文篇数，以国家级三、四等奖和省、部级一、二等奖为基准，凡获国家一、二等奖的1

篇论文分别计为3和2篇，获省、部级三等奖的2篇折合为1篇。每一标准篇可得适当分，但总

分不能超过该项的额定分。  

2．3刊出论文属国家和省、部级基金资助项目的比例  

计算范围为省、部级以上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和国家重点攻关课题项目。以篇首页地脚处

标注为准，依评比期间全部或某一年发表的基金资助论文与相应发表论文的总数之比来计算

比例，每增加8％加适当分，但总分不能超过该项的额定分。  

2．4将参评期刊列为固定收录对象的国内外重要数据库和权威性文摘期刊的种数  

每有1种加适当分，须附有证明材料，总分不能超过该项的额定分。  

2．5论文刊出的周期  

以论文刊登时所注的收稿日期为依据，分为小于280天、280～380天、380～480天和大于

等于480天4个档次。对有少部分论文未注收稿日期的期刊酌情予以减分，对大部分或全部论

文未注收稿日期的期刊按大于等于480天给分。  



2．6稿件利用率  

指刊用稿件与全年收稿总数的比例。按指定年如实统计：分为小于40％、40％～60％和

大于60％3个档次。  

3编辑质量  

3．1执行国家标准情况  

分为好、较好和问题较多3个档次。评分依据是与科技期刊有关的国家标准或规定。对属

于推荐性的内容，看其参评期刊自身是否统一。  

3．2执行法定计量单位  

分为好、较好、问题较多3个档次。指在计量、单位、数字、符号和词头用法等方面符合

标准。评分依据是有关量和单位的国家标准。  

3．3图表  



分为规范正确、基本正确和问题较多3个档次。指图设计的合理性，线条的匀称性，标目

书写的规范化，表设计的科学性，数据的准确性，图序和表序、表题以及图表中的内容与正

文的一致性等方面。  

3．4文字表达、标点符号及校对  

分为好、较好和问题较多3个档次。抽查5000字，要求文字准确、简练、通顺，标点符号

正确，对存在语法错误、错别字及明显漏校等差错的期刊适当扣分(以2处违犯标准为最低基

数)。  

4 出版质量  

4．1封面和版面设计  

分为好、较好和问题较多3个档次。指封面是否美观、庄重、富有特色，封面和版权页的

要求项目是否齐全，版面设计是否合理、规范以及转接页多少等。  

4．2准期率  

指准时出刊的期数与全年总期数之比。分为100％、75％～99％和小于75％3个档次。  

4．3印刷装订  

分为好、较好和问题较多3个档次。指印刷是否清晰，墨迹是否浓淡适宜、均匀，装订是

否整齐、坚固，有无夹、缺、损、折、联、倒、白页等。  

科技期刊技术类评估标准  

1 政治标准  

参评期刊如发现内容有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问题，取消其参评资格。  

1．1政策法令和办刊方针  

报道内容应宣传、贯彻国家的各种政策、法令和条例，应以国家的经济建设为其服务对

象。  

优：能全面贯彻执行国家各种政策、法令、条例和办刊方针。  

中：基本上能贯彻执行国家各种政策、法令和条例。有个别问题，但不致造成不良影响

或偏离办刊方针。  

差：有一般性问题，可能造成一定影响，偏离办刊方针。  

1．2报道计划  

应有为实现其办刊方针而制定的报道大纲和每年的报道计划。年度报道计划要求内容先

进，计划具体，年有重点，期有中心。  

优：完成本年度报道计划90％以上。  

良：完成本年度报道计划70％～90％。  



中：完成本年度报道计划50％～70％。  

差：完成不到50％年度报道计划。  

1．3社会效益  

期刊应通过自身的内容与形式，为两个文明建设创造效益。指所载内容在国家各级部门、

本系统决策、规划、计划中发挥作用；使某项研究或生产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为巩固国防、

节约能源、改善生态环境、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等做出贡献；在国际经济贸易、科技交流活动

