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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审稿制度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学进步吗?
———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研究

刘瑞明　赵仁杰①∗

摘　要　中国经济学的进步离不开经济学期刊的支撑和引导,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学期刊纷纷引入国际通行的匿名审稿制度,这一

制度变革是否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学进步? 中国经济学期刊采用匿名

审稿制度的差异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准自然实验”,本文首次采用

中国经济管理类３６６种期刊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影响因

子、总被引频次、平均引文率、被引半衰期、立即指数等五个指标,
就匿名审稿制度对中国经济学学术进步的推动作用进行系统评价.
在采用双重差分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

性检验后发现,匿名审稿制度的推行使得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总

被引频次、平均引文率显著上升,事实匿名审稿制度比名义匿名审

稿制度的作用更强.而且,匿名审稿制度的推行具有动态效应,随

着推行年份的延长,学术进步越为明显.一方面,这一发现为推动

中国经济学进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制度变革依据;另一方面,在中

国学术期刊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这一发现对中国的学术期刊提

高期刊竞争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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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１０１３８２１/jcnkiceq２０１６０４０７

一、引　　言

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也经历了长足的进展.这

直接表现在与学术研究水平紧密相关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质量上: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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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５９号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楼 A座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８１８室;１００８７２;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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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在国际一流SSCI期刊的发表数量逐年递增,而且保持着

持续上升的态势(于晓华,２００８)
　

①１
　
;另一方面,中国本土主要经济学理论刊物

的质量在过去几年也提高得很快(王军,２０１０)
　

②２
　
,以中国的 «经济研究»«经济

学»(季刊)、«管理世界»«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等杂志为样本,其所发表

的数量经济学和严格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逐年上升(成九雁和秦建华,

２００５)
　

③３
　
,而且文章中明确进行稳健性检验的文章占比大幅增加(张成思和陈

曦,２０１４)
　

④４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不仅能够彰显中国经济学界学术水平

的不断提升、与国际经济学界接轨并展开对话,而且可以通过更为严谨规范

的分析直接为中国经济的健康成长提供可靠的建议、促进经济的健康快速发

展.而这些愿景的实现,需要实现研究对象的本土化、研究成果的国际化、
研究方法的规范化(林毅夫,１９９５).

　

⑤５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学的进步离不开经济学期刊的支撑和引导.因而,
创办和发展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本土期刊,提高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至关重要

(林毅夫,１９９５),这是提升本土期刊学术水平的保障,也是提高当代中国学

术研究水平的必要条件.在现代科学研究的进程中,实现规范化的一个重要

途径就是期刊所发表的文章经过严格的匿名审稿制度,匿名性作为一个重要

指标甚至被当成公理来衡量知识的影响力(PalaciosＧHuertaandVolij,２００４).
中国传统的期刊审稿制度普遍采用三审制、编辑审稿制度等,但是随着学科

体系的不断细化、学术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仅仅依赖于编辑成员的专业知

识和信息,已经不足以应对新的学科需要.尤其是,在现代学术发展的体系

下,往往需要经过同行专家的学术交流和学术批评才能使得一项研究成果更

为完善.而且,在中国的特殊情景下,传统的编辑审稿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夹

杂关系稿、人情稿等方面的问题.就中国当前的学术环境而言,匿名审稿制

度的推行具有异常重要的价值.一方面,匿名审稿有利于避免传统审稿制度

中存在的关系稿、人情稿等问题,作者可以通过反复修改论文以提高文章质

量(朱家祥,２０１１)
　

⑥６
　

;另一方面,匿名审稿制度可以弥补编辑部成员在专业知

识和信息方面的缺陷,经过同行专家的把关和反复修改后的文章质量有所提

高(Hamermesh,１９９４).
但是,匿名审稿制度的效果存在争议.从理论上讲,匿名审稿制度也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１ 于晓华,“中国研究机构发表经济学英文论文的一个统计研究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经济学»(季刊),２００８年
第７卷４期,第１４７７—１４９０页.
　　 　　２ 王军,“中国经济学学术期刊评价”,«世界经济»,２０１０年第１２期,第１１９—１５３页.
　　 　　３ 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轨迹———对«经济研究»１９７９—２００４年刊载论文的统计分
析”,«经济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１１６—１２２页.
　　 　　４ 张成思、陈曦,“中国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可信性分析”,«世界经济»,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１２０—１３３页.
　　 　　５ 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庆祝«经济研究»创刊４０周年”,«经济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１０期,第
１３—１７页.
　　 　　６ 参见朱家祥在２０１１年５月«经济评论»创刊３０周年暨学术期刊发展论坛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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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不利于学术创新,新思想很难经匿名审稿杂志变成主流学派(杨小凯,

２００４)
　

①７
　

,历史上一些重要的论文也曾遭到多次拒稿(GansandShepherd,

１９９４).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是编辑采用稿件的重要参考标准,在学术研究市场

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作者为了晋升、职称评定的需要,选择按照审稿人的要

求修改文章以便尽快发表(SkeelsandFairbanks,１９６８;Frey,２００３),从而

放弃自己的原创思想.如何准确评价匿名审稿制度对于学术进步的影响,从

而更好地促进中国的学术进步成为一项重要研究议题.在以往的期刊评价文

献中,人们的视角主要集中在评价方法、指标选取等方面(Liebowitzand
Palmer,１９８４;Stigleretal,１９９５;Kalaitzidakisetal,２００３),近年来,
随着中国学术期刊的进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中国经济学期刊的影响力,尤

其是就中国的经济学期刊中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进行了理论分析和统计分

析(林良夫和陶小荣,２０００　

②８
　

;林毅夫,２００１　

③９
　

;成九雁、秦建华,２００５;孟

大虎,２００８
　

　

④１０
　

;王军,２０１０;张成思和陈曦,２０１４),以此观测中国经济学的

进步.但是这类分析鲜有涉及对匿名审稿制度的专门考察,而且现有研究往

往采用典型期刊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单差法很难得出准确估计.
因而,采用来自期刊的大样本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严格的实证

分析,可以很好地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为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和中国经济类

期刊的成长提供借鉴.
幸运的是,中国经济学期刊实行匿名审稿制度的差异性为我们进行实证

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素材.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为了规避传统审稿制度的弊端,推

动期刊进步,国内学术期刊纷纷开始实施双向匿名评审制度(彭爽,２０１１)
　

⑤１１
　
,

这一制度在经济管理类期刊中得到了广泛推行.例如,国内经济管理类的一

些领军期刊 «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管理世界»等在进

入２１世纪后纷纷实行匿名审稿制度,也使得这些期刊的影响力大大增强(王
军,２０１０).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经济学较好地采用了实证和数理研究方

法,以解释现实经济现象为目的,尽量做到价值中立的判断(Mises,１９６０),
最接近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范式,经济学的发展现状和学科性质是社会科学

中最容易满足匿名审稿制度要求、实现匿名审稿效果的学科.同时,中国经

济学科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也是社会科学中最为显著的,实行匿名审稿制度的

期刊也最多.这一制度被认为是推动中国学术进步的重要途径.更为重要的

是,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类似,中国的学术期刊在施行匿名审稿制度的过程

①
②
③
④

⑤

　　 　　７ 杨小凯,“国内经济学者要重视经济学文献”,«南方周末»,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２日.
　　 　　８ 林良夫、陶小荣,“«世界经济»研究论文统计分析”,«世界经济»,２０００年第１２期,第７４—７７页.
　　 　　９ 林毅夫,“经济研究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经济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７４—８１页.
　　 　　１０ 孟大虎,“转型中国的经济学转型———基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经验分析”,«北京师
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１０３—１１４页.
　　 　　１１ 彭爽,“经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与学术期刊发展———«经济评论»创刊３０周年暨学术期刊发展论
坛观点综述”,«经济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１５５—１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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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先有后、逐步推行,这种制度变革的差异性构成了一次经济管理类期刊

的匿名审稿 “准自然实验”,为我们提供了一次绝好的研究机会.
本文试图抓住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学期刊采用匿名审稿制度的差异性,利

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中国经济管理类期刊的数据和双重差分方法(Differencein
Differences)进行研究.本文发现,匿名审稿制度的推行有利于推动学术进步,
使得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平均引文率显著上升,而且,事实

匿名审稿制度比名义匿名审稿制度的作用更强.匿名审稿制度的推行具有动

态效应,随着推行年份的延长,学术进步越为明显.相比于既有文献,本文

的边际贡献体现在:第一,本文首次采用中国经济管理类３６６种期刊２００３—

２０１２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平均引文率、被引半衰期、
立即指数等五个指标,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进步进行系统评价;第二,本文

利用匿名审稿制度的 “准自然实验”性质,采用了双重差分方法进行验证,
这可以帮助准确地估计出匿名审稿制度变革的效应;第三,本文区分了名义

匿名审稿和事实匿名审稿,估计了匿名审稿制度实施的动态效应并进行了一

系列稳健性检验,在中国学术期刊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这些结论可以为

中国的学术期刊在推行匿名审稿制度和提高期刊影响力方面提供借鉴.
本文剩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背景与理论假说;第三部分交

代本文的数据与变量;第四部分论述实证识别的方法和策略;第五部分进行

实证检验,交代计量结果;第六部分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七部分是结论和政

策启示.

