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广东省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

２０１５年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广东省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２０１５ 广东科技期刊２０１５年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目　　次

大数据时代对科技期刊的影响与应对

龙秀芬，吴惠勤，盛文彦，丁　岩，周启动，谭幸谊，宾仁茂 （１）
!!!!!!

媒体融合出版时代医学专业期刊的现状和发展对策 刘新艳 （５）
!!!!!!!!!!

数字出版时代科技期刊利用电子商务平台营销的构想 江　霞 （９）
!!!!!!!!!

科技期刊以创新为核心促进与新兴媒体融合的思考 张　宁，余　斌 （１４）
!!!!!

开放获取大潮下科技期刊的应对举措 翟　欣 （１９）
!!!!!!!!!!!!!!!

提升科技期刊影响力的方法分析

盛文彦，吴惠勤，龙秀芬，丁　岩，周启动，谭幸谊，宾仁茂 （２５）
!!!!!

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学术影响力的动态分析 王志娟，颜志森 （２９）
!!!!!

谈判力理论在科技期刊编辑工作中的应用 蓝艳华 （３５）
!!!!!!!!!!!!!

“微传播”时代微信平台在医学期刊中的应用探讨 张　宁，余　斌 （４１）
!!!!!

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化发展的思考及对策初探 罗　巧 （４６）
!!!!!!!!!!!!

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　促进科技期刊可持续发展

——— 《中华创伤骨科杂志》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的实践经验

聂兰英，余　斌，金　丹 （５０）
!!!!!!!!!!!!!!!!!!!!!

科技期刊协同创新模式研究 陈先军 （５５）
!!!!!!!!!!!!!!!!!!!

科技期刊参与协同创新的路径分析 王丽婷，陈先军，颜志森 （５９）
!!!!!!!!



科技期刊稿件质量的控制与提升策略

丁　岩，吴惠勤，龙秀芬，盛文彦，周启动，谭幸谊，宾仁茂 （６５）
!!!!!

科技论文英文题目编校中典型问题例析 蔡卓平，段舜山，骆育敏 （７０）
!!!!!!

编辑应重视生物医学研究中的实验动物的伦理问题 刘焕英，陈珊茗 （７５）
!!!!!

科学利用影响因子提升高校学报学术质量 李永莲 （７９）
!!!!!!!!!!!!!

４Ｒ营销理论与学术期刊网络营销策略 温优华 （８５）
!!!!!!!!!!!!!!!

浅谈科技期刊组稿约稿策略

周启动，吴惠勤，龙秀芬，盛文彦，丁　岩，谭幸谊，宾仁茂 （９１）
!!!!!

加强作者相关信息的审查，预防学术造假的发生

———一起来稿涉嫌学术造假给我们的启示 陈锐锋 （９５）
!!!!!!!!!!!

学术不端文献的发表追溯及防范对策

———基于１８５篇疑似学术不端文献的实证分析 张辉玲 （１００）
!!!!!!!!

中文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探讨

———以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为例 王志娟 （１０９）
!!!!!!!!!!!!!!

技术类期刊宜发表一点人文类文章

———以 《机电工程技术》实践为例 向　飞 （１１４）
!!!!!!!!!!!!!

《广东电力》期刊争创核心的实践与思考 阚　杰 （１１８）
!!!!!!!!!!!!!

开展继续教育，提升期刊影响力

———以 《护理学报》为例 江　霞 （１２３）
!!!!!!!!!!!!!!!!!



２０１５ 广东科技期刊２０１５年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１　　　　

大数据时代对科技期刊的影响与应对

龙秀芬，吴惠勤，盛文彦，丁　岩，周启动，谭幸谊，宾仁茂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分析测试学报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０７０）

摘　要：大数据作为云计算、物联网之后ＩＴ行业又一大颠覆性的技术革命，目前受到各
行各业的高度关注。本文介绍了大数据的基本概念及特点，并从期刊的数字化发展、出

版形态、编辑工作流程、对从业人员的要求等方面探讨了大数据对科技期刊的影响与变

革，提出了相关的应对方法。

关键词：科技期刊；大数据；变革；应对

大数据作为继云计算、互联网后ＩＴ行业的又一大颠覆性技术革命，目前已引起了
政府及各行各业的高度关注，大数据的影响及其所蕴涵的价值正在逐步显现并广为认

可。最早提出大数据时代到来的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认为：数据已经渗透到各个

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成为当前重要的生产因素，人们对于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