中为国家取得重大经济利益和赢得荣誉，为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人民健康水

平等做出显著成绩；期刊或所载论文获得省、部级以上国家政府部门奖励；发现并培养了人

才；被选入大中专教材；被国内外著名数据库收录等等，为社会创  

造广泛而深远的效益。  

优：上述各方面有2件突出事例，并在其余方面也取得较好成绩。  

良：上述各方面有1件突出事例，并在其各余方面也取得较好成绩。  

中：上述各方面没有突出事例，但在多方面取得良好成绩。  



差：上述各方面反映平平，成绩一般或没有诸方面反馈证明材料。  

1．4经济效益  

指根据期刊所载内容有所发现、发明，提高了生产效率、产品质量，节约了原材料，增

加了品种、产量，降低了成本，研制了新的设备、机具、材料，改进了工艺、设计、管理等

所创造的经济价值。  

优：根据期刊所载资料，经过研究，有新发现、新发明或大幅度增加储量、产量，取得

了突出的经济效益，创产值超千万元。  

良：根据期刊所载资料，经过研究，提高了产品质量，增加了品种，节约了原材料，降

低了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创产值超过百万元。  

中：根据期刊所载资料，经过研究，制造了新的设备、机具(包括改造旧的设备、机具)、

材料，改进了工艺、设计、管理，创产值超过十万元。  

差：没有产生上述经济效益或没有足以起证明作用的材料。  

2技术标准  

2．1创新性  

文章应具有新论点、新认识、新发现、新发明、新方法，或提出具有研究意义的新问题。

在出具的证明材料中至少应有2名专家佐证，或取得本专业国家一级学会的认证。  

优：在内容上具有当代国际水平和国内领先水平的文章占全年发表文章总数(只计算论文

数量，其中包括有关的综述、述评等文章，不包括简讯、消息等补白短文，以下相同)30％以

上，或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和行业(部级)领先水平的文章占全年发表文章总数40％以上。  

良：在内容上具有当代国际水平和国内领先水平的文章占全年发表文章总数20％以上，

或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和行业(部级)领先水平的文章占全年发表文章总数30％以上。  

中：在内容上具有当代国际水平和国内领先水平的文章占全年发表文章总数10％以上，

或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和行业(部级)领先水平的文章占全年发表文章总数20％以上。  

差：在内容上具有当代国际水平和国内领先水平的文章占全年发表文章总数10％以下，

或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和行业(部级)领先水平的文章占全年发表文章总数20％以下。  

2．2实用性  

所载内容应紧密结合本行业生产、科研、决策、教学的需要(反馈材料应具体说明某内容

用于何处起到哪些作用)。  

优：实用性强的文章占全年发表文章总数(定义同前)80％以上。  

良：实用性强的文章占全年发表文章总数70％～80％。  

中：实用性强的文章占全年发表文章总数60％～70％。  



较差：实用性强的文章占全年发表文章总数50％～60％。  

差：实用性强的文章占全年发表文章总数50％以下。  

2．3系统性  

在报道内容上应始终保持一定数量(1／4～1／3标题数量)的基础技术、高新技术应用和

技术动态方面的内容，以保障各种技术科学研究的系统性。  

优：上述内容得到全面反映的期刊。  

良：上述内容有两个方面得到反映的期刊。  

中：上述内容只有一个方面得到反映的期刊。  

差：上述内容均未得到反映的期刊。  

2．4导向性  

应利用自身作为信息源的优势，通过报道综述性文章、具有超前信息的文章、本学科前

沿课题的文章以及争鸣文章，为科研工作的正确开展，为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为加速科研

