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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城市规划及规划相关期刊的评价研究 
—— 基于问卷访谈及统计分析
A Study on the Use and Evaluation of Planning Journals in China: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Online 
Interview Results and the Impact Factors

曹康 朱金
Cao Kang, Zhu Jin

摘要：通过 2011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间进行的针对三类评价者的问卷访

谈，本文对 37 本城市规划及规划相关期刊进行了使用及评价分析。主

要结论为 ：第一，研究者的背景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其期刊使用 ；第二，

对规划同行综合影响最大的是《城市规划学刊》、《城市规划》和《国

际城市规划》三本期刊 ；第三，37 本期刊的既有影响因子与同行评价

结果之间不具有相关性，仅就城市规划和城市研究类的 10 本期刊而言，

其影响因子与同行评价呈较强的正相关性 ；第四，多个学科期刊介入

规划问题有助于学科的交叉和创新发展 ；最后，规划期刊的建设发展

需要在期刊定位、编排规范、运作程序等方面进行优化。

Abstra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from October 2011 to 
December 2011 to 3 categories of readerships on the use and evaluation of 
37 urban planning and planning related journal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ed: firstly, the backgrounds of researchers affect their usage of journals 
to varying degrees; secondly, Urban Planning Forum, City Planning Review 
and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are the three most influential journals 
for planning studies; thirdly, peer assessments of the 37 journals have no 
correlation with their impact factors, as far as the 10 journals on planning and 
urban studies are concerned, the peer assessments and impact factors have 
positive correction; fourthly, journals of the related disciplines that stepped 
in urban planning do help the overlapping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finally, the developing of planning journals should be improved 
on the aspects of journal positioning, compelling standards and operational 
procedur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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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2011 年国务院学位办正式将城乡规划学列为一级学科，

标志着这门学科已受到社会广泛认可，将在我国快速城镇化

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发挥更大的作用。随之，作为该学科研

究成果传播与交流工具的学术期刊也将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

段。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城市规划领域只有两本学术期

刊——《城市规划》和《城市规划学刊》；改革开放以来多

本规划期刊相继创刊，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基本格局 [1]。近几

年与地方规划发展和实践结合紧密的地方级新期刊更是大量

涌现①，这种特色化办刊方式有利于规划实践者发文，对于

规划学术和实践的百家争鸣大有裨益。然而另一方面，尽管

目前的规划期刊数量可观，但期刊的总体质量还不高，与国

际同行相比还有着很大差距。

我国高校城市规划专业的来源依学科背景划分主要有建

筑类、工程类、理学类和林学四类 [2]，专业多元、交叉的特

征决定了城市规划研究者往往会借鉴建筑、地理、土地、环

境、经济、社会、管理、交通、景观等相关学科对城市问题

的研究。相关领域的学术期刊通过影响规划研究者的日常阅

读、投稿等研究活动，以多学科融合与多维度思考和研究的

方式对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期刊论文数量的逐年上升，期刊与论文质量评

价也成为了一个学术热点，许多学科和领域已展开相关研究。

同时，我国城市规划及相关期刊的发展也已引起一些学者的

关注，研究重点包括国内规划期刊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1]、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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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由广州市城市规划局主办的《规划 + 实践》，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与深圳市城市规划学会主办的《规划评论》，重庆市城市规划学会、

重庆市城市规划协会和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主办的《重庆山地城乡规划》，重庆市规划研究中心主办的《城乡规划》；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与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城乡规划》（以书代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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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内三大权威论文评级机构分别是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期刊印证报告》、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南京大学《中国

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目录》。

② 在“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遴选期刊的四本全国级规划期刊《城市规划学刊》、《城市规划》、《国际城市规划》、《规划师》中，仅《城

市规划学刊》和《国际城市规划》的作者信息中有电子邮箱地址，因此本文以这两本期刊的作者为访谈对象。

③ 分为五个等级：每期必读（赋值 4）、经常翻阅（赋值 3）、有时翻阅（赋值 2）、知道但未曾翻阅（赋值 1）、未曾听闻（赋值 0）。

④ 分两个等级：（1）每期必读、经常翻阅、有时翻阅与知道但未曾翻阅（赋值 1）；（2）未曾听闻（赋值 0）。

内规划相关期刊对规划研究的重要性及选择性评述 [3]、规划

期刊的国内外比较 [4]，以及选介国外规划期刊及为国内学者

提供阅读指引 [5,6] 等。总体而言，既有的分析研究工作主要

针对规划期刊，很少涉及与规划研究相关的其他学科期刊；

此外，对期刊本身的定性研究较多，而对于作为期刊服务对

象的作者和读者的信息采集——诸如期刊使用情况、对期刊

的评价等，尚很欠缺。

从文献计量学角度看，期刊评价通过量化分析学术期刊

的发展规律和增长趋势，揭示文献数量在期刊中的分布规律，

可以为优化期刊使用提供参考 [7]。目前较为常用的期刊评价

方法是以影响因子指标及其相应评价体系为代表的引文评

价，而以同行评议为代表的学者评价方法还有待探讨。本文

通过对期刊作者发放问卷的调查方式，从同行评议视角对城

市规划及规划相关期刊的使用及评价进行统计分析，同时对

比既有的影响因子进行讨论。文中“城市规划及相关期刊”