二、背景介绍及理论假说

(一)背景介绍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中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研究也进入快速发展的 “春天”,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研

究也取得了长足进展,经济学已经成为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

影响力的 “显学”(高帆,２０１２)
　

①１２
　
,这一点也得到了很多国外著名学者的认

可
　

②１３
　
.中国的改革实践对经济学进步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

国的改革发展出现了很多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

升,对这些现象的研究会越来越重要(林毅夫,２０１２)
　

③１４
　

,经济转型期的社会

①
②

③

　　 　　１２ 高帆,“引入与再造:经济理论在中国的百年嬗变历程”,«经济学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５—１４页.
　　 　　１３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委员、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约翰哈斯勒教授２０１２年到访复旦大
学时积极评价了中国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成绩,数度来中国讲学交流,他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学研究
的进步非常快.
　　 　　１４ 林毅夫,«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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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问题给中国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素材.第二,在经济改革的进程中,
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不断融合,也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研究与国外研究的交流

日趋活跃.经济改革的实践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但从经济

学研究内部来讲,规范化、国际化的研究思路和评价机制对保证中国经济学

研究不断进步同样重要.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研究在内容上不断拓展,
研究方法上日益丰富.同时,为了构建规范化的学术研究环境也逐步实行了

一些制度规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实行匿名审稿制度.从２０００年以来,
国内学术期刊纷纷实施双向匿名评审制度(彭爽,２０１１),但对于该项制度的

作用仍存在一些争论.本文正是基于此,抓住中国转型时期经济学期刊实行

匿名审稿制度的差异性,来研究该项制度对中国经济学进步的作用.同中国

经济发展的差异性类似,经济学研究的差异性同样明显,并通过期刊质量反

映出来.２００３年以来每年都有不同的期刊宣布实行匿名审稿制度,同时以影

响因子、总被引次数、平均引文率等指标度量的期刊质量可以被作为衡量学

术研究进步的重要变量.因此,匿名审稿制为我们检验规范化的学术评价方

式对学术进步的作用提供了良好的素材,这有利于启发我们通过制度变革来

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

(二)理论假说

学术成果评价的中立性一直是学术评价的重要准则,而匿名审稿制度被

认为是实现这一原则的重要制度保障,匿名性作为一个重要指标甚至被当成

公理来衡量知识的影响力(PalaciosＧHuertaandVolij,２００４).匿名审稿制度

对期刊质量提高和学术进步的作用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第一,现代学科体

系和学术分工越来越细化,学科前沿和研究工具不断更新,仅仅依赖于传统的三

审制
　

①１５
　下责任编辑和主编的专业知识,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学术发展的需要,

编辑人员和少量专家学者不可能涉猎那么多领域(兰甲云,２００９)
　

②１６
　
.依赖于

少数编辑和专家可能导致审稿误差,当编辑对文章的理解和判断存在较大偏

差时,期刊的投稿量会很低,发表的文章质量也不高(Besancenotetal,

２０１２).在匿名审稿制下,庞大的匿名审稿专家队伍可以弥补编辑部成员在专

业知识和信息方面的缺陷,可以确保期刊选择高学术质量的文章.对文章本

身而言,由于匿名审稿专家本身就对该领域有着深入研究,经过同行专家的

把关和反复修改后的文章质量有所提高(Hamenmesh,１９９４),审稿人的意见

能够提升论文发表后的引用率(Laband,１９９０).第二,匿名审稿制度对投稿

者可以起到有效的筛选作用.实行匿名审稿会延长审稿周期,增加投稿者的

①
②

　　 　　１５ 主要指编辑部内部审稿,即责任编辑初审,主编复审和终审.
　　 　　１６ 兰甲云,“论责任编辑在专家匿名审稿制中的主导作用”,«湖南大学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第１２６—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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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时间,这会降低那些想要快速发表的作者的投稿动机.而优秀期刊发表

的很多文章都要结合审稿意见经过反复修改和长期等待后才能发表(Ellison,

２００２),急于求成的研究成果质量难以保证,这样匿名审稿就会间接地筛选出

高质量的投稿者.特别是对于高水平的综合类期刊,面临投稿量大、审稿资

源稀缺等问题,对来稿征收审稿费并进行较复杂的审稿程序可以提高劣质稿

件的机会成本,减少低质量投稿的同时提高审稿效率(Azar,２００５).第三,
匿名审稿制度在匿名评审下可以更加公平客观地反映文章的学术价值,避免

传统的关系稿、人情稿.在匿名审稿制下,审稿专家的意见对文章的发表与

否有着重要作用,通过人情关系进入审稿程序的文章通不过匿名审稿专家评

审时,编辑部也不能随意发表,这一方面形成了对编辑部的约束,另一方面

也减轻了编辑部的人情压力和负担.当审稿人不知道作者信息时,审稿人更

多地会从文章的学术贡献角度来考虑,对文章也更加挑剔,低质稿件被接受

的可能性也会越小(Blank,１９９１).第四,从学术进步的角度来看,匿名审稿

制度通过评审专家和作者的互动加强了该领域同行专家间的学术交流与学术

批评,而与高质量期刊上同行的学术交流是匿名审稿人参加论文评审的重要

动机(EngersandGans,１９９８),匿名审稿为专业领域内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

了解研究前沿和学术交流的平台.鉴于匿名审稿制度的积极作用,就中国的

经济管理类期刊而言,实行匿名审稿制度会从多个方面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学

术进步.因此,我们提出:
假说一:匿名审稿制度能够推动学术进步,提高期刊质量.
基于前文的讨论,匿名审稿制度所提供的同行间的学术交流和学术批评

机制会促进学术进步,可以通过多个途径来提高期刊发表的文章质量,公平

地筛选出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推动学术期刊的规范化和整体水平提升.
但这些作用的良好发挥建立在该项制度被真正执行的条件下,有鉴于中国经

济管理类期刊引入匿名审稿制度的时间有限,各项条件不完全具备,现实中

存在很多只声称实行该制度但并未严格落实的情况.也即,在执行匿名审稿

制度的过程中,一些匿名审稿期刊能够严格执行,而另一些则执行得并不严

格,而从客观效果来看,这可能会影响到其效果.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

区分.在本文中,我们将所有声称实行了匿名审稿制度的期刊称为 “名义匿

名审稿期刊”,将那些真正严格执行了匿名审稿制度的期刊称为 “事实匿名审

稿期刊”.
匿名审稿制度的实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高水平的匿名审稿人、

期刊经费和投稿量等均是重要因素.但是从中国现阶段经济学研究的现状来

看,这些条件很难同时达到.第一,匿名审稿制度的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匿

名审稿人,高水平的匿名审稿人仍然是比较稀缺的.在现实中,受期刊经费

和审稿专家不足等因素影响,很多期刊只是声称实行了该项制度,并未真正

付诸实施,只要付费即可发表的现象也会出现(Frey,２００３).因此,匿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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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制度对学术进步的作用受到该项制度实行现状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第

二,办刊经费的问题.期刊改制以后,各个杂志社的办刊经费均受到限制,
而聘请高水平的审稿人需要支付报酬,现实中部分期刊会通过少量审稿费用、
颁发证书或者年底感谢等形式感谢匿名审稿人,但这远不能弥补高水平审稿

人的机会成本,导致部分审稿人的激励不足,经费所限难以保证匿名审稿制

度的真正执行.第三,期刊实行匿名审稿时审稿周期会变长,审稿人会更加

挑剔,作者需要对文章的修改也越多.如果期刊只是声称而并未真正实行该

项制度,那么通过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作者反复修改来提高文章质量的作用

机制就难以实现,期刊质量的提高同样受限.这样我们就有理由相信真正严

格实行匿名审稿的期刊受到的提升作用要高于只是名义上声称实行该项制度

的期刊.如果存在匿名审稿制度的执行缺失,那么匿名审稿制度的作用就会

被削弱.第四,匿名审稿制对期刊质量的提高作用应该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
也就是说伴随期刊实行该项制度的时间变长,匿名审稿对期刊质量提高的程

度也在不断变化.任何一个期刊品牌的建立都非一朝一夕之功,只有那些长

期保持良好声誉的期刊才能吸引高水平的稿源,推动期刊质量的提升.在一

个期刊实行匿名审稿制度的初期,人们往往处于观望状态,优秀的作者、稿

源、审稿人等往往不能被期刊迅速聚集起来,但是如果期刊真正实行了匿名

审稿,它会在长期形成良好的声誉和品牌效应,积累起优质的作者群、稿源

和审稿专家团队,期刊质量受该项制度的影响程度也会不断增大,同时高于

那些执行的并不严格的名义匿名审稿期刊.因此,我们提出:
假说二:事实匿名审稿制度对期刊质量提高的作用要大于名义匿名审稿

制度,并且匿名审稿制度对期刊质量的作用随着执行时间的延长而增强.

