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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学术出版概念内涵 

 狭义概念：主要指期刊论文、图书专著、学位论文的出版 

 

 广义概念：①论文——②专著——③教材、百科全书—
—④科普作品——⑤学术散文 

 

 周蔚华：“亚学术出版是指由学者写的，具有较高学术含量、

学术价值，用大众化的语言来阐释和表达的出版物。亚学

术出版类似于社会科学界的科普出版”。 

 



2、中国学术出版历史 概况 

 中国现代学术出版肇始于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对西方学
术著作的译介与出版 
 

 中国学术出版在20世纪30年代进入到第一个发展高峰期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民众知识文化水平的提升、
社会各个领域的飞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扩招以及中国国际
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学术出版需求迅速扩大 
 

 2000年以后，中国学术出版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表征，
获得了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开始走向繁荣. 



3、中国学术出版数据分析 

 



2003至2012年图书出版机构数量变化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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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可知，在10年间，中国图书出版机构的数量变化不

是太明显，平均每年增加的数量极为有限，这与中国长期

以来实行的图书出版机构审批制度有关。在出版机构保持

总体数量不变的前提下，通过业务重组，一方面保持老牌

出版机构进行学术出版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激活新兴出

版单位进行灵活多样化学术出版活动，推动学术出版不断

走向繁荣。 

 



中国出版社学术影响力总排行（前10位） 

 
序号 
 

出版社 

 
总被引次数 

1 人民出版社 129319 

2 中华书局 127475 

3 商务印书馆 102121 

4 北京大学出版社 47871 

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5318 

6 上海人民出版社 40840 

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0460 

8 上海古籍出版社 39528 

9 法律出版社 38648 

1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7219 



 根据2012年南京大学最新发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

学术影响力报告》显示，在全国出版社中综合学术影响力

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

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历史悠久的出版机构以及近几十年来发

展迅速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主要的学术

影响来自于领袖著作和政治家著作；中华书局主要是出版

了大量的古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多国外经典著作的译

本以及辞典均被学界大量引用；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的学术影响主要来自于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

学术著作。 

 





2003至2012年各类图书出版种类变化趋向 （单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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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至2012年22类图书总印数变化趋向（单位：万册）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20
03

20
05

20
07

20
09

20
11

哲学
Philosophy

社会科学总论
Social
science

历史地理
History&geog
raphy

生物科学
Biological
science

航空航天
aerospace&av



 总体上看了，十年间各类图书种类都有较大增长，其中以

下几类图书增长最为显著，显示出读者需求的变化及出版

热点的趋向。其中哲学类图书由2003年的2523种增加到

2012年的8338种，显示出中国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面对

社会出现的新问题，读者力图借助哲学书籍进行对思想精

神世界的观照与反思。历史地理类图书由2003年的6046种
增加到2012年的16916种，随着民众对历史及地理阅读需

求的日益高涨，专业性及通俗化的历史地理图书开始大量

出版，其中部分书籍最终成为畅销书，显示新千年图书出

版的热点趋向。此外，生物科学、航空航天及环境科学类

图书出版种类也增长显著，一大批与中国科技发展与社会

问题相呼应的图书获得不断出版，显示了出版与社会的密

切关联。 

 





2003至2012三大类图书品种数变化趋向   （单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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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图书基本上可以分成社会科学类和自然科学类两大类，

但由于我国教材教辅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所以将G类文体

科教类图书单独归为一类进行分析。从总体数量上来看，

教材教辅类图书出版种类相对数量较大，显示出中国出版

的某种特征。但从纵向发展来看，社会科学类图书在十年

间出版的种类数量增长速度最快，显示出此类图书的市场

需求及出版走向。 

 



4、中国学术出版发展现状 

 4.1政策支持：逐步规范学术出版活动  

 2002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2004年教育部下发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 

 2006年科技部颁布了《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
试行)》 

 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

知》 

 2012年6月1日起，三联书店执行新颁布的《学术著作出版规范》 

 2012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发布实施《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学术著作出版规范（2012）》 



4.2基金资助：有力助推学术出版发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3 年总资助计划额度约 238.47 亿元

，其中大部分用于资助学术出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2 年资助金额 12 亿元，“十二五”末
将达到 20 亿元，其中约有 15%~20%左右的资金会进入

出版领域； 

 国家出版基金 2012 年资助金额 3亿元，重点资助学术出

版，“十二五”末将达到 10亿元，其资助对象大部分是学术

出版； 

 科技部、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等部门都有从

几千万元到几亿元不等的资助项目，绝大多数都与学术出

版有关。 



 “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10年共资助14个系列，

202种图书，合计资助金额2600多万元。 

 到2011年3月，“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已同美国、英

国、法国、德国、荷兰、俄罗斯等54个国家322家出版社

签订了资助出版协议，涉及1558种图书，资助金额超过

8100万元。 



4.3组织运作：全面推进学术出版转型 

 “中国学术数字出版联盟”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中国人

民大学人大报刊资料中心、众书网和人大数媒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联合发起，2015年在北京成立。该联盟的目标