包含“规划期刊”和“规划相关期刊”，其中规划期刊指以

城市规划研究为办刊主旨的期刊，且期刊名称一般有“规

划”两字。相关期刊即与城市规划相关的学科领域的期刊，

本文引入了城市研究、建筑与景观园林、土地科学、地理、

交通、经济、社会学及管理等八大类期刊。

1  评价研究方法

1.1  关于学术期刊评价的方法
“核心期刊”和“影响因子”是目前应用最广的评价期

刊的概念。英国文献学家布拉德福德提出的“文献集中与分

散规律”表明某一领域的学术论文在期刊中的分布存在一个

核心区域，该区域集中了少数信息密度大、载文量多的期刊，

这些期刊被称为“核心期刊”[8]。根据该规律，美国情报学

家加菲尔德提出了“影响因子”（IF: impact factor）的概念，

即在特定年份或时期里一种期刊论文的篇均被引数，其算法

为用期刊前两年发表的来源论文的被引次数除以这两年来

源论文数目 [9]。加菲尔德据此创立了国际期刊评价机构——

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基于 IF 建立的 SCI、SSCI、

A&HCI 等引文数据库是最受国际认可的期刊评价标准。但

是 IF 作为一种评价工具也存在很多问题 [10]，其中最主要的

一点即期刊影响因子与论文引用率无直接关联，即不能“以

刊论文”。

国内各论文评级机构①所设立的期刊遴选标准虽不尽相

同，但都以影响因子指标为主要标准。然而，规划学科本身

的学科特征（在我国属于工科，但与理科、人文社科都有交

叉，应用性与技术性较强）使得规划期刊的影响因子与其实

际水平之间的耦合性受到质疑 [11]。首先，不同学科引用行为

不同 [7]，规划学科期刊的影响因子无法与生物、医学等相比；

其次，影响因子不能完全反映文献的影响力，许多实践类文

章在研究报告、规划课题中均有引用，而这不能改变影响因

子的值；第三，采用不同的引文数据库或检索方式得出的被

引数据可能相差悬殊 [11,12]。因此，以影响因子为主导的遴选

标准是否适用于规划期刊仍需要规划学界和文献计量学界进

一步分析、讨论和验证。除影响因子外，同行评议也是一种

重要的评价标准，两者在自然科学领域有较强相关性，但在

人文社科领域存在一定互补关系 [13]。在规划界，国内尚缺少

这方面的研究，本文是这个方向上的一个尝试。

与目前规划期刊的评价相联系的是城市规划领域的“核

心期刊”名录，一种是评级机构根据文献计量学方法统计出来

的，一种是各高校或科研机构根据主客观标准划定的。在建筑、

规划学科比较强势的院校如清华、同济等大学，其学科本身拥

有话语权，能够结合专业自身情况合理确定所谓的“一级”或

“核心”期刊；而在比较综合的院校如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

各学科只能依据学校统一划定的标准。评级机构遴选核心期刊

的主要目的是为图书情报部门选购期刊、为读者阅读提供指导，

以及为文献数据库建设选择源刊提供参考依据；将核心期刊概

念用于评估具体期刊或科研成果作用有限 [14]，它也不是衡量

论文水平的绝对标准。而高校和机构建立核心期刊目录的主要

目的是指导教师和学生发文，并通过职称晋升、毕业考核等环

节限定了投稿的方向，由此难免会加剧“以刊论文”现象，进

而弱化或忽略以引文频次等指标评价论文价值的作用。

1.2  本次评价研究的方法
本文通过设计问卷并对期刊文章作者进行网络访谈的

方式获取数据，网络受访者的电子邮件地址从《城市规划学

刊》和《国际城市规划》2009 年第 1 期至 2011 年第 5 期的

作者信息中获取②。本文采取以同行评议为主，以影响因子

为辅的方式分析期刊使用及评价。同行评议由受访者的阅读

频次③（该期刊被提及的权重）、期刊被提及次数④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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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投稿期刊”提及次数三者共同确定。确立依据是，投稿与