成果的诞生和立项论证，充分发挥预见和导向作用。  



优：发挥作用好。  

良：发挥作用较好。  

中：发挥作用一般。  

差：没有这方面说明材料。  

3 编辑标准  

3．1编辑设计  

期刊除文章外，报道项目还应包括封面、版权(中、英文)、目次(中、英文)、栏目(中、

英文)、页眉、摘要(中、英文)、主题词(中、英文)、参考文献、年度索引(中、英文)、收稿

日期、作者简介等。  

优：项目齐全、科学，易于检索。  

良：除“作者简介”外，缺1项或项目中内容不全，检索性能较差。  

中：除“作者简介”外，缺2项。  

3．2信息密度  

以每个印张所载结构概念完整的文章数量计算，用信息量表示。将各参评期刊该项目的

信息量数，按数字大小分为优、良、中三个档次，分别给分。  

3．3报道时差  

指被采用稿件自收到之日起到出版之日止这段时间。不论刊期如何，一律按全年采用稿

件的平均差值计算。  

优：报道时差在6个月以内。  

良：报道时差在6～8个月。  

中：报道时差在8个月以上。  

差：主体文末不标注收稿日期或标注不全。  

3．4标准化  

应全面贯彻执行有关的国家标准。在抽检页码中检查不符合标准处，用页平均处数(不符

合标准处数／抽检页码)表示。将各参评期刊该项的平均处数，按数字大小分为优、良、中、

差四个档次，分别给分。  

3．5差错率  

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发生的不符合标准处以外的字面差错，如不符合《标点符号用法》、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汉语语法》、《汉语拼音方案》等。在抽检页码