三、数据介绍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就匿名审稿制度对中国经济学学术进步的作用进行

实证考察,匿名审稿制度作为一种外在的制度选择,它在哪些方面能够推动

学术进步是本文关心的重点.我们以期刊质量来反映学术进步,选取了以下

五个核心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期刊水平,数据来源于维普资讯网中国

科技期刊评价报告中经济管理类的期刊样本
　

①１７
　
.

(一)学术进步的度量指标:被解释变量

(１)影响因子.在学术研究领域,研究成果被他人广泛的引用是对研究者

贡献的肯定(Moed,２００５).影响因子(impactfactor)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期

①　　 　　１７ 经济管理类期刊主要包括经济学、世界各国经济概况、经济史、经济地理、经济计划与管理、农业经济、
工业经济、信息产业经济、交通运输经济、旅游经济、邮电经济、贸易经济、财政、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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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评价指标,其以文章的被引次数为基础,将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

当年的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用以反映近年

该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及近期在科学发展和文献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因而,我

们采用这一指标评价学术进步.本文有关中文经济管理类期刊影响因子的数

据来源于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评级报告.
(２)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可以反映较短时期内学术期刊的水平,但真正

的学术研究应该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影响.总被引频次(citedtimes)指期刊自

创刊以来所登载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可以显示该期刊被

使用和受重视的程度,及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采用累计加总的方式,
计算期刊总体上的影响程度.总被引频次一方面受期刊发文量的影响,在文

章质量一定的情况下,期刊发文量越多,被引用的概率也就越大.另一方面,
期刊的办刊历史也会影响总被引频次,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期刊时间越长,
文献存量也就越多,累计的被引次数也就越多.

(３)平均引文率.任何学术研究都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用别人的

成果是对他人劳动的肯定和尊重,还可以很得体地表明自己的创新所在,使

自己的研究在学术文献中有一个定位点(杨昌勇,２００２)
　

①１８
　

.平均引文率度量

了在给定的时间内,期刊篇均参考文献量,用以测度期刊的平均引文水平,
考察期刊吸收信息的能力以及科学交流程度的高低.

(４)被引半衰期.被引半衰期(citedhalfＧlife)的计算首先确定被引期刊的

年龄基准,从当前年度向前推算引用数占截至当前年度被引用期刊的总引用

数５０％的年数,即从确定的期刊年龄基准到向前推算,在这个时间跨度 N 内

的该期刊的被引用数占该期刊自创办起至今的总引用数的一半,N 就是半衰

期.被引半衰期较好地衡量了期刊老化的程度,该指标越小,说明期刊的更

新速度越快,越容易被接受.
(５)立即指数.立即指数(immediacyindex)指用某一年中期刊发表的文

章被引用的次数除以当年该期刊发表文章的总数,可测度期刊论文被利用的

速度以及期刊对学科发展过程中新的科学问题的快速反应程度,衡量了期刊

对前沿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反应速度.一般来讲,高水平的期刊立即指数比

较高.但学术期刊立即指数低也是正常的(王军,２０１０),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需要较长时间的写作,不同于 “应景”的速成文章,存在研究上的时滞,在

匿名审稿制度实行后发表周期也会变长,所以发表后在当年就得到引用的困

难也比较大.

(二)匿名审稿:核心解释变量

匿名审稿制度是本文关心的重点,匿名审稿作为学术研究规范化的重要

①　　 　　１８ 杨昌勇,“学术论著注释和索引的规范与功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第１９４—２０４页.



第１期 刘瑞明、赵仁杰:匿名审稿制度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学进步吗? １８１　　

体现,从２０００年以来,国内学术期刊纷纷实施双向匿名评审制度(彭爽,

２０１１),但鉴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实和匿名审稿制度实施的严格条件,我们

认为单纯以期刊自己公布的匿名审稿信息还不足以准确反映中国经济管理类

期刊实行匿名审稿制度的实际状况.基于此,我们区分了名义匿名审稿和事

实匿名审稿两种指标,以下就这两种匿名审稿指标做详细说明.
名义匿名审稿指标(anonymous):我们的样本共包括３６６种经济管理类期

刊,匿名审稿指标来源于该期刊的征稿启事通告
　

①１９
　
,以该期刊的征稿启事为

依据,在我们的样本范围内(２００３—２０１２),该期刊的征稿启事中最早声明实

行匿名审稿制度的那一年开始我们认为该期刊实行了名义匿名审稿制.考虑

到部分期刊实行匿名审稿制度的时间在年中,因此,我们采取了如下数据处

理方式:如果刊登包含匿名审稿声明的征稿启事出现在前半年(１—６月),那

么匿名审稿制就从当年开始算起,如果出现在后半年(７—１２月),匿名审稿制

则从下一年开始算起.数据根据各期刊的纸质版、中国知网(CNKI)上各期刊

电子版以及官方网站手工整理获得.
事实匿名审稿指标(defactthanks):虽然很多期刊声称实行了匿名审稿制

度,但是鉴于该项制度在中国经济学学术研究中采用的现实情况,我们还整

理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匿名审稿指标.按照匿名审稿制度的要求,如果期刊严

格采用了这一制度,匿名评审人会对作者提供一定的审稿意见,而文章一旦

发表,作者也会对匿名审稿人的建议表示感谢.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对

已经声称采用匿名审稿制度的期刊进行排查,如果在期刊声称开始实行匿名

审稿制度的那一年内
　

②２０
　的文章中,出现了作者对匿名审稿人的感谢,就认为

该期刊确实施行了匿名审稿制,否则便认为该期刊并未真正实行匿名审稿制.

(三)期刊特征:控制变量

除了我们想要重点考察的匿名审稿制度,其他的一些因素也会对期刊质

量造成影响.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都受到期刊发文量的影响,创刊年份越

早的期刊累计发文量也就越大,总被引频次也就越高.同时,创刊时间越早,
期刊越容易吸引高质量的投稿,获得较多的读者,世界顶级的经济学期刊

AER、QJE、JPE的创刊时间均已超过１００年,引用率很高的非商业经济学

期刊８０％是在１９３３年前创刊的,９０％则是在１９４５年前创刊的(Bergstrom,

２００１).从国内期刊来看,经济学的领队期刊之一 «经济研究»的创刊时间也

已近 ６０ 年,创 刊 时 间 对 期 刊 质 量 有 着 一 定 作 用 (Alexanderand Mabry,

①

②

　　 　　１９ 征稿启事有撰稿须知、来稿须知、敬告作者、投稿指南、投稿须知、声明等多种形式,在这里我们统一称
为征稿启事.
　　 　　２０ 比如,某期刊在２００３年３月份的征稿启事中声明开始实行匿名审稿,如果在２００４年３月份之前一年
内刊登的所有文章中,出现了作者对匿名审稿人的感谢类的话语,我们认为该期刊确实施行了匿名审稿
且与声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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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创刊时间越长,期刊更有机会去学习好的办刊经验,实行规范的制

度,但也有个别期刊从创刊开始就严格按照国际学术规范执行,站在较高的

起点上,虽然创刊时间较短,但期刊质量仍然很高,«经济学»(季刊)就是很

好的例子.
文章篇幅

　

①２１
　也会影响期刊质量,期刊发表的文章篇幅越长,作者在文章

中下的工夫也就越大,包含在文章中的信息量和学术贡献也越多,论证更为

详细准确,文章质量更高.在期刊总页数一定的情况下,好的期刊便会走上

“少而精”的精品化道路,«世界经济»期刊质量的快速提高为此提供了经验

证据(王军,２０１０).在期刊版面不变时,文章篇幅增加会减少每期的载文数,
间接地延长文章的发表周期,在学术市场竞争加剧的条件下,漫长的发表周

期需要作者等待的时间已经成为学者们在投稿时考虑的重要因素(Ellison,

２００２).但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很难统计出文章的发表周期,而刊物的出版周

期会直接影响文章的发表周期,同等水平下的刊物,出版周期越长,文章从

被编辑部录用到真正发表出来所需的排队时间也越长.为此,我们区分了不同

刊物的出版周期,其中包括旬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五大类.
　