发文是学术活动的后端行为，其影响通过“被引”体现；而

阅读则是一种知识积累，对学术研究而言意义同样重大——

他人研究成果可以启发读者目前的研究，研究未尽之处更可

成为今后努力的方向；可以了解各期刊的主要发文类型、发

文学者以增加自己投稿时的针对性 ；可以在研究、教学、实

践项目中引入最新成果等。所以阅读量也是反映期刊使用情

况、判断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此外，期刊的使用情

况还可以通过网上点击率、全文下载频次，图书馆期刊使用

率、借阅率等指标反映出来。期刊影响因子的确定在本文中

采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对各期刊 2010 年影响

因子的统计结果①。

问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个人信息，以调查受访者

的背景。根据文章作者的日常工作重点或学习内容将其分为

三类② ：（1）高校及研究院所的教师、研究人员；（2）从事

规划设计、管理等相关工作的业界人士 ；（3）硕士及博士研

究生。三类作者通过第一部分的问题设置加以区分，以便分

对象进行相关性分析。第二部分为期刊评价，将全部 37 本

期刊分为主体部分的城市规划类期刊和城市研究类期刊③以

及相关部分的七类期刊④，还设置了开放式问题供受访者填

写以免遗漏其他重要期刊。城市规划与城市研究类期刊甄选

的标准以参选“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评选的期

刊为主，同时综合考虑了三大评级机构对这两个类别期刊的

收录；选取相关期刊时参考了期刊影响因子和三大评级机构

对相关期刊的评级。对三类作者的期刊评价调查内容一致，

这样在累计同行评价得分时可将三类对象的问卷得分进行叠

加。第三部分为开放式问题，调查受访者最常投稿的期刊以

及相关意见和建议。

问卷设计结合了以下研究目的 ：第一，通过背景信息调

查分析规划研究者的身份背景是否影响其对期刊的使用与评

价；第二，通过期刊评价调查得出累积评价得分以获取同行

评议结果，结合影响因子等多个因素分析规划期刊中是否存

在权威期刊 ；第三，由累积评价得分和影响因子两个变量的

相关性分析判断同行评议与影响因子是否相关；第四，通过

期刊评价调查分析相关期刊对规划研究的影响⑤ ；第五，通

过设置开放性问题收集期刊发展建议。

1.3  问卷发放及分布
我们于 2011 年 10 月至 12 月间通过电子邮件调查，收到

回复 117 份⑥，其中教师、研究人员系列问卷 63 份、业界人

士问卷 32 份、研究生问卷 22 份。教师覆盖全国 35 所高校

及研究机构（图 1）；业界人士覆盖了 29 家设计院（公司）

和相关管理部门（图 2）；研究生共覆盖国内 8 所高校。

① 见 http://acad.cnki.net/Kns55/oldnavi/n_Navi.aspx?NaviID=100，2011-10-12 的查询结果。

② 以发文时的作者身份为准。

③ 其中，城市规划类含《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学刊》、《国际城市规划》、《规划师》、《上海城市规划》、《北京规划建设》；城市研究类含《城市问题》、

《城市发展研究》、《现代城市研究》、《城市》。

④ 其中，建筑与景观园林类含《建筑学报》、《世界建筑》、《时代建筑》、《建筑师》、《华中建筑》、《中国园林》、《风景园林》；土地科学类含《国

土与自然资源研究》、《国土资源》、《中国土地科学》、《中国土地》、《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地理类含《地理学报》、《地理科学》、《地理研究》；

交通类含《城市交通》、《城市轨道交通研究》；经济学类含《经济研究》、《经济科学》；社会学类含《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

管理学类含《管理世界》、《管理科学》、《管理学报》。

⑤ 尽管魏立华等的研究已提出相关学科的学术期刊对丰富规划理论有着重要作用 [3]，但这些期刊对规划学者的影响需要测度。

⑥ 因为受访者为具体的期刊文章作者，所以本次调查为访谈性质，而非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共计发送邮件 473 封，收到回复 117 封。回复率低的

原因可能在于部分作者的电子邮件地址信息错误或不再被使用，此外一些受访者反映问卷设计不够合理，也影响了回复率。

图 2  业界人士受访者分布状况

图 1  教师受访者分布状况

所在院校

北京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杭州师范大学
湖北大学
湖南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华盛顿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堪培拉大学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
南京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宁波大学
清华大学

山东大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四川师范大学
天津大学
同济大学
武汉大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厦门大学
伊利诺伊大学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浙江工业大学
郑州大学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
中山大学
重庆大学

所在单位
Maryland National Capital Park and 
Planning Commission
Urbaneer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
湖南城市学院（设计院）
江苏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江苏省建设厅
宁波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其他规划院
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上海久一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市投资咨询公司
深圳大学（规划院）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
武汉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厦门市规划局
扬州市邗江区交通运输局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中国联合工程公司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中原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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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统计分析与基本结论

2.1  研究者身份背景与期刊评价的关系
阅读与投稿都是研究者学术活动中的必要环节。相对而

言，投稿活动具有较强的工具理性特征 ；而阅读的动因则比

较多元化，受外部压力与自身兴趣共同影响。我们认为研究

者的所在单位、学科背景、研究方向、年龄、职称等因素均

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研究者的期刊使用（主要是阅读与投稿行

为）。以下对受访者按其身份背景进行分述①。

2.1.1  高校教师

教师所在院校或研究机构的影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单

位的内部核心期刊名录，二是单位所在地域。内部名录会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教师的阅读和投稿。例如同济大学将《城市