正预示着新一波生产率的增长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来［１］。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数据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呈爆炸式地增长，根据国际数

据公司 （ＩＤＣ）的最新统计，全球数据量大约每两年就会翻一番，预计到２０２０年，全
球将拥有３５ＺＢ的数据量。大数据的快速增长与应用正在重塑很多行业的运行模式［２］：

通过大数据，商家可以实现对消费者行为的分析，以便及时调整营销方法与策略；医

疗卫生系统可以及时预测流行性疾病的发生并提前预防与应对。哈佛大学商学院访问

教授达文波特称：“大数据及其分析，将会在未来１０年改变几乎每一个行业的业务功
能。任何一个组织，如果早一点着手大数据的工作，都可以获得明显的竞争优势。”上

述种种想象均已说明，大数据的时代已经到来，科技期刊行业自然也无法在这一技术

浪潮中置之度外，必然会与其他行业一样深受大数据技术发展的影响。那么，大数据

会对科技期刊的出版与发行模式带来什么样的变革？会给编辑工作带来哪些技术革新？

未来科技期刊又将面临哪些挑战？相关工作人员又将如何应对并制定出相应的策略等

等？上述问题均已成为科技期刊界与科技期刊编辑人员急需应对与解决的课题。

１　大数据的概念与特征

对于大数据，研究机构 Ｇａｒｔｎｅｒ已经对其作出了如下定义：即指需要新处理模式才
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

资产［３］。从数据类别看，“大数据”即为无法使用传统流程或工具处理或分析的信息。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基础条件建设资助项目 （２０１５Ａ０３０３０２０２７）
作者简介：龙秀芬 （１９７５－），女；分析化学专业博士，编辑部副主任、副编审；Ｅｍａ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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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数据量很大、数据形式多样化的非结构化数据［４］。从产

业角度，常常把这些数据与采集它们的工具、平台以及分析系统一起称为 “大数据”。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大数据具有以下４个基本特征：数据存量大 （Ｖｏｌｕｍｅ）、数据种类
多 （Ｖａｒｉｅｔｙ）、数据产生时效的高速性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数据价值密度低 （Ｖａｌｕｅ）［５］。

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各领域的数据种

类和生产规模正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这种海量数据的产生正彻底改变人们对客观事物

的描述手段，也为人们探寻数据背后的客观规律提供了新的分析手段。２００８年，享有
盛誉的 《自然》杂志率先出版了 “大数据”专刊，分析了大数据对当代科学的影响和

意义。２００９年初，微软、ＩＢＭ、甲骨文、惠普等 ＩＴ巨头纷纷携巨资挺进大数据市场。
２０１２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发布了 《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并投资２亿美元启动 “大

数据发展计划”［６］。大数据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着我们的认知和生活，同时也给期刊、

报纸、出版社、电台、电视台等信息传播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

２　大数据时代对科技期刊的影响

２１　科技期刊的数字化发展迅速

大数据时代，科技期刊的数字化与信息化得到了快速发展。国际著名出版集团

（包括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ＰｒｏＱｕｅｓｔ、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等）已经全面进入数字化
阶段，部分出版集团的数字出版收入甚至已达到总收入的７０％。在国外的学术期刊中，
信息技术已被广泛运用到出版工作中的各个环节。受国际学术期刊数字化迅速发展的

影响，我国的学术期刊界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根据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的现状调查

显示，绝大部分传统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单位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数字出版工作，如

建立自己的网站和在线投稿平台，加入大型期刊数据库［７］。越来越多的科技期刊创建

了自己的微信、微博、ＱＱ等公众平台和沟通方式，通过不同渠道加强期刊的数字化、
平台化建设，以加快信息传递，提高期刊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一些大型的文献数据资

料平台也得到快速发展，如ＣＮＫＩ已收录了１９４９年至今的国内各科技期刊的数据，内
容涵盖十分的广泛；万方数据库收则录了自１９９８年以来国内出版的各类期刊６千余
种，并汇集了涉及各个学科的期刊、学位、会议、外文期刊、外文会议等类型的学术