②２２
　以

刊物的出版周期为控制变量,以此来考察文章发表周期对期刊质量的影响.
从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发展的现实出发,本文还控制了期刊是否为 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CSSCI是中国学术界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文献

信息查询和文献研究的重要工具,得到了众多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研究者

的普遍认同与较高评价(刘晋飞,２０１１)
　

③２３
　
,其中的期刊更有可能被研究者参

考,从而在影响因子、被引次数等指标上表现得更好.表１是各项指标的描

述性统计结果.

表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名称 含义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impactfactor 影响因子 ０２８３ ６７８ ０ ０４８

citedtimes 被引次数 ３６４６２ １５７６２ ０ ７８３６

immindex 立即指数 ０４２３ ０９８ ０ ００６８

citedhalflife 被引半衰期 ３５１７ ８４ １３４ １０１

avecitationrate 平均引文率 ４０１ ４３０１ ０ ６２５８

anonymous 匿名审稿 ０１０９ １ ０ ０３１２

①

②

③

　　 　　２１ 本文中的文章篇幅指标,我们从知网(CNKI)数据库中逐年查询该期刊的页码,剔除了声明、会议综述、述评
和目录等信息所占页码,以当年期刊总页码除以当年该期刊的发文量得到平均每篇文章的页码数,其中发文
量指标来源于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评价报告.总页码＝出版周期×每期文章页码总数.
　　 　　２２ 对于不同出版周期的期刊,我们赋予不同的数值,旬刊为１０天,半月刊１５天,月刊３０天,双月刊６０
天,季刊９０天.
　　 　　２３ 刘晋飞,“‘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影响力分析———基于 CSSCI(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的数据”,«高等教育研
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６６—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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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含义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defectthanks 事实法匿名审稿 ００４１ １ ０ ０１９９

journallifes 期刊年龄 ２７０５ ６２ ７ ９９５

perpage 文章篇幅 ４１７１ ２５２８ ０１２ ２６２

cssci cssci期刊 ０２０９ １ ０ ０４０７

pubtimes 发表周期 ３８９１ ９０ ７ １７９６

四、计量模型和识别方法

为了识别匿名审稿制对期刊质量的作用,可以通过比较期刊在未采用匿名

审稿制和采用了匿名审稿制以后这两个时期内期刊质量的差异,以此来检验该

项制度对学术进步的作用.但这种单差法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不准确的.对于

不同的期刊而言,在实行匿名审稿制度前期刊质量就存在差异,单差法并没有

考虑这种差异.另外,学术研究和期刊出版领域的其他因素也会对期刊质量造

成影响.其中包括学术研究市场的竞争环境,中国经济学期刊内部的竞争等,
这些因素无疑也会对期刊的整体水平产生影响.但从我们的样本来看,２００３—

２０１２年间,在样本３６６种期刊中,有５５种期刊实行了匿名审稿制度,这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自然实验,来采用双重差分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
具体来说,在我们的样本中,有５５种期刊声称采用了匿名审稿制,２９种期刊

在事实上确实采用了匿名审稿制,这些期刊便构成了处理组,其余没有采用

匿名审稿的期刊自然就是对照组.同时,在我们的数据结构中,期刊开始实

行匿名审稿制度的年份存在差异,根据期刊实行名义匿名审稿的时间,我们

设置anonymous变量,通过构造以下双向固定效应计量模型来检验名义匿名

审稿制对学术进步的净效应:

Academicproit ＝β０＋β１anonymousit＋
j
βj×Control＋γt＋μi＋εit,(１)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学术进步,我们用期刊质量Academicpro表示;下标i和

t分别表示第i个期刊和第t年,γt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μi 代表期刊个体固定

效应.Control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期刊年龄、文章篇幅、是否为CSSCI期

刊等.在上述模型中,我们着重关心β１ 的系数,其代表了名义匿名审稿制度

对于期刊学术指标的净影响.
对于事实匿名审稿期刊,我们设置defectthanks变量,做法同名义匿名

审稿相同,构造以下计量模型来检验事实匿名审稿制对学术进步的净效应:

Academicproit ＝α０＋α１defactthanksit＋
j
αj×Control＋γt＋μi＋εit．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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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模型(１)和(２),β１和α１ 的估计值是我们关心的重点,它们分别度量

了名义匿名审稿制度和事实匿名审稿制度对于期刊质量的净影响.如果匿名

审稿真正推动了期刊质量的提高,那么β１和α１ 的系数应该显著为正.

五、计量结果与实证分析

(一)基于 “名义”匿名审稿制的回归结果

　　 我们首先根据期刊自己声称的匿名审稿信息来检验该项制度对期刊质量

的影响.采用不同的期刊质量衡量标准,表２给出了名义匿名审稿制对期刊

质量影响的初步结果.

表２　名义匿名审稿制对期刊质量的作用

　 (１) (２) (３) (４) (５)

　 影响因子 总被引次数 平均引文率 被引半衰期 立即指数

anonymous ０１５６∗∗∗ ３４６２５５∗∗∗ ５０４１∗∗∗ ００８９ ０００４

　 (５３４３) (２７２５) (８０４４) (０９０８) (０４０１)

常数项 ０１５８∗∗∗ ８４９４８∗∗∗ １６７５∗∗∗ ２０７０∗∗∗ ００３０∗∗∗

(１８０８９) (３２５１) (１１６０８) (３４６０９) (１６００４)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３５６１ ３５７８ ３５７８ ２０６４　

①２４
　 ３５７８

R２ ０３０３ ０２５９ ０３４７ ０７２９ ０１４７

　　注:(１)括号中为t值,采用期刊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计算;(２)∗∗∗ 代表１％的水平上显著,
∗∗ 代表５％的水平上显著,∗ 代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表２的结果表明,匿名审稿制度对期刊质量的影响因子、总被引次数和

平均引文率的提高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匿名审稿制度的实行可以提高期

刊的立即指数,但这一效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一方面,立即指数的高低并

不能准确反映期刊的实际水平,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需要较长时间的写作,存

在研究上的时滞,发表后在当年就得到引用的困难也比较大.另一方面,匿

名审稿制度发挥作用也有一定的时滞,当更多的期刊采用这一制度时,审稿

的周期就会变长,以立即指数这样的当期指标来衡量期刊质量便存在一定偏

误.在我们的样本范围内,期刊被引半衰期并没有受到匿名审稿制度的明显

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匿名审稿制度发挥作用的滞后效应导致的.表３报告了

匿名审稿制度的作用在考虑了其他因素外发生的变化.

①　　 　　２４ 在我们的样本数据中,被引半衰期指标的缺失较多,以该指标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样本大量减少,
在后文的回归中,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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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名义匿名审稿制度对期刊质量的作用

　 (１) (２) (３) (４) (５)

　 影响因子 总被引次数 平均引文率 被引半衰期 立即指数

anonymous ０１２５∗∗∗ ３１９２２０∗∗ ４２２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１

(４２０５) (２４３９) (７９０３) (０４１２) (０１２１)

perpage ００１９∗∗∗ ２０３０２∗ ０５３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２∗∗

(３５８６) (１７２０) (４７４２) (３９４８) (２０４２)

cssci ００８９∗∗∗ －１１１７２ １４６４∗∗∗ ０１３９ ００１０

(３６３２) (－０２００) (２７４６) (１２９９) (１４２３)

pubtimes ０００１ －２４８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

(１２６３) (－０７６０) (２１５７) (２７０５) (－０２９２)

journallifes ００６０ ３５９５２８∗∗∗ ６２５３∗∗∗ ０８５０∗∗∗ ００７１∗∗∗

(１３４２) (３３０９) (６５１９) (８０６８) (１０７８６)

常数项 －１５６８ －９６e＋０３∗∗∗ －１７０５４３∗∗∗ －２３１５５∗∗∗ －１８８５∗∗∗

(－１２８９) (－３２４２) (－６５５０) (－７７２６) (－１０３４６)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３５６０ ３５７７ ３５７７ ２０６４ ３５７７

R２ ０３３８ ０２６４ ０４０３ ０７３８ ０１５３

　　注:(１)括号中为t值,采用期刊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计算;(２)∗∗∗ 代表１％的水平上显著,
∗∗ 代表５％的水平上显著,∗ 代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表３的结果表明,即使在控制了文章篇幅、期刊年龄和是否为 CSSCI期

刊等因素外,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匿名审稿制度对期刊质量的提高仍然具有

明显作用.从不同的期刊质量度量指标的结果来看,文章篇幅越长包含的信

息越丰富,文章质量也就越高.期刊年龄对期刊质量的作用也比较明显.发

表周期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平均引文率和被引半衰期上,这印证了前述有关

匿名审稿制度推动期刊质量提高的途径,表明匿名审稿制度下较长的审稿周

期和审稿人更加挑剔的修改意见,可以增强作者对相关研究的理解,完善文

章信息.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是我国学术界内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文

献信息查询和文献研究的重要工具,得到了众多学术研究者的普遍认同和较高

评价(刘晋飞,２０１１),表３的回归结果也验证了 CSSCI中的期刊在影响因子

和平均引文率上的良好表现.