规划》和《城市规划学刊》均列为“A 类核心期刊”；而浙

江大学仅将前者列为“一级期刊（A 类）”，将后者列为“核

心期刊（B 类）”，这就会使浙大教师更多地向《城市规划》

投稿。在地域因素上，南京、上海和北京的学者分别对《现

代城市研究》、《上海城市规划》和《北京规划建设》三本地

方性期刊给予了较高的关注度，不在上述地区的学者对其关

注度则相对较低。

其次是教师最高学位的学科方向。我们认为教师在研

究生阶段的学科背景对工作之后的研究行为仍有影响，本

次调查结果印证了这一假设。人文地理学背景的教师对地

理学类期刊的评价较高，甚至超过了规划类期刊 ；建筑和

景园背景的对建筑与景园类期刊的评价结果与规划类期刊

相当（图 3）。

第三是教师当前的研究方向。本次调查的研究方向依照

了《城乡规划学作为一级学科调整论证报告》中提议设置的

六个二级学科 [15]。由于目前二级学科的设置还有待商榷，加

之过去规划是二级学科，除同济大学等发展基础较好的院校

之外，其他院校对研究方向的划分并不十分明确②，因此受

访者的研究方向对其评价影响不大。但仍可看出一些趋势：

城乡规划管理方向的学者对管理学类期刊的关注度相对较

高；区域发展与规划方向的学者对地理学类期刊的关注度较

高（图 4）。

第四是教师的年龄。青年教师由于受到职称晋升、学校

绩效考核等多重压力，对阅读和投稿也相对更为积极，阅读

的范围更广，期望从中获取更多灵感从而产出更多的学术成

果。从调查结果看，40 周岁以下的教师对交叉学科的期刊关

注程度较高；而 60 周岁以上的教师对规划类与城市研究类

期刊的关注度最高，其次是建筑与景园类。这也反映出老一

辈中国规划学者带有很强的建筑学背景（图 5）。

最后是教师职称，各类群体对于九类期刊的关注程度差

异并不显著（图 6）。博士后、助教、助研以及讲师对地理学

和社会学期刊的关注较多，这可能与青年教师的学科背景日

益多元有关；副教授级和教授级的教师则对各类期刊的关注

度基本相当。

① 将评价分数按不同期刊类别进行归并加和，以各类别期刊平均每本的评价权重来衡量评价者对该类期刊的关注程度。

② 同济大学 2012 年按城乡规划学一级学科招生，下分城乡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城乡规划理论和规划管理、城乡规划方法和技术、区域和城市

空间发展、城市开发控制和城市设计、城乡社区发展和住房建设、城乡交通和基础设施、城乡发展历史以及遗产保护八个专业方向。但发展基

础较为薄弱的高校对一级学科下的专业方向设置目前仍较为模糊。

图 3  教师最高学位的学科方向对期刊评价的影响

图 4  教师目前的研究方向对期刊评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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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业界人士

规划业界人士的绩效考核和晋升压力与高校教师不同，

尽管职称晋升也需要发论文，但学术研究和发文不是他们日

常工作的主要内容。因此我们并不考量所在单位与当前研究

方向这两个指标，而是假设业界人士的最高学位的学科方向、

年龄与职称这两者会影响他们对期刊的阅读与使用。从受访

者最高学位学科方向的影响看，总体特征与高校教师类似，

尤表现在建筑背景对建筑景园类期刊、地理背景对地理学类

期刊的关注程度上（图 7）。

年龄与职称两个指标对期刊评价的影响未能很好测度，

这应与业界样本较少有关。明显之处在于年龄较小、职称较

低的人士对综合性较强的城市研究类期刊关注较多，这与假

设是相符的（图 8, 图 9）。 图 7  业界人士最高学位的学科方向对期刊评价的影响

图 5  教师年龄对期刊评价的影响

图 6  教师职称对期刊评价的影响

图 8  业界人士的年龄对期刊评价的影响

图 9  业界人士的职称对期刊评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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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来，业界人士的身份背景对期刊评价的影响程度

不及高校教师群体，这与样本数较少有关。我们的另一个解

释是本次受访的业界人士身份差异很大（既有设计院院长、

总工、规划局长，又有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毕业研究生），

加之样本较少，很难全面反映业界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大部

分的业界受访者都将《理想空间》列为经常阅读的期刊，可

见这种以案例经验介绍为主的期刊对规划业界特别是规划设

计人员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2.1.3  研究生

本次调查涉及 22 位研究生，来自于北京大学、东南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深圳大学、同济大学、香港中文

大学和重庆大学。其中硕士研究生 8 人，博士研究生 14 人。

基于调查样本不足，覆盖面较小，且研究生（尤其是硕士研

究生）的研究方向不甚明确等因素，本文不对研究生群体身

份背景与期刊评价的关系予以详细论述。总体来看，研究生

的阅读面较广，就期刊类别而言，城市规划类期刊评价分数

最高，城市研究类和地理学类次之。这可能与研究生的学科

背景有关，60% 的调查者本科所学的专业为城市规划，其余

几位来自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水利工程、土木工程和交

通运输专业，这些调查者的研究生阶段的专业也以“城市规

划与设计”和“人文地理学”为主。此外，随着研究生群体

外语水平的提高，不少调查者还提及了一些自己经常阅读的

外文期刊，如《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美国规划协会

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区域

科学与城市经济》（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等。

2.2  权威期刊
规划学科是否存在权威期刊或顶级期刊（top journal）①？

顶级期刊的衡量应包含同行评价和影响因子两个维度，我们

运用影响因子（A）、受访者提及期刊的次数（B）、受访者

对期刊的评价分数（C）、经常投稿的期刊（D）这四个指标

来进行综合评价。将指标分别标准化后分别赋权重为0.2、0.3、

0.3、0.2，计算综合得分，得出所有期刊的排名（表 1）。

①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报告——RCCSE 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排行榜》将权威期刊定义为刊载基金论文数量多、被读者利用次数高、广受网络用户