中检查差错处，用差错率表示(差错处数／规定抽检页中字数总和×‰)。  

优：差错率在2‰以下。  



良：差错率在2‰～3‰。  

中：差错率在3‰～4‰。  

差：差错率在4‰以上。  

3．6文字加工  

所载文章应层次清楚，结构严谨，文字精练，文理通顺，主题突出，逻辑性强。  

优：符合上述要求。  

良：基本符合上述要求。  

中：欠佳。  

4 出版标准  

4．1版式设计  

版式应和谐醒目，图表规范，字型考究，富于特色。  

优：全面符合上述要求。  

良：基本符合上述要求。  



中：欠佳。  

4．2封面  

封面应做到内涵丰富、感染力强，有特色，构图新颖，主题突出，印刷精良，著录项目

符合国家要求。  

优：全面符合上述要求。  

良：基本符合上述要求。  

中：欠佳。  

4．3印刷与装订  

印刷要求字体清晰，线条规范，墨迹浓淡适宜，不浸不透，无 “重影”，无压痕，版面

清洁。照片反差强弱适度，层次分明。装订牢固、平整。  

优：全面符合上述要求。  

良：基本符合上述要求。  

差：欠佳。  

科技期刊检索类评估标准  

1“全”项评分标准  

1．1学科类目全  

指检索期刊目次页类目设置科学合理。  

优：类目设置科学合理。  

良：类目设置较合理。  

中：类目设置较差。  

差：类目设置差。  

1．2文献类型全  

指检索类期刊选用的文献类型数量。  

优：报道4种以上文献类型。  

良：报道2～3种文献类型。  

中：报道单一文献类型。  

1．3报道数量全  

指检索期刊报道本学科(专业)核心文献的数量。  

1．3．1文摘类  

优：核心文献量≥90％。  

良：核心文献量80％～89％。  



中：核心文献量70％～79％。  

差：核心文献量<70％。  

1．3．2目录类  

优：报道本学科(专业)全部文献量≥80％。  

良：报道本学科(专业)全部文献量70％～79％。  

中：报道本学科(专业)全部文献量60％～69％。  

差：报道本学科(专业)全部文献量<60％。  

1．4报道语种  

指外文文摘的选题类型和选用语种数量。  

优：自编和翻译文摘相结合，多语种。  

良：自编文摘多语种。  

中：单纯翻译国外文摘。  

注：报道中文的检索期刊只给基础分。  



2“便”项评分标准  

2．1标引  

指检索期刊反映内容特征的主题、分类标引。  

优：采用汉语主题词表或专业主题词表标引。  

良：采用分类表标引。  

中：自由词和自由分类标引。  

注：采用主题和分类双标引适当加权。  

2．2索引  

指检索期刊索引的种类和质量  

2．2．1索引种类  

优：主题索引。  

良：分类索引。  

差：未按主题、分类编索引。  

注：除主题、分类索引外，另增编其他索引，适当加权。  

2．2．2索引质量  

优：采用主题词三级组配+文摘号或主题词+文献篇名+文摘号。  

良：采用主题词二级组配+文摘号。  

中：一个主题词+文摘号或分类索引。  

2．2．3著录  

指检索期刊著录格式应符合国家标准。  

优：采用国标GB3793--83著录。  

良：采用国标著录但有误。  

差：未采用国标著录。  

2．2．4文摘和简介报道数量统计  

文摘和简介报道量超过60％加权。  

3“快”项评分标准  

指检索期刊报道文献的时差。  

3．1刊期  

优：月刊。  

良：双月刊。  

中：季刊。  



差：刊期大于季刊。  

3．2时差  

优：核心文献时差在检索期刊质量要求范围内。  

良：核心文献超时差的数量>10％。  

中：核心文献超时差的数量>15％。  

差：核心文献超时差的数量>20％。  

4政治和综合项评分标准  

指检索期刊内容有无政治性问题、出版印刷质量、错误率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  

4．1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遵守国家的各项政策、法令、条例，

促进科技进步，达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目的。若发现政治性问题，即取消参评资格。  

4．2刊登使用说明、著录格式解释和引用期刊一览表的情况。  

优：每期均有使用说明，每年第一期有引用期刊一览表。  

良：每年只登一次使用说明，有引用期刊一览表。  



中：无使用说明，有引用期刊一览表。  

差：使用说明、引用期刊一览表全无。  

4．3刊名是否稳定，编辑部是否健全，有无规章制度。  

优：完全符合要求。  

良：基本符合要求。  

中：与要求有一定差距。  

4．4出版、印刷质量，错误率。  

优：封面美观大方，版面设计合理，利用率高，字迹清晰，装帧质量好，文字简练，差

错率<4‰。  

良：印刷质量和版面设计一般，差错率4‰～5‰。  

中：印刷质量和版面设计较差，差错率5‰～6‰。  

差：印刷质量差，差错率>6‰。  

4．5社会效益，读者反映。  

优：读者反映好，效益突出，评比前3年内曾获期刊评比二等奖以上。  

良：读者反映和效益较好，评比前3年内曾获期刊评比三等奖。  

中：无读者反映，效益一般，未获过奖。  

4．6经济效益(发行量、盈亏情况)  

优：盈亏持平。  

良：发行量逐年上升或亏损增长率<10％。  

中：发行量逐年下降或亏损增长率>20％。  

4．7刊库结合情况  

优：已建文献数据库。  

差：未建文献数据库。  

4．8办刊总结  

优：总结认真、全面、真实。  

良：总结一般，反映情况不够全面。  

中：总结简单，反映情况不全面。  

科技期刊科普类评估标准  

1 政治标准  

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认真贯彻和体现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

规和条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内容科学健康，通俗易懂，知识面广，宜于提高人们的科学



文化素质。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前提下，不断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发现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取

消参评资格。  

1．1贯彻办刊方针，执行科技出版方针、政策和法规。  

优：能全面贯彻办刊方针，执行国家有关科技出版方针、政策和法规。  

良：能较好贯彻办刊方针，执行国家有关科技出版方针、政策和法规。  

中：基本上能贯彻办刊方针，执行国家有关科技出版方针、政策和法规。  

1．2社会效益  

优：读者反映好，社会效益突出，获得国家、省、部、委和直辖市的奖励。  

良：读者反映较好，有较好的社会效益，获得省、部、委和直辖市的奖励。  

中：读者反映较好，有一定的社会效益。  

1．3经济效益  



优：能积极开展活动，扩大发行，增加经济效益，盈利较多。  

良：盈亏平衡，略有盈余或转亏为盈。  

中：经过努力减少亏损(略有亏损)。  

1．4发行量  

优：发行量绝对数大于30万册／期。  

良：发行量绝对数大于10万册／期。  

中：发行量小于10万册／期，但发行自比数(即头年发行量／本年发行量)不小于1．2。  

2技术标准  

能反映本专业、本学科及本系统的科技发展面貌、科学技术知识及水平；能及时地宣传

科研成果，技术内容正确；能体现科普期刊的科学技术性、实用性和科技知识普及性。  

2．1科学技术性  

优：能全面反映本专业、本学科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科技发展情况，技术内容丰富正确，