(二)事实法的匿名审稿制度回归结果

从期刊自己声称的匿名审稿制度出发,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控制了

其他因素后,该项制度确实推动了期刊质量的提高.但基于中国经济学发展

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从期刊的征稿启事中获取的匿名审稿信息并不能准确

地反映我国经济管理类期刊实行该项制度的真实状况,为此我们基于事实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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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了 “真实”的匿名审稿制度
　

①２５
　指标,来进一步检验匿名审稿制度的作用.

表４和表５分别报告了事实法的回归结果.

表４　事实法的匿名审稿制度对期刊质量的作用

　 (１) (２) (３) (４) (５)

　 影响因子 总被引次数 平均引文率 被引半衰期 立即指数

defactthanks ０２４８∗∗∗ ５８７７７２∗∗∗ ５１０８∗∗∗ ０１６９∗ －００１０
(５６４３) (２９０７) (５０４３) (１７１０) (－０７０１)

常数项 ０１６１∗∗∗ ９０６７０∗∗∗ １７８９∗∗∗ ２０６７∗∗∗ ００３１∗∗∗

(１８６８１) (３５５９) (１１９５１) (３４５７５) (１７３０２)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３５５９ ３５７６ ３５７６ ２０６２ ３５７６

R２ ０３１８ ０２７３ ０３２５ ０７３０ ０１４７

　　注:(１)括号中为t值,采用期刊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计算;(２)∗∗∗ 代表１％的水平上显著,
∗∗ 代表５％的水平上显著,∗ 代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表４的结果显示,事实匿名审稿制度对期刊质量提高的推动作用得到了

加强,其系数和显著程度均高于名义匿名审稿,这表明真正实行了这一制度

的期刊在影响因子、被引次数、被引半衰期和平均引文率上都表现得更好.
而立即指数的系数正好验证了我们前文的解释,当期刊严格实行匿名审稿制

度时,文章的审稿周期就会变长,审稿专家和编辑的要求更加苛刻,立即指

数可能会降低.为了进一步识别匿名审稿的作用,表５给出了在控制了其他

因素后的回归结果.

表５　事实法的匿名审稿制度对期刊质量的作用

　 (１) (２) (３) (４) (５)

　 影响因子 总被引次数 平均引文率 被引半衰期 立即指数

defactthanks ０１９６∗∗∗ ５６１９６９∗∗∗ ３６２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７
(４７０８) (２６８１) (４０６８) (０４６８) (－１１９６)

perpage ００１７∗∗∗ １４２３４ ０５３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２∗∗

(３４１９) (１１９８) (４７５８) (３８０２) (２１６３)

cssci ００８１∗∗∗ －３４７０６ １４１２∗∗ ０１３８ ００１１
(３５０９) (－０５８９) (２４７３) (１２８４) (１５８２)

pubtimes ０００１ －３２９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９７５) (－１０３４) (１９５５) (２６９７) (００２６)

journallifes ００４７ ３１７０２２∗∗∗ ６３８９∗∗∗ ０８４８∗∗∗ ００７４∗∗∗

(１１３４) (２９７３) (６６０１) (７７４８) (９９３３)

常数项 －１２０９ －８４e＋０３∗∗∗ －１７３９７０∗∗∗ －２３０７４∗∗∗ －１９７６∗∗∗

(－１０６４) (－２８８３) (－６６２５) (－７３９４) (－９５６１)

①　　 　　２５ 有关事实的匿名审稿指标,在前文中的数据选取部分已经做了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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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影响因子 总被引次数 平均引文率 被引半衰期 立即指数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３５５８ ３５７５ ３５７５ ２０６２ ３５７５

R２ ０３４７ ０２７７ ０３８０ ０７３８ ０１５６

　　注:(１)括号中为t值,采用期刊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计算;(２)∗∗∗ 代表１％的水平上显著,
∗∗ 代表５％的水平上显著,∗ 代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在加入了控制变量后,基于事实的匿名审稿制度对期刊质量仍具有显著

的正向作用.从影响程度来看,事实匿名审稿制度的估计系数均大于名义匿

名审稿制度,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假设,表明真正严格实行了匿名审稿

制度的期刊质量更高.控制变量的作用在名义匿名审稿和事实匿名审稿下并

无显著变化,文章篇幅对期刊质量的影响比较稳定,而期刊年龄除对影响因

子的作用不明显外,对其他期刊质量度量指标的作用显著.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出匿名审稿制度对期刊质量提高的作用程度,我们计

算了相对于平均水平而言,在不同度量指标下名义和事实的匿名审稿制度对

期刊质量提高的百分比
　

①２６
　
,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匿名审稿制度对期刊质量提高的百分比(相对于样本平均值)

　 影响因子 总被引次数 平均引文率 被引半衰期 立即指数

名义匿名审稿 ４４１７％ ８７５５％ １０５４１％ １０８％ ０２４％

事实匿名审稿 ６９２８％ １５４１２％ ９０４７％ １３１％ －４０２％

　　通过表６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样本期间平均水平,匿名审稿制度对期

刊的总被引次数和平均引文率的作用最明显.但从影响因子、总被引次数和

平均引文率三项指标来看,匿名审稿制度的作用可以使期刊质量提高５０％以

上,这个比例可能受我们的样本特征的影响.因为只有１５％的期刊实行了这

一制度,那么处在平均水平附近的期刊质量就会受匿名审稿制度的较大影响,
使它的影响因子、总被引次数和平均引文率出现大幅提升.为此,我们只选

取实行了匿名审稿制度的期刊计算它们的均值,计算对于实行了匿名审稿的

期刊而言该项制度对期刊质量提高的百分比.
表７的结果证实了表６中因包含大量的对照组样本而使总体均值降低,

从而高估了匿名审稿制度对期刊质量提高的百分比.但另一方面,我们希望

看到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期刊质量在平均水平上发生的变化,同时又要避免因

为包含大量的对照组样本而拉低总体均值的情况.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以２０１２
年当年的样本计算期刊质量的均值,因为在２０１２年,实行匿名审稿制度的期

①　　 　　２６ 这里我们令百分比＝匿名审稿估计系数/期刊质量指标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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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数目最多,可以尽可能反映出相对于平均水平匿名审稿制度对期刊质量提

高的百分比,同时可以较好地避免因包含太多的对照组而使样本均值被过分

拉低的情况,结果如表８所示.

表７　匿名审稿制度对期刊质量提高的百分比(相对于处理组样本平均值)

　 影响因子 总被引次数 平均引文率 被引半衰期 立即指数

名义匿名审稿 １３４３％ ３０１２％ ３３４５％ １０４％ －０８１％

事实匿名审稿 ２１２７％ ５２６１％ ２９１７％ １６５％ －１３８２％

表８　匿名审稿制度对期刊质量提高的百分比(相对于２０１２年样本平均值)

　 影响因子 总被引次数 平均引文率 被引半衰期 立即指数

名义匿名审稿 ３１５６％ ４７６３％ ６３８５％ ０９６％ －４７６２％

事实匿名审稿 ５０％ ８３２％ ５５６９％ １５２％ －８０９５％

　　从表６、表７和表８的结果来看,相对于样本的平均水平,匿名审稿制度

对期刊的影响因子、总被引次数和平均引文率有着较大的提升作用.但对于

被引半衰期的作用比较弱,被引半衰期的计算需要选定期刊的年龄基准,计

算时间跨度.在这个时间跨度内,实行匿名审稿制度的期刊数量和匿名审稿

制度的时滞效应都会降低该项制度对期刊被引半衰期的作用.立即指数变化

的百分比数据再次证明实行匿名审稿制度会延长审稿周期和发表周期,降低

文章的立即指数,特别是２０１２年的样本数据更支持了这一结论.

(三)匿名审稿制度的动态效应检验

上述的回归结果有利于说明匿名审稿制度对期刊质量提高的平均作用,
但实行匿名审稿会延长审稿周期,也会增加编辑和匿名审稿人对文章的要求,
发表的难度也会增加,在短期内会对期刊的稿源产生不利影响.而严格的匿

名审稿制度下发表出来的文章质量也能得到保证,期刊的质量在长期会有所

提高.如果期刊能够长期严格实行匿名审稿制度,它可以积累起良好的稿源

和优质的匿名审稿专家资源,这样在长期来看期刊的质量会被不断提高,为

了验证这一推测,检验匿名审稿制度的动态效应,本文将模型(１)和(２)变形

如下:

Academicproit ＝β０＋βkanonymousk
it＋

j
βj×Control＋γt＋μi＋εit,(３)

Academicproit ＝α０＋αkdefactthanksk
it＋

j
βj×Control＋γt＋μi＋εit,(４)

其中,变量anonymousk
it和defactthanksk

it是期刊实行匿名审稿制后第k 年的年

度哑变量(其中,k＝１,２９).例如,某期刊在２００４年声称实行了匿名审稿

制度,那么在２００５年时k＝１,变量anonymous１
it＝１,其余年份赋值为０.β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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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αk 衡量了在期刊实行匿名审稿第k年后,该项制度对期刊质量提高的作用.
同时还加入了控制变量,其中包括文章篇幅、是否为CSSCI期刊、期刊年龄、
出版周期.区分了名义匿名审稿和事实匿名审稿后,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对五种期刊质量的衡量指标分别进行了回归,结果如表９和表１０所示.