点击、二次文献转载篇数多或被国外重要数据库收录多的期刊，基本上代表了该学科领域内的学术前沿 [16]。

表 1  规划及相关期刊综合评价排名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A）

标准化
（As）

提及次数
（B）

标准化
（Bs）

同行评价分
数（C）

标准化（Cs）
“最常投稿期刊”
提及次数（D）

标准化（Ds）
综合评分
（E）

排名

城市规划学刊 3.031 0.277 117 1.000 341 1.000 77 0.532 0.762 1
城市规划 2.464 0.217 117 1.000 322 0.928 63 0.481 0.718 2

国际城市规划 1.500 0.115 115 0.964 295 0.826 34 0.221 0.604 3
规划师 0.902 0.051 117 1.000 247 0.644 28 0.130 0.529 4

地理学报 4.072 0.388 110 0.873 204 0.481 7 0.065 0.497 5
城市问题 1.677 0.134 113 0.927 225 0.561 3 0.013 0.476 6

城市发展研究 1.448 0.109 111 0.891 224 0.557 16 0.091 0.474 7
建筑学报 1.051 0.067 116 0.982 200 0.466 9 0.104 0.469 8
经济研究 9.830 1.000 95 0.600 143 0.250 0 0.000 0.455 9
经济地理 2.271 0.197 108 0.836 195 0.447 6 0.039 0.432 10

中国社会科学 5.345 0.523 100 0.691 159 0.311 0 0.000 0.405 11
现代城市研究 1.168 0.079 105 0.782 198 0.458 8 0.039 0.396 12
地理研究 2.882 0.262 102 0.727 180 0.390 5 0.039 0.395 13
人文地理 2.052 0.173 105 0.782 181 0.394 2 0.026 0.393 14
世界建筑 0.663 0.026 112 0.909 175 0.371 0 0.000 0.389 15
建筑师 0.493 0.008 114 0.945 166 0.337 1 0.013 0.389 16

中国园林 1.722 0.138 102 0.727 151 0.280 6 0.078 0.346 17
地理科学 2.760 0.249 96 0.618 161 0.318 1 0.013 0.333 18

社会学研究 4.461 0.429 93 0.564 140 0.239 0 0.000 0.327 19
华中建筑 0.453 0.004 103 0.745 148 0.269 4 0.039 0.313 20
时代建筑 0.698 0.030 100 0.691 162 0.322 1 0.013 0.312 21
城市交通 1.260 0.089 98 0.655 142 0.246 2 0.026 0.293 22

上海城市规划 0.634 0.023 98 0.655 138 0.231 2 0.013 0.273 23
北京规划建设 0.440 0.002 96 0.618 131 0.205 0 0.000 0.247 24
风景园林 0.593 0.018 89 0.491 125 0.182 1 0.013 0.208 25

中国人口 · 资源与环境 2.186 0.188 80 0.327 120 0.163 1 0.000 0.185 26
管理世界 3.400 0.317 71 0.164 113 0.136 1 0.013 0.156 27

中国土地科学 2.402 0.211 75 0.236 107 0.114 3 0.026 0.152 28
城市轨道交通研究 0.827 0.043 80 0.327 97 0.076 0 0.000 0.130 29

管理科学 2.852 0.258 69 0.127 97 0.076 0 0.000 0.113 30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0.596 0.019 75 0.236 91 0.053 0 0.000 0.091 31

管理学报 2.303 0.200 68 0.109 86 0.034 0 0.000 0.083 32
经济科学 3.083 0.283 65 0.055 84 0.027 0 0.000 0.081 33
社会 2.391 0.209 62 0.000 88 0.042 0 0.000 0.054 34
城市 0.420 0.000 69 0.127 89 0.045 0 0.000 0.052 35

国土资源 0.488 0.007 70 0.145 81 0.015 0 0.000 0.050 36
中国土地 0.580 0.017 62 0.000 77 0.000 1 0.000 0.003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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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规划及相关期刊的同行评议结果与影响因子的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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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规划类与城市类期刊的同行评议结果与影响因子回归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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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影响因子与评价结果具有正相关性（R2=0.887，图 11）。