定位于建立中国学术出版的规范体系，重构学术出版生态

圈，促进中国学术成果“走出去”，扩大中国学术全球影响

力，促进中国学术出版繁荣发展。 

 “中国学术出版年会”自2011年创办以来，到2015年已连

续召开五届，以新锐与前沿的视野获得了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出版业同行的广泛关注与支持。关注学术出版发展走

向，探讨前沿问题，推动学术出版走向繁荣。 

 



 “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首届高端论坛”2013年8月13日在

上海举行，此后连续举办。论坛旨在总结各个出版社在中

国学术“走出去”过程中的经验，阐述中外出版商“走出去”的
新战略，特别注重“走出去”的可持续性，以及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升，提出鼓励和支持“走出去”的政策

建议和路径选项。 

 “中国学术出版的国际传播”招待酒会2013年8月31日在北

京举行，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共

同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

专家学者，世界著名学术出版机构施普林格、博睿、牛津

、剑桥、萨基、新加坡科技的出版方代表等40余人出席招

待会，主要探讨国际出版战略规划。 

 



5、 主要学术出版机构及图书系列 

 5.1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897年在上海成立,1954年迁

往北京, 1958年中国出版社业务分工，商务承担了翻译出

版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和编纂出版中外语文辞书等出版任务

。2011年6月，商务印书馆重新整合学术出版资源，以精

品战略和规模出版为导向，成立了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

心，出版具有历史定评的经典学术作品历来是商务秉持的

学术传统，也是商务立于学术出版之林的金字招牌，因此

经典名著的开发与维护历来是商务出版工作的重中之重。

出版的学术著作系列包括名著系列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社会学名著译丛

》，思想大师文集《亚当·斯密全集》、《大卫·李嘉图全

集》《凯恩斯文集》等，前沿研究系列《解释学译丛》《

新世纪美学译丛》《媒介人类学译丛》等。 

 



5.2中华书局： 

 1912年1月创立于上海，1958年中华书局成为一个整理出

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

关学术著作、普及读物的专业出版社。50多年来，中华书

局一直坚持专业定位和品牌特色，出版的图书内容大多属

于文、史、哲和语言文字等基础学科领域。1958年以后陆

续完成的点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管锥编》

、《中华民国史》等，以及中国历史考古著作《汉代豪族

地域性研究》、《明代国家礼制与社会生活》、《春秋青

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等；

中国传统宗教著作《江西道教史》、《从波斯到中国：摩

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等。 



5.3人民出版社： 

 始建于1921年9月1日，重建于1950年12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

生后重要的党和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也是我国第一家著名的哲学社

会科学综合性出版社。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世界通史》、《中国

通史》、《中国学术通史》、《中国民俗史》、《哲学史家文库》、

《中国哲学史新编》、《柏拉图全集》等一大批学术精品著作奠定了

人民出版社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地位。自1951年三联书店并入

人民出版社至1983年该书店分出期间，三联书店一直作为人民出版社

的副牌使用，出版了许多具有学术价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和著

译，在广大读者中享有盛誉。1985年6月，经文化部正式批复后，人

民出版社又以东方出版社为副牌，在致力于国内社科领域学术文化精

品图书开发的同时，引进并出版了大量国外政治学、经济学、哲学、

历史学、社会学、未来学、文化、国际关系等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著

作。 



5.4 三联书店： 

 三联书店及其前身出版机构于1932至1951年间出版的100

种代表性出版物，真实记录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思考、探索

与不懈努力。从20世纪50年代起，三联开始出版黑格尔、

凯恩斯、康德等的学术精华。1986年恢复独立建制后，陆

续出版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译作“学术前沿”系列

和“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等学术系列，并推出了陈

寅恪、钱钟书、戈公振、黄仁宇、钱穆、吴宓、王世襄等

名家的专著。其中“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从1994年

推出第一辑开始，历时20年出版15辑95种（第95种即将面

世），覆盖了历史、哲学、文学、政治学、考古学、社会

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的多个学科。这套具有规模效应的丛书

已经成为代表高水准学术研究的出版品牌。 



5.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成立于1978年6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并主管，以

出版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为主的国家级出版社。迄今共

出版近2万种图书，目前年出书量达1000种以上，其中许

多都是具有品牌价值的学术精品图书。其中“理解中国”丛
书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策划、中国社会科学院统筹实施

的一个重点项目；"知识分子图书馆"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组织策划的又一套大型译介西方学术著作的丛书； 

  “国家智库报告”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打造的国家级智库

型成果发布平台，紧紧围绕党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大局，努力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蕴

积思想，传播成果。 



5.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成立于1985年，是直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文社会科学专

业学术出版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直以来以“权威、

前沿、原创”作为自身的产品特色。该社先后策划出版了著

名学术品牌“皮书”系列、“全球化译丛”、“经济研究文库”、
“社会理论译丛”等一大批既有学术影响又有市场价值的系

列图书。 

 