表９　名义匿名审稿对期刊质量的影响:动态效应检验

名义匿名 (１) (２) (３) (４) (５)

审稿制度 影响因子 总被引次数 平均引文率 被引半衰期 立即指数

anonymous１ ０１０６∗∗∗ １７３０５５∗∗ ３１６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３４９４) (２２０６) (５８０６) (－００６５) (－０８８７)

anonymous２ ０１５３∗∗∗ ３１７６９７∗∗∗ ３１５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６
(４７３６) (２９３７) (６１８１) (０２８２) (－１４３３)

anonymous３ ０１３４∗∗∗ ４０８０６２∗∗∗ ３４５５∗∗∗ ０１１４ －０００９
(３２７１) (３１３０) (４９９１) (１１８０) (－０６０１)

anonymous４ ０１５０∗∗∗ ５５１９８７∗∗∗ ４４６９∗∗∗ ０１２７ －００１１
(３１０８) (３２３９) (５５３９) (１２０２) (－１１１７)

anonymous５ ０１８１∗∗∗ ６４７５７１∗∗∗ ４４２５∗∗∗ ０１２３ －００２４∗∗∗

(３９０５) (４０３８) (４３９０) (０８６４) (－２６３２)

anonymous６ ０２４９∗∗∗ ７８８０４１∗∗∗ ５５１９∗∗∗ ０２０１ －００２９∗∗

(４２４６) (４３６３) (５１９６) (１６１５) (－２４０９)

anonymous７ ０４２２∗∗∗ １２３３０３３∗∗∗ ７１７４∗∗∗ ００９９ －００３３∗

(５０４９) (３８４０) (５６６４) (０６２３) (－１６９３)

anonymous８ ０５０１∗∗∗ １３９０３７３∗∗∗ ７７８９∗∗∗ －００５７ －００４７∗∗

(４０９９) (３０７４) (５０１５) (－０３４８) (－２５０７)

anonymous９ ０５２６∗∗∗ １７３３６６７∗∗∗ ８０４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９５∗∗

(５７６８) (２７０２) (５３８６) (００９２) (－２３７９)

perpage ００１４∗∗∗ ３７５０ ０４７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３∗∗∗

(３９２２) (０５６５) (４６０３) (３５９１) (２６２７)

cssci ００６１∗∗ －１０７６３７ １０６７∗∗ ０１３４ ００１５∗∗

(２４１８) (－１３９５) (２０９０) (１２３１) (１９６７)

pubtimes ０００１ －２４１６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１５４９) (－０６９３) (２１５６) (２６８７) (－０２４１)

journallifes －０００４ １４１３２６∗ ５５２１∗∗∗ ０８３０∗∗∗ ００８２∗∗∗

(－０１４６) (１８７０) (５９７２) (７０６１) (１０９５１)

常数项 ０１８２ －３６e＋０３∗ －１５０４２８∗∗∗ －２２５５２∗∗∗ －２１９０∗∗∗

(０２２１) (－１８３４) (－６００９) (－６７０１) (－１０５９４)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３５６０ ３５７７ ３５７７ ２０６４ ３５７７

R２ ０４０９ ０３６２ ０４２５ ０７３９ ０１７８

　　注:(１)括号中为t值,采用期刊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计算;(２)∗∗∗ 代表１％的水平上显著,
∗∗ 代表５％的水平上显著,∗ 代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３)anonymousi 代表实行名义匿名审稿的第i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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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事实匿名审稿对期刊质量的影响:动态效应检验

事实匿名 (１) (２) (３) (４) (５)

审稿制度 影响因子 总被引次数 平均引文率 被引半衰期 立即指数

defactthanks１ ０１７２∗∗∗ ３３８２６９∗∗ ３２７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３
(３６０９) (２０４４) (３３２７) (－０２０９) (－１３１０)

defactthanks２ ０１９６∗∗∗ ５０６８９３∗∗ ２８９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０
(２９６４) (２０５３) (３１１４) (０２０９) (－１１２２)

defactthanks３ ０１７６ ５４２４６３∗∗∗ ２４７５ ０２３６∗∗ ００２５
(１６４８) (３５０５) (１４１３) (２１９５) (０７９８)

defactthanks４ ０２２７∗∗ ７８３６９３∗∗∗ ３３７４∗ ０２９６∗∗∗ －００２５
(２２０４) (３３１３) (１６９５) (２６４８) (－１２８８)

defactthanks５ ０３８０∗∗∗ ８９１７８６∗∗∗ ４１７１ ０３４２∗∗∗ －００３９∗

(４５２０) (２６３７) (１６１７) (２６２１) (－１７７８)

defactthanks６ ０４５９∗∗∗ １２２７７５９∗∗∗ ６５１２∗∗ ０３７９∗∗ －００４８∗∗

(３５９０) (２８８４) (２１９７) (２５８３) (－２０１４)

defactthanks７ ０７５７∗∗∗ ２７４１４９４∗∗ ９２００∗ ０４０５ ００４８
(３８３９) (２００９) (１８７５) (１６４０) (１３５２)

defactthanks８ ０９０１∗∗∗ ３０６０９４７∗ １１５３８∗∗ ０２８３ －０１００∗∗

(３６８５) (１９５７) (２２０４) (１０３６) (－２３７９)

defactthanks９ ０７６９∗∗∗ ４２０８１０４∗∗ １３０８３∗∗∗ ０７３９∗∗∗ －０２７３∗∗

(３２４３) (２０７０) (３６９４) (２７７１) (－２３９９)

perpage ００１４∗∗∗ １８５７ ０５０６∗∗∗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３∗∗

(３０９６) (０１７９) (４３２４) (３２９３) (２５１６)

cssci ００７５∗∗∗ －６６８４０ １３６２∗∗ ０１２１ ００１４∗∗

(３２２９) (－１０２９) (２４６３) (１１４２) (１９８０)

pubtimes ００００ －４２０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６５８) (－１３４７) (１８６５) (２６２６) (０３３３)

journallifes ００１５ １９１０２５∗∗ ６０６１∗∗∗ ０７９６∗∗∗ ００８１∗∗∗

(０４０４) (２０６４) (６０８４) (７０７５) (１０３５６)

常数项 －０３２０ －４９e＋０３∗ －１６４９４１∗∗∗ －２１５２２∗∗∗ －２１５７∗∗∗

(－０３１５) (－１９６０) (－６０８９) (－６６８５) (－９９９７)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３５６０ ３５７７ ３５７７ ２０６４ ３５７７

R２ ０３９６ ０３８８ ０３９４ ０７４０ ０２１４

　　注:(１)括号中为t值,采用期刊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计算;(２)∗∗∗ 代表１％的水平上显著,∗∗

代表５％的水平上显著,∗ 代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３)defactthanksi 代表实行事实匿名审稿的第i年.

表９和表１０的结果显示,无论是名义匿名审稿还是事实匿名审稿,都对

期刊的影响因子、总被引次数和平均引文率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从匿名审稿

的动态效应来看,匿名审稿制度对期刊质量提升的幅度会随着期刊实行该项

制度的时间增加,这说明越早实行该项制度的期刊质量提升越高.事实匿名

审稿制度对期刊质量提升的作用要大于名义匿名审稿制度,在期刊真正实行

匿名审稿制度的第９年该项制度对期刊影响因子的提升作用虽然有下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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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高于名义匿名审稿的系数,这进一步表明真正实行了匿名审稿制度的期

刊的质量提升效应要高于声称实行了该项制度但却没有很好地执行的期刊.
为了直观地反映两种匿名审稿对期刊质量影响的程度,我们绘制了针对五种

期刊质量指标的匿名审稿制度影响对比图,如图１至图５所示.