这是由于我国规划期刊大都属于综合性期刊，规划学者对

同级各期刊的关注度与使用程度相似。一个学科领域内的

各学术期刊所刊内容越是类似，期刊影响因子就越可能拉

开差距 ；反之，期刊定位越是专业化，优质的学术文章也

越趋于向各个期刊分散 [11]，影响因子与文章类型、质量的

相关度越高 [18, 19]。国外的规划期刊一般有较明确的办刊方

向，规划学者对期刊的关注度更加受到各自研究方向的影

响 ；而我国的规划期刊综合化程度高、所载文章内容各异，

学者投稿时较少受期刊办刊方向影响，而更多地对期刊级

别感兴趣。目前，与城市规划关系最近的建筑、地理学科

的期刊基本都开辟了城市研究或城市规划专区，造成期刊

办刊方向更加综合或不明朗。

2.4  相关期刊对规划研究的影响
通过统计各类期刊的单本评价得分，可将九类期刊对规

划研究影响力的大小分为三个梯队（图 12）。其中，第一梯

队为城市规划类；第二梯队为城市研究、地理学、建筑与景

园类；第三梯队为社会学、城市交通、经济学、管理学和土

地与资源类。

该结果明确反映出我国规划学科的来源对规划研究的影

响。第二梯队中的地理、建筑与景观园林都是规划学科的重

要来源学科，时而见到规划学者在《经济地理》、《人文地理》、

《建筑学报》、《华中建筑》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尤其《华中

建筑》期刊专门辟出约 1/4 的版面用于刊登规划类的文章，受

到了部分规划学者的欢迎。第三梯队中的学科也在供规划学

科借鉴的过程中，逐渐丰富了规划学科的内涵和规划理论的

来源。上述结果也表明，目前规划学者对相关学科的期刊仍

从表 1 可知，只有《城市规划学刊》、《城市规划》和《国

际城市规划》这三本期刊的影响因子大于 1 ；综合评分超过

0.6 的以及分教师、业界和研究生三个群体进行的单独的综

合评分，前三名也均为这三本期刊 ；从同行评价来看，仅有

这三本期刊得分超过 250 ；从期刊级别来看，它们也是仅有

的同时被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期刊印证报

告》、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及南京大学《中

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目录》（含《中文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扩展版来源期刊目录》）收录的三本期刊。这说明我

国城市规划学科确实存在顶级期刊，上述三本期刊构成了我

国规划期刊的第一方阵。

2.3  同行评议与影响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利用 SPSS 软件对所有 37 本期刊作曲线估计回归，结果

显示评价结果与影响因子的相关性较低（R2=0.032，图 10），

规划期刊的低影响因子与高同行评议相悖。这一结论的可能

原因如下。首先，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阅读频次来衡量学者评

价，阅读理由的多元化与影响因子算法的单一性造成了两者

不相关。其次，规划学科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应用性，而技

术类论文的引用率一般低于基础研究类论文 [17]，规划期刊文

章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不体现在被引用率上。此外，探讨规

划内生性理论和方法论的文章较少，为其他学科借鉴的更少，

与地理、经济等期刊影响因子形成较大差距。第三，规划学

科的交叉性强，不少引用文献出自其他学科的期刊，这也无

形中降低了规划期刊自身文章的引用率。第四，研究者很难

做到既“博大”又“精深”，大部分受访者主要研究领域仍

在城市规划范畴之内，可能造成结果偏差。

但若将范围缩小至规划类和城市研究类的 10 本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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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阅读多、投稿少。第二梯队的期刊是规划研究者主要投稿

的相关期刊，第三梯队中除了土地与资源类期刊以外，几无

来自规划研究者的投稿。然而，向相关期刊投稿可使投稿方

向更加多元；可突破规划“核心期刊”数量较少的限制，相

关期刊可以成为学科交叉与创新成果涌现的阵地；可扩大规

划学科的影响力，这在规划学科地位升级之后显得尤为重要。

3  对规划期刊建设的若干建议

结合受访者的建议与我们对规划期刊的理解，认为国内

规划期刊在以下几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

3.1  关于期刊定位
第一，国内规划期刊存在内容趋同、缺乏特色的问

题。学科发展既需要《城市规划》和《城市规划学刊》这

样的综合性期刊，也需要特色化期刊，如保持国际特色的

《国际城市规划》、注重实际和当代规划实践的《规划师》

等。第二，缺乏针对规划教育、规划理论、规划史等城市

规划分支学科或专业化领域的期刊，而国外在这些领域

已经发展出《规划教育与研究期刊》（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规划理论》（Planning Theory）、