 “皮书”是对中国与世界发展状况和热点问题进行年度监测

，以专家和学术的视角，针对某一领域或区域现状与发展

态势展开分析和预测的连续性公开出版物。自20世纪90年
代末推出以经济蓝皮书为代表的皮书系列，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至今已出版皮书近800部，160余品种，内容涵盖经

济、社会、政法、文化传媒、行业、地方发展、国际形势

等领域，皮书已经成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著名图书品

。 



5.7 高等教育出版社  

 成立于1954年5月，是新中国最早设立的专业教育出版机构

之一。自然科学学术著作分社成立于2004年，主要出版高

水平的学术著作和高层次教学参考书。出版物着重介绍国

际、国内最新的研究进展，包括各领域在基础研究和应用

类研究中的最新成果，以满足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教师

、研究生等各类读者的需要；同时还成立了人文社科学术

出版事业部是高等教育出版社专门的人文社科类学术出版

部门，核心业务是发掘学术思想、提供思想资源并进行世

界化的传播。目前每年编辑出版哲学、经济学、法学、教

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的学术

著作百余种和英文学术期刊7种（Frontiers系列季刊）。 

 



5.8北京大学出版社： 

 成立于1979年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努力实现"学术为本、

创建一流"的目标。依靠北京大学雄厚的教学科研力量，同

时积极争取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合作支持，出版高水平的高

等教育教材和学术著作。北大出版社强调学术创新和文化

积累，注重出版物内容的高质量，尤其注重组织高水准的

原创性、开拓性著作。先后出版了《全宋诗》、《北京大

学数学丛书》、《中国文化大观系列》、《文艺美学丛书

》、《北大院士文库》、《学术史丛书》、《北大名家名

著文丛》、《胡适文集》等三十余个系列的丛书套书以及

一大批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5.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47年组建交通大学出版社；解放后出版社一度停办，直

至1983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正式创建。依托百年名校—
—上海交通大学独有而深厚的学术背景，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不断吸纳学术界最有名望的专家、学者成为自己的作

者资源，相继策划出版了“钱学森系列”、“大飞机出版工

程”、“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学会史丛书”
等一批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著。 

 



5.1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年11月18日在桂林成立，多年来锐意改革、开拓创新

，从一家地方普通高校出版社，成为业界具有较强实力和

竞争力的出版文化集团。该社形成了一轴（教育出版）两

翼（学术人文和珍稀文献出版）、多元并举的出版格局。

该社学术人文类图书凭借高雅的出版品位、浓厚的人文精

神，出版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人文图书，在海内外学术

文化界享有盛誉，如雅典娜思想译丛、中医文化系列、“
百家讲坛”系列、海外学人名著系列、中国思想学术史、

西方社会史以及钱穆、许倬云、余英时等一大批中外学者

的学术著作。 
 



6.中国学术出版未来发展趋向 
 6.1学术出版法规制度及伦理道德将进一步完善： 
 完善学术出版法律规范，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教育部、科技部等行业主管部门联合

制定相应的部门规章。对不同学科专用的学术出版规范．

制定出具体的行业标准．依法规范学术出版单位的出版行

为和学术界的科研行为。 

 提升学术伦理道德，学术出版机构要开展学术伦理道德教

育，制定明确的关于反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政策，并从出版

从业人员自身开始进行自我教育。学术出版机构要尽到反

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职责，必须制定明确的反对学术不端的

政策，并在实践中认真执行。 

 



 6.2学术出版数字化发展进程加快： 
 学术出版的数字化传播主要表现在学术著作数字化形式的

出版、专业数据库的建设以数字化的营销。数字出版具有

容量大、便于搜索和更新等特点，契合了现代学术出版的

要求和专业人士的使用偏好，逐步推动学术出版的形式创

新和价值提升。打破传统图书的概念，有效整合全媒体数

字技术，进而构建学术著作数字出版的传播平台。 

 



 6.3学术出版国际化路径日益拓宽： 
 从版权输出到合作出版——从被动走向主动；参与国际书

展，主办国际学术活动，系统推介有关中国学术图书；选

派人员到国外出版社学习，建构国际化人才队伍，组建稳

健译者团队，切实推动并深化学术出版国际化进程。 

 



 6.4开放存取出版模式的引入与实行： 
 开放存取出版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是一种学术信

息共享的自由理念和出版机制。作为一种全新的学术交流

和出版模式，开放存取出版近年来受到全球出版界、学术

界和图书馆界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网络时代学术出版发

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学术出版机构应该与时俱进，积极地

探索发展开放存取出版，才能在未来激烈的学术出版市场

竞争中占得主动、赢得优势。 

 



 6.5学术评价机制逐步建立 
 逐步建立学术评价机构与学术共同体相结合的可信度评价

体系，对学术著作的创作、出版及利用进行客观评价和监

督，定期发表评价数据，进一步提高学术著作出版的公信

力，促进学术生态健康发展。南京大学学者苏新宁等主编

的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中国人文社

会科学期刊学术影响力报告》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

学术影响力报告》等系列著作将为建立客观有效的学术评

价机制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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