图１　名义匿名审稿与事实匿名审稿对期刊影响因子影响的动态效应对比

图２　名义匿名审稿与事实匿名审稿对期刊总被引次数影响的动态效应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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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名义匿名审稿与事实匿名审稿对期刊平均引文率影响的动态效应对比

图４　名义匿名审稿与事实匿名审稿对期刊被引半衰期的影响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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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名义匿名审稿与事实匿名审稿对期刊立即指数的影响对比

六、稳健性检验

(一)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了双重差分法来评估匿名审稿制度对期刊质量的影响,但是,
双重差分方法有效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如果不存在匿名审稿制度的外部冲击,
处理组和对照组期刊质量的发展趋势是平行的.为此,我们进行一系列的

检验.
第一,我们根据以往文献中的做法,画出了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对比

图来说明改革前后的变化.由于在我们的样本中,各个期刊的改革时期不一

致,很难将所有期刊同时描述在图形中,而在我们的样本中,２００６年是期刊

进行匿名审稿制度改革较为集中的一年,这一年中, «世界经济文汇» «南开

经济研究»«南方经济»等十多家期刊纷纷加入匿名审稿的队伍中来,所以我

们选择２００６年这个期刊实行匿名审稿制度相对集中的年份作为示例来说明.
图６至图１１集中描绘了实行匿名审稿期刊与未实行匿名审稿期刊在影响因

子、总被引次数与平均引文率方面的差异.从各个图示中可以看出:第一,
就各个指标来看,实行匿名审稿制度的期刊与未实行匿名审稿制度的期刊在

２００６年之前基本平行;第二,实行匿名审稿制度的期刊在２００６年及以后各

年,增幅明显变大,实行匿名审稿制度的期刊与未实行匿名审稿制度的期刊

在各类指标方面都表现出更大的差异.这直观地表明,匿名审稿制度是起作

用的.第三,未实行匿名审稿制度的期刊的发展趋势也是平稳上升的,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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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制度对非匿名审稿刊物质量并未产生显著性的负面影响.这可以帮助我

们进一步理解匿名审稿制度的作用途径,根据这一结论,匿名审稿制度改革

的主要影响途径是通过避免关系稿、与匿名审稿人的反复探讨等提高稿件质

量,而非通过吸引非匿名审稿期刊的优秀稿源.

图６　２００６年开始实行名义匿名审稿期刊与从未实行名义匿名审稿期刊影响因子趋势图

图７　２００６年开始实行名义匿名审稿期刊与从未实行名义匿名审稿期刊总被引次数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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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２００６年开始实行名义匿名审稿期刊与从未实行名义匿名审稿期刊平均引文率趋势图

图９　２００６年开始实行事实匿名审稿期刊与从未实行事实匿名审稿期刊影响因子趋势图

　　第二,为了验证平行趋势假设条件是否成立,我们将采用反事实法来检

验上述假设.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构造假想的处理组和对照组,重新估计回

归方程来判断前文中结果的稳健性,如果在假想的情况下,变量treated×aＧ
nonymous的估计系数是不显著的,那就表明在期刊都没有实行匿名审稿制度

时,处理组和对照组期刊质量的变动并不存在系统性差异,也间接验证了实

行匿名审稿对期刊质量影响的稳健性.因此,我们拟通过构建反事实的方法

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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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２００６年开始实行事实匿名审稿期刊与从未实行事实匿名审稿期刊总被引次数趋势图

图１１　２００６年开始实行事实匿名审稿期刊与从未实行事实匿名审稿期刊平均引文率趋势图

　　首先,有鉴于中国的一些学术期刊主要由教育部主管,而教育部主管的

期刊更偏向于学术性,一般来讲学术质量更高,更有可能实行匿名审稿制度.
因此,我们试图通过教育部主管来构建反事实检验.我们以期刊是否为教育

部主管为标准,构造了假想的处理组和对照组,如果该期刊为教育部主管,
则为处理组treated＝１,反之则为对照组treated＝０,分别对名义匿名审稿和

事实匿名审稿进行检验,如果交互项treated×anonymous并不显著,则从一

个侧面支撑了本文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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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和表１２罗列了假想教育部主管期刊均进行了匿名审稿制度的检验

结果.可以发现,对于绝大部分指标,结果均显示变量treated×anonymous
对影响因子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这表明除去期刊实行匿名审稿制度的差异,
处理组期刊和对照组期刊的期刊质量的变动趋势并不存在系统性的差异,侧

面证明我们之前的估计是比较稳健的.

表１１　名义匿名审稿制度对期刊质量的影响:反事实检验法

名义匿名审稿
(１) (２) (３) (４) (５)

影响因子 总被引次数 平均引文率 被引半衰期 立即指数

treated －００１１∗ ２０１１８∗∗ １５８５∗∗∗  ００９３∗∗∗

(－１９５４) (１９８４) (１４１３０)  (６９３８２)

anonymous ０１３１∗∗∗ ３６９５９４∗∗ ３５２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３７６０) (２２６７) (６３９２) (－００１０) (０１７５)

treated× －００２７ －２３３７２０ ３２６２∗∗∗ ０１８４ －０００４
anonymous (－０５１５) (－１２８３) (２７８５) (０９４６) (－０２４０)

perpage ００１９∗∗∗ ２０９１５∗ ０５２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２∗∗

(３５９３) (１７６４) (４５３６) (３９３１) (１９９８)

cssci ００８８∗∗∗ －１７７８４ １５５６∗∗∗ ０１４４ ００１０
(３５８１) (－０３０９) (２８８７) (１３４３) (１４１４)

pubtimes ０００１ －２３７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１２７２) (－０７２０) (２０８８) (２６８７) (－０２７５)

journallifes ００６０ ３６２３９８∗∗∗ ６２１２∗∗∗ ０８４６∗∗∗ ００７１∗∗∗

(１３４８) (３３２３) (６３８９) (８１１５) (１０６５６)
常数项 －１５７８ －９７e＋０３∗∗∗ －１６９４６２∗∗∗ －２３００９∗∗∗ －１８９１∗∗∗

(－１２９６) (－３２５８) (－６４１３) (－７７６６) (－１０２４５)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３５６０ ３５７７ ３５７７ ２０６４ ３５７７
R２ ０３３９ ０２６５ ０４０８ ０７３８ ０１５５

　　注:(１)括号中为t值,采用期刊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计算;(２)∗∗∗ 代表１％的水平上显著,∗∗

代表５％的水平上显著,∗ 代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３)此处treated代表假想的教育部主管的期刊.

表１２　事实匿名审稿制度对期刊质量的影响:反事实检验法

事实匿名审稿
(１) (２) (３) (４) (５)

影响因子 总被引次数 平均引文率 被引半衰期 立即指数

treated －００１３∗∗ １３８２０ １５０３∗∗∗  ００９３∗∗∗

(－２２８７) (１４５３) (１３０１３)  (７００２４)

defactthanks ０２１９∗∗∗ ７５３８０１∗∗ ２７６９∗∗∗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８
(３６７０) (２５５１) (２９９１) (－０４７０) (－０８６７)

treated× －００６８ －５７４１２５∗ ２５７２ ０３０５∗ ０００３
defactthanks (－０９３２) (－１８４４) (１３７４) (１７４７) (０１４６)

perpage ００１７∗∗∗ １３８４８ ０５３５∗∗∗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２∗∗

(３４１４) (１１５５) (４６９１) (３９０５) (２１５３)

cssci ００７８∗∗∗ －５７９９５ １５１６∗∗∗ ０１５０ ００１１
(３２９８) (－０９１３) (２６３７) (１４０３) (１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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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事实匿名审稿
(１) (２) (３) (４) (５)

影响因子 总被引次数 平均引文率 被引半衰期 立即指数

pubtimes ０００１ －３３２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９７０) (－１０４０) (１９６１) (２６９５) (００２０)

journallifes ００４７ ３１３３０１∗∗∗ ６４０５∗∗∗ ０８５１∗∗∗ ００７４∗∗∗

(１１２５) (２９２１) (６５５１) (７８５６) (９９３１)
常数项 －１１９５ －８３e＋０３∗∗∗ －１７４５１８∗∗∗ －２３１６３∗∗∗ －１９８１∗∗∗

(－１０５４) (－２８３０) (－６５７６) (－７５０７) (－９５８８)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３５５８ ３５７５ ３５７５ ２０６２ ３５７５
R２ ０３４７ ０２８４ ０３８２ ０７３８ ０１５８

　　注:(１)括号中为t值,采用期刊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计算;(２)∗∗∗ 代表１％的水平上显著,∗∗

代表５％的水平上显著,∗ 代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３)此处treated代表假想的教育部主管的期刊.

另外,考虑到所有期刊的差异性太大,缺乏可对比性,我们将样本范围

缩小到CSSCI中的期刊,其中教育部主管的 CSSCI期刊构成假想的处理组

treated＝１,非教育部主管的CSSCI期刊构成假想的对照组treated＝０,再分

别对名义匿名审稿和事实匿名审稿对期刊质量的作用进行检验.结果类似,
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限于篇幅,此处不再报告.