《规划理论与实践》（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规

划透视》（Planning Perspectives）、《规划史期刊》（Journal 

of Planning History）等期刊。这些专业分工明确的期刊可

能在办刊初期受众面较小，但其发展潜力巨大，随着二级学

科的逐步完善，必然会拥有稳定的投稿者和读者群，期刊影

响力也会扩大①。此外，以《城市中国》、《凤凰周刊（城市）》

为代表的大众化、通俗化城市类杂志也受到了学界和业界的

欢迎，反映出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对“城市”这一主题的关

注 [1]。第三，规划期刊的学科门类模糊。城市规划学科在中

国属于工科，应被 EI 检索收录，但以《城市规划学刊》为例，

它同时被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收

录。而国外许多城市规划、城市研究类期刊是被 SSCI 收录，

被归于社会科学下的“规划与发展”分类。国内 CSSCI 收

录的城市规划类期刊被归入“人文 · 经济地理类”且数量偏

少，随着城乡规划一级学科的确立，或许需要在 CSSCI 收

入名录中单列城乡规划类。第四，规划期刊的国际影响有待

提高。目前国内的规划期刊中还没有 SCI、SSCI、EI 检索

期刊，唯一的全英文期刊《中国城市规划综述》（China City 

Planning Review）的国际影响力仍有限。编委的来源不够国

际化，英文稿件约稿居多、直接投稿很少，使得双向的国际

交流受限。

3.2  关于审稿和编辑的规范性
优秀的学术期刊需要遵循国际期刊的编辑规范，这也

是 ISI 的重要选刊标准之一，而我国规划期刊的规范性有

待提高。首先是审稿程序。一些期刊在审稿程序上无法遵

循双盲审制度，很难兑现承诺的审稿周期，不提供审稿意

见。而审稿意见是极为重要的同行评议之一， 不管录用与

否均有利于作者提高论文质量。若审稿意见不反馈给作者，

审稿专家与作者之间缺乏互动（其实也是同行互动），作者

的投稿仍为单向行动，无法根据审稿意见和编辑反馈来修

改论文或转换投稿方向。不少受访者提及清华大学建筑学

院主办的《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较好地遵循了国际期刊

规范，但是该刊目前还未有正式刊号（因而未列入本次调

查范围），通过以书代刊的方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好在目

前已被中国知网收录，在获取刊号之后有望成为中国规划

期刊的新秀。此外，以作者论文章的现象仍然存在，掌握

学术话语权的学者发稿较为容易，审稿周期也较短，故在

审稿公平性上有待加强。

其次是文章分类。国内规划期刊文章分类多按文章内容，

如城市研究、规划研究、案例研究等；而不是按文章的性质，

如正式论文（regular paper）和各类“栏目论文”（社论、介

绍、评论、快报、札记、通讯、书评、特邀文章等），对学

术性论文的概念尚缺乏清晰的认知 [20]。例如，特邀领导、专

家撰写的文章属于评论性文章，具有指引性和前瞻性价值，

但应将其与正式投稿论文分类对待。

① 以《规划理论》（Planning Theory）为例，该刊创刊仅 10 余年，2010 年才被 SSCI 收录，至 2011 年已经成为影响因子大于 2、JCR（ISI 每年出

版的《期刊引证报告》）中规划与发展类期刊（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Catalog，共 54 本期刊）中的前 5 名，发展势头迅猛。这说明专业化

期刊的发展潜力绝不亚于综合期刊。

图 12  各类期刊的单本累积评价得分与“最常投稿期刊”累积提及次数

各类期刊单本累计评价得分
“最常投稿期刊”累计提及次数

城市
规划类

城市
交通类

城市
研究类

地理学类 管理学类 建筑与
景园类

经济学类 社会学类 土地与
资源类

期刊类别

250.00

200.00

150.00

100.00

5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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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信息规范性，包括作者信息、文献信息等，其