信息量大，介绍新技术、新知识的创新类文章不小于30％。  

良：能较好地反映本专业、本学科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科技发展情况，技术内容正确，创

新类文章不小于20％。  

中：基本上能反映本专业、本学科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科技发展情况，技术内容正确，创

新类文章不小于10％。  

2．2普及性  

优：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大众科技意识和素质的文章不小于70％。  

良：普及性文章不小于60％。  

中：普及性文章不小于50％。  

2．3实用性  

优：刊出的文章实用价值高，为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起到显著作用。  

良：刊出的文章实用价值较高，为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有较明显作用。  

中：刊出的文章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3 编辑标准  

3．1容纳量  

科普期刊的容纳量以每印张刊载的数量计算。  

优：每印张刊载文章在15篇以上。  

良：每印张刊载文章在10篇以上。  

中：每印张刊载文章在10篇以下。  



3．2稿源  

优：有丰富的稿源，稿件采用率不大于30％。  

良：有较多的稿源，稿件采用率不大于40％。  

中：稿源能满足选题的基本要求，稿件采用率不大于50％。  

3．3编辑质量  

3．3．1差错  

指在标题、栏头、名词术语、数据、公式、图表及结论等方面的差错。  

优：差错在1处以下。  

良：差错在3处以下。  

中：差错在4处以上。  

3．3．2层次与结构  

指文章的层次和结构严谨、逻辑性、语言精炼程度、标题层次一致性等。  

优：层次与结构很好。  



良：层次与结构较好。  

中：层次与结构一般。  

3．3．3错别字与标点符号  

优：错别字与标点符号的差错率不大于4‰。  

良：差错率在4‰～5‰之间。  

中：差错率在5‰～6‰之间。  

3．3．4标准与要求  

指法定计量单位、数字、符号等用法符合国家标准。  

优：在一期中符合编辑规则要求，违反标准不超过2处。  

良：在一期中违反标准不超过3处。  

中：在一期中有3处以上没按标准化要求。  

3．3．5图表  

指图表的设计、缩比以及图表中的文字使用。  

优：图表设计合理，方位正确，缩比合适，图表中的文字使用恰当并与正文相呼应。  

良：图表设计一般，方位、缩比欠妥，图表中的文字或注明与正文不相呼应有3处以下。  

中：上述差错在一期中有5处以下。  

3．3．6版式设计  

优：版式设计合理，美观大方，标题醒目，图文并茂，有特色。  

良：版式设计较好。  

中：版式设计一般或图文搭配欠佳。  

3．3．7四封、版权与目次页  

优：四封设计合理、端庄美观，版权、目次页内容符合标准。  

良：四封设计较好，在一期中版权与目次页有2处以下不符合标准。  

中：四封设计一般，在一期中版权与目次页有3处以下不符合标准。  

4 出版印刷标准  

4．1 印刷  

指四封、正文、图表的印刷及装订。  

优：四封设计合理，色调和谐美观，正文图表印刷墨色均匀、浓淡合适、清晰，装订牢

固，切口整齐。  

良：四封或正文的印刷有3处以下不清晰或装订不好。  

中：四封、正文印刷及装订有3处以上不清晰或装订不好。  



4．2出版发行  

上报期刊的发行份数和出版日期(任选一期)，以报刊发行局的印数通知单为准。  

优：按期出版发行。  

良：出版或发行中有1期不按时。  

中：出版或发行中有 2～3期不按时(全社会公认的原因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