为了进一步检验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采取了另一种反事实的处理.
也即通过改变政策执行时间进行反事实检验.除了进行匿名审稿制度改革,
一些其他政策或随机性因素也可能导致期刊质量产生差异,而这种差异与是

否实行匿名审稿制度可能没有关联,最终导致前文的结论不成立.为了排除

这类因素的影响,我们假想各个期刊实行匿名审稿制度的年份统一提前两年

或三年,如果此时匿名审稿制度变量变得显著为正,则说明期刊质量的提高

很可能来自其他政策变革或者随机性因素,而不是因为采纳了匿名审稿制度.
如果此时匿名审稿制度并不显著为正,则说明期刊质量的提高来自匿名审稿

制度的推行.各项检验表明,假想的匿名审稿制度推行时间并不显著为正,
这从另一方面表明期刊质量的提高不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而是来自匿名审

稿制度的推行.限于篇幅,此处不再报告.

(二)内生性与工具变量检验

为了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了工具变量方法对结果进

行稳健性检验.一方面,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可能存在遗漏变量,而

一旦遗漏变量与误差项相关,将导致 OLS的估计结果是有偏的.另一方面,
在现实中,那些实行匿名审稿的期刊有可能就是那些质量较高的期刊,这些

期刊的影响因子、被引次数等均较高,因而,可能存在反向的因果关系.为

了解决匿名审稿制度和期刊质量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通过构建名义匿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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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制度和事实匿名审稿制度的工具变量,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２SLS)对结

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一个好的工具变量应该和内生变量相关,但是和误差项

不相关.本文选取本省当年实行匿名审稿制度的期刊数在全国的占比作为匿

名审稿制度的工具变量,具体来讲,以期刊所在的省份为单位,计算当年该

省实行名义匿名审稿和事实匿名审稿的期刊数,分别除以当年全国实行名义

匿名审稿和事实匿名审稿的期刊总数,用该比例作为是否实行匿名审稿的工

具变量.理论上,该省实行匿名审稿制度期刊占全国的比重与该省每一本期

刊是否实行匿名审稿制度高度相关,但是这一占比并不能直接影响到每一本

期刊自身的影响因子、总被引次数和平均引文率等.为了检验这一工具变量

是否适当,我们做了如下检验:首先,本文在基础回归中加入该工具变量,
发现当控制了其他变量后,该工具变量均不显著,名义匿名审稿制度和事实

匿名审稿制度对期刊质量的作用也未发生明显变化,说明该工具变量对于期

刊质量并无直接影响.其次,利用该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并对

工具变量进行了相关检验后发现,工具变量的各项检验符合要求.观察表１３、
表１４名义匿名审稿制度和事实匿名审稿制度对期刊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而

且,其系数变化不大.这进一步表明,原来担心的遗漏变量和双向因果所引

起的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１３　名义匿名审稿制度对期刊质量的影响:工具变量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影响因子 总被引次数 平均引文率 被引半衰期 立即指数

anonymous ０１３５∗∗∗ ４７８６９１∗∗∗ ３７０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５
(６８３８) (８４８７) (９７４４) (０６００) (－０９７５)

perpage ００１９∗∗∗ １７２８６∗∗∗ ０５４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２∗∗∗

(１０７０６) (３４６８) (１６１０２) (５６２２) (３９３８)

cssci ００８８∗∗∗ －２１６４２ １４６６∗∗∗ ０１３９∗∗∗ ００１０∗∗∗

(６２９８) (－０５４６) (５４９２) (２６５１) (２７２８)

pubtimes ０００１∗ －２６３１∗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
(１７７１) (－１６７０) (３９３２) (４０３７) (－０１６４)

journallifes ００５８ ３２９９９６ ６３４９∗∗ ０８４８∗ ００７２∗∗

(０４４１) (０８８３) (２５２３) (１８５７) (１９９１)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３５６０ ３５７７ ３５７７ ２０５０ ３５７７
R２ ０３３９ ０２６０ ０４０３ ０７３８ ０１５３

一阶段回归

iv １８４９∗∗∗ １８５０∗∗∗ １８５０∗∗∗ １７５７∗∗∗ １８５０∗∗∗

(５９９３) (６０１２) (６０１２) (４４７７) (６０１２)

GraggＧDonald
Wald检验F值

３５９１８９１ ３６１３８３８ ３６１３８３８ ２００４５８４ ３６１３８３８

　　注:(１)括号中为t值;(２)∗∗∗ 代表１％的水平上显著,∗∗ 代表５％的水平上显著,∗ 代表１０％的水

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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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４　事实匿名审稿制度对期刊质量的影响:工具变量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影响因子 总被引次数 平均引文率 被引半衰期 立即指数

defactthanks ０１３３∗∗∗ ５７０３８５∗∗∗ ２４５５∗∗∗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８∗∗∗

(５７２７) (８６４９) (５３５８) (０４４８) (－５８６９)

perpage ００１８∗∗∗ １４０１７∗∗∗ ０５５７∗∗∗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３∗∗∗

(１０３４７) (２７９２) (１５９８２) (５３８８) (５３２３)

cssci ００８６∗∗∗ －３５１６４ １４９５∗∗∗ ０１３８∗∗∗ ００１３∗∗∗

(６１６２) (－０８９４) (５４７２) (２６２１) (３３１８)

pubtimes ０００１ －３３２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１５１２) (－２１２６) (３７０５) (３９８８) (０２９０)

journallifes ００５８ ３１５５３４ ６５９０∗∗ ０８５０∗ ００７８∗∗

(０４４９) (０８５４) (２５６８) (１８５９) (２１５２)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３５６０ ３５７７ ３５７７ ２０５０ ３５７７

R２ ０３４４ ０２７７ ０３７９ ０７３８ ０１５２
一阶段回归

iv １４４２∗∗∗ １４４２∗∗∗ １４４２∗∗∗ １４０６∗∗∗ １４４２∗∗∗

(６９８８) (７００８) (７００８) (５３３７) (７００８)

GraggＧDonald
Wald检验F值

４８８４４０４ ４９１１３６３ ４９１１３６３ ２８４８７８７ ４９１１３６３

　　注:(１)括号中为t值;(２)∗∗∗ 代表１％的水平上显著,∗∗ 代表５％的水平上显著,∗ 代表１０％的水

平上显著.

七、结　　语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不仅能够彰显中国经济学界学术水平的不断提

升,而且可以通过更为严谨规范的分析直接为中国经济的健康成长提供可靠

的建议.而经济学研究的进步离不开经济学期刊的引导与支持.在中国经济

学研究实现研究对象本土化、研究成果的国际化、研究方法的规范化(林毅

夫,１９９５)的过程中,匿名审稿制度的推行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抓住中国经

济类期刊实行匿名审稿制度的差异性这一特征,以转型时期中国经济管理类

３６６种期刊为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法对匿名审稿制度的作用进行了系统评估.
研究发现,该项制度确实有利于提高期刊质量,推动经济学学术的进步.相

对于样本区间内期刊的平均值,名义匿名审稿制度使得期刊影响因子、总被

引频次、平均引文率分别提高了４４１７％、８７５５％、１０５４１％,而采取事实

匿名审 稿 的 期 刊 在 这 三 个 方 面 的 提 高 程 度 更 大,分 别 提 高 了 ６９２８％、

１５４１２％、９０４７％.而且,动态估计显示,匿名审稿制度的积极作用会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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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时间的延长而不断增强.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从

这个角度来看,进一步推动匿名审稿制度的普及,是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不

断进步的重要保证.
就目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类期刊来看,本文的发现具有如下含

义:第一,尽管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学类期刊纷纷开始实行匿名审稿

制度,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本文的样本数据显示,在３６６种经济管理

类期刊中,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间,仅有５５种期刊实行了这一制度,仅占所有期刊

的１５０３％,这意味着如果能够有更多的期刊加入匿名审稿制度的队伍中来,
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将继续大幅进步.第二,匿名审稿制度的作用依赖于是否

真正执行,那些切实采用并实施了匿名审稿制度的期刊在推动学术进步方面

起到了更大的作用,但目前这部分期刊只占到了总样本的８％.因而,进一步

壮大经济学期刊中的匿名审稿专家队伍,形成公平、公正的规范化学术评价

氛围对于推动学术进步异常重要(郑红亮,２００３)
　

①２７
　
.第三,随着经济学的进

步,经济学期刊也面临激烈的竞争.本文的发现显示,经济学类的期刊应该

积极采用匿名审稿制度,并切实推行,这将推动期刊本身在影响因子、总被

引频次、平均引文率等重要指标上的巨大进步,从而在激烈的期刊竞争中获

得一席之地.而且,动态检验结果表明,期刊在实施匿名审稿制度时不能急

于求成,要 “放长线,钓大鱼”,因为其作用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大.
基于本文的研究,我们有理由乐观地估计,随着更多的期刊加入匿名审

稿的队伍中来,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会继续大踏步前进,中国的经济类期刊水

准和认可度也会大幅提升,而与之相对应,对于中国经济的现实指导也将更

为科学.让我们一起展望中国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期刊进步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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