重要性不亚于编辑规范性。作者信息反映论文的学术性、

真实性，对文章不可或缺 [21]，是同行沟通的渠道之一，也

是进行各种期刊分析（如机构比、地区比）时的数据来源。

作者信息的规范性表现在期刊必须提供第一和通讯作者的

可供联络的地址，同时完整提供每位作者的机构信息。我

们在统计作者电子邮箱时已经发现《城市规划》和《规划

师》两本期刊不提供邮箱地址。注录参考文献反映了学术

继承性、对他人成果的尊重、吸取外部信息的能力等 [22]。

国内规划期刊引文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论文引用密度低，篇

均引文量远低于国外期刊文章，一般国内论文引文量不超过

10 篇，而国外论文少则 20 篇，多则 40~50 篇。二是有的文

章会出现漏引、伪引、暗引等现象，有时期刊会因节省版面

而压缩或删减参考文献 [21,23]。三是文献标注规范性低，许多

期刊都在《投稿须知》中注明了参考文献标识方式，但仍可

见到大量文章引文标注不符各刊规定。

第四是期刊载文量和文章篇幅。出于期刊发展和作者

发文需要，国内期刊不断扩充版面——从季刊到双月刊再到

月刊，载文量不断增加。这在解决稿件积压问题的同时，也

为某些收版面费的编辑部创收提供了条件。相较之下，国外

许多规划及城市研究期刊都是季刊，少数是双月刊，极少数

是月刊。季刊的刊物每期刊载论文数量一般不超过 10 篇 [6]，

全年（一卷）的刊文量可能还不及国内某些月刊一期的刊文

数量。这直接导致载文量无法再反映国内期刊的水平，《中

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也在 2004 年第四版时将载文量指标

取消。在一期刊物总容量确定的情况下，载文量和文章长度

成反比。国外期刊虽然也对投稿有篇幅要求，但多数国外规

划研究论文可长达数十页（社科类论文的传统或惯例），一

期刊物只能刊载个位数的论文 ；而国内少有超过十页的期刊

论文，一期刊物可以刊载十篇以上的论文。不过上述三本顶

级规划期刊以及以书代刊的《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都不

对投稿长度作硬性要求，似乎可以说明优秀期刊以论文的

“质”而不以“量”取胜。

3.3  关于运作程序
期刊的出版评议也是期刊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期

刊需要叫好又叫座，许多相关研究中均提到期刊的社会或经

济效益，这可以通过期刊发行量、被索量、下载频次、购买

率等指标来衡量。国外多数规划期刊依托大出版集团，对期

刊运作实行标准化管理；而国内规划期刊除非是以书代刊形

式，否则很少与出版社联合出版。国外期刊一般都在出版集

团网站下有自己的分站发行期刊的网络版，并介绍期刊特点、

办刊宗旨、投稿格式、编委会组成等，能够在线投稿 ；国内

期刊需要自行创办期刊网站（如《国际城市规划》和《城市

规划学刊》），或者根本无网站供读者了解期刊信息及进行在

线投稿。在信息数字化、网络化的当今，期刊的作用应该超

越以刊印为终点的传统模式，借助网络传媒更强的交互性，

积极引导学术讨论，创造研究创新氛围。

调查过程中不少受访者反映部分期刊存在乱收版面费

现象，导致文章质量参差不齐，出现了为晋升职称和获取

学位所写的低水平文章，使得期刊的质量和可读性难以保

证。亦有部分期刊为获取赞助费而刊登过多的广告页面，

使期刊商业化色彩过浓，影响了学术期刊的严肃性。而行

政力量对办刊的干预也较多，例如领导的文章与随笔常具

有优先发表权。

4  结语

在城乡规划学科升级和内涵延伸的转型时期，规划及相

关期刊对于规划学科的作用愈加凸显。我们通过网络访谈的

方式对规划及相关期刊进行了同行评议视角的使用及评价研

究，并结合各刊 2010 年的影响因子进行了讨论。我们认为：

（1）规划研究者的身份特征会影响其对期刊的使用与评价，

尤其是所在单位、最高学位的学科方向、目前的研究方向、

年龄与职称这几个因素；（2）城市规划学科存在权威期刊，

《城市规划学刊》、《城市规划》和《国际城市规划》构成了

规划期刊的第一方阵；（3）对于城市规划和城市研究类的 10

本期刊而言，同行评价结果和影响因子存在正相关性，而就

所有被分析的 37 本期刊而言上述两个指数不存在相关性；

（4）多个学科期刊介入规划问题有助于学科的交叉和创新

发展，但相关期刊目前仍处于阅读多而投稿少的阶段；（5）

规划期刊的发展需要在期刊定位、审稿和编辑规范、运作程

序等方面进行优化。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 ：（1）本次调查中的受访者样本

容量仍不够大，没有覆盖更多期刊，可能会对研究结果产

生影响 ；（2）对影响城市规划研究的相关领域的界定较为

主观，且某些领域如环境科学没有分析 ；（3）没有严格界

定阅读频次，应对之加一个时间窗口 ；（4）对相关期刊的

选取主要依据影响因子，选取标准可能存在问题 ；（5）某

些期刊被遗漏，如部分受访者所提及的《小城镇建设》以

及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办的电子版《中

国城市研究》，这也可以看出在信息化时代下，学者获取信

息的途径越来越多元 ；（6）进一步研究中可探索将出版评

议加入，与包括学者评议和引文评议在内的学术评议相结

合，共同评价期刊。

注：本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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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感谢同济大学赵民教授在本文撰写与投稿过程中的巨大

帮助，并谨向 117 位热情参与本次网络访谈的高校老师、研

究生和业界人士表示诚挚感谢，感谢诸位能忍受冗长且不周

全的问卷，予以耐心填写并回发！

尤其感谢（排名不分先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张庭伟教

授、同济大学赵民教授、宋小冬教授、石忆邵教授、张立老师、

汤宇卿副教授、董楠楠副教授、清华大学顾朝林教授、中山

大学袁奇峰教授、袁媛副教授、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周江评

助理教授、深圳大学牛慧恩教授、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

究所苏伟忠副研究员、上海应用技术学院陈飞副教授、中规

院城乡规划研究室李浩副教授、大连理工大学杨东峰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胡德老师、山东大学黄潇婷老师、李少星老师、

南京大学刘贤腾老师、汪侠老师、张敏老师、许浩副教授、

北京大学刘堃老师、华南理工大学刘玉亭副教授、宁波大学

马仁锋老师、湖北大学张祚老师、湖南大学周恺老师、武汉

大学王磊副教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张中华老师、华中科技

大学董贺轩副教授、彭翀副教授、湖南大学王良健教授、江

苏师范大学欧向军教授等高校教师；感谢厦门市规划局赵燕

菁教授、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李明超老师、上海复旦规

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敬东老师、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土地规划

所张晓玲所长、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易晓峰高工、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石爱华规划师、广州院上海分院李

峰清工程师、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刘奇志教授、上海市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石崧高工、上海嘉定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王超高工、宁波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倪敏东工程师、湖南城

市学院设计院邱国潮、上海浦东规划设计院马倩工程师、武

汉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万昆工程师、上海久一建筑规划设计有

限公司史舸总规划师、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汤培源工程师、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盛鸣高工等业界专家；感谢东南

大学汤晋、汪坚强、深圳大学李智慧、华东师范大学吴文钰、

清华大学张晓明、袁晓辉、盛明洁、王颖、南京大学姚凤君、

重庆大学魏晓芳等博士或硕士研究生同学，他们对本研究及

规划期刊发展提出了宝贵建议，对本文有极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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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启事

由于作者疏忽，《国际城市规划》2013 年第 4 期《海外

中国城市研究的管窥与思考》一文的作者胡毅的工作单位，

应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规划管理中心”改为“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管理中心”，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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