论文；建立于２０００年的维普网则已成为全球著名的中文信息服务网站，是中国最大的
综合性文献服务网，也是ＧｏｏｇｌｅＳｃｈｏｌａｒ最大的中文内容合作网站［８］。

２２　科技期刊出版形态由单一向多媒体转化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读者可以更广泛地接触各类图书、报纸、期刊、广播、

电视、电影、音像、网站等媒体，习惯于视、听、触觉接受资讯的全部感官需求，期

刊的单一出版模式已无法满足读者的全方位需求，对纸书、网络、无线、手持阅读器

等不同终端的全媒体出版要求日趋明显［３］。因此，选择最适合的媒体出版形式和方式，

提供超细分的服务，综合运用多种媒介和终端，以文字、图片、声音等元素，全方位、

立体化展示期刊内容已成为期刊新的发展方向和模式。大数据则为科技期刊由单一媒

体向多媒体转化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支持和平台支撑。

此外，随着近年来全球环境生态的日渐恶化，以及人们对环境与能源持续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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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益关注，以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为核心诉求的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主流。

而在期刊的传统印刷中，所需油墨、纸张等均属高污染、高能耗产品。另一方面，大

多数科技期刊的专业性较强，其阅读对象仅局限在较窄的细分领域，导致大多数的科

技期刊发行量低，其印刷量均在批量印刷临界点以下，使得科技期刊的印刷成本高昂。

而科技期刊发行面的分散也导致其投递发行成本一直居高不下。科技期刊的上述特性

和实情也表明，由传统的纸质出版转向数字、多媒体出版已是未来不可逆转的趋势，

大数据技术及其相应理念正进一步加快这场转型与变革。

２３　编辑工作流程的不断优化

大数据技术对科技期刊的影响还表现在不断优化与变革期刊的工作流程，实现编

辑操作的流程革命。由于科技论文的出版周期长、流通环节不畅、时效性差等问题不

仅广被诟病，而且更直接影响到科技成果的认定、传播和利用价值，影响到科技期刊

的学术影响力。而通过大数据技术对科技期刊编辑工作流程进行优化，可以显著提高

工作效率，缩短论文的出版周期。

大数据还将作者、读者、编辑、外审专家、编委等的信息传输和决策行为均纳入

了数字化管理轨道，并与中外公共文献数据库实现了连接与共享，使得期刊编辑中的

数据互通、数据分析及数字化运作成为可能，非常有助于实现对科技期刊编辑工作流

程的优化［１］。科技期刊编辑智能型办公系统则以多维度数据为基础，通过对计算机技

术、网络信息以及人工智能计算的充分运用，以减少简单劳动和重复劳动，提升编辑

效率与质量，缩短审稿周期与出版时滞，并最终达到提高科技期刊的传播效率和学术

影响力的目的［９］。

２４　对从业人员的要求更高

大数据时代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让人们能够从庞大的数据信息中，发现其中为我

所需的信息，并挖掘出这些信息的关联性和独有价值，从而有效地使用大数据资源。

这就对相关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拥有扎实的专业技能以外，大数据时代

还需从业人员具有一定的计算机能力，拥有熟练获取多种信息的技能，积极顺应时代

变化，不断更新编辑理念，积极探索新时期下刊物的创新模式和新用途。

３　如何应对大数据对科技期刊的影响

３１　加强期刊的数字化建设

虽然目前国际主流科技期刊已全面实行编辑出版的数字化，但我国传统的科技期

刊仍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要在内容、管理等方面实现数据化运作，彻底推进

期刊数字化则已成为首要条件。科技期刊编辑人员应积极顺应这一时代潮流，并在职

责范围内加快推进期刊的数字化改革进程。作为新时代的科技期刊编辑工作者，我们

需明确认识到期刊的数字化转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科技期刊编辑要不断强化科技期刊数字化建设的自觉意识，积极寻求适应数字化出版

需求的期刊管理与运营模式，从而为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业的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３２　提高编辑人员的大数据应用能力

大数据的发展为科技期刊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大数据的根本是产生各种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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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这就要求编辑必须适应大数据这一时代背景，不断学习新知识与新技能，努

力掌握计算机与网络运用技术，加强信息检索与分析能力，提高大数据的分析与运用

水平，在编辑、校对、排版、印刷等生产和传播方式方面，以全新的理念承担数据信

息加工和传播的职能，积极探索期刊的多媒体发展和创新模式，实现大数据的真正价

值所在，并最终实现自身编辑能力结构和业务素质的重构。

３３　坚持内容为王的办刊理念

学术质量是期刊的生命，是期刊赖以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出版业无论发生什么

样的变化，都改变不了 “内容为王”的根本。大数据在技术创新和信息服务方面，毫

无疑问为科技期刊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大舞台。在积极迎接大数据所赋予的发

展契机的同时，科技期刊仍应自始至终地坚持 “内容为王”的办刊理念，坚持只做优

秀内容的提供商。对大数据的分析与使用始终无法代替文化产业属于人的精神创造活

动，编辑只有对文字内容资源，包括稿件的收集、编辑加工、知识体系的分类等进行

整合和管理，坚守自身的角色定位，专注内容质量和价值的提升，大数据才能在科技

期刊业中得到更科学地利用和更持久地发展。唯有掌握了内容，才能掌握了竞争的主

动权。

４　结　语

正如美国数据科学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所言，如果一个人，拒绝大数据时

代，可能会失去生命；如果一个国家，拒绝大数据时代，可能失去这个国家和一代人

的未来；如果认为现在不需要思考，就会丧失享受和成为有用人的能力。大数据正削

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期刊的水平差距，从而再次为世界科技期刊业的发展提供了

同一起跑线的外部环境；对于中国科技期刊界来说，这是一次稍纵即逝的发展契机，

期刊工作者只有牢牢把握时代赋予的发展机遇，坚持和贯彻科技期刊的科学发展观指

导思想，探寻并找出适合我国出版产业发展的模式，制定出相应的科技期刊发展战略，

深刻分析大数据对科技期刊发展所带来的特殊影响与变革，才能找准自身发展的目标

与定位，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迎向大数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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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出版时代医学专业期刊的
现状和发展对策

刘新艳

（广州医科大学杂志社，广东 广州５１０１８２）

摘　要：分析国内外医学专业期刊的媒体融合出版现状，国外一流期刊已经实现全媒体
的融合出版，而国内的医学专业期刊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表现在期刊社本身并未真正

介入网络等媒体融合出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在线版”、电子化和网络化程度较低。实

现一种内容、多种媒体、复合出版的模式，医学专业期刊必须以纸质杂志内容为基本、

以多能型人才为保障、以健全相关的政策制度为支持。

关键词：媒体融合；医学专业期刊；网络出版；发展对策

媒体融合是指各种媒体打破以往的功能和传播界限，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

势。新兴的网络媒体就是媒体融合的典型案例，他们将报纸、电视、电台、杂志这些

传统媒体的所有功能集于一身，并加以优化，从传播速度、信息量、覆盖面等各方面，

都压倒性地对传统媒体提出了挑战。传播学中，将受众为５０００万的称为大众传播，实
现这个概念，广播用了３８年，电视用了１３年，而被称为 “第四媒介”的网络仅仅花

了４年时间就达到了［１］。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传统平面媒体的医学专业期刊怎样借

鉴新技术新媒体的优势促进专业信息的传播以推动期刊的生存和发展，怎样探索出一

条适合本专业的媒体融合之路，是每一个医学专业期刊从业人员必须面对的问题。

１　国内外医学专业期刊的媒体融合现状

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世界，给各行各业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伴随着为大家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放眼世界，无论是综合类学术期刊 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ＬｏＳ
Ｏｎｅ，还是医学类科技期刊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ＮＥＪＭ）、《柳叶刀》（Ｌａｎｃｅｔ）、《美
国医学会杂志》（ＪＡＭＡ）以及 《英国医学杂志》（ＢＭＪ），没有一个不是顺应时代发展
的潮流，遵从大众阅读方式的改变，顺应媒体融合的趋势，不断革新自己的出版模式，

从而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并持续发展。这些期刊均实现了全流程的网络出版、线上线下

双轨即时出版以及利用相应的数字媒体技术对内容资源进行深度加工的个性化出版［２］。

在医学类期刊中影响因子排名第一的 ＮＥＪＭ一方面秉承数百年来严谨的编辑方针经营
传统媒体，另一方面吸取了商业网站的成功经验，将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优势有机

地整合在一起，使读者群不断扩大。他们充分利用印刷版内容开展服务，包括向发展

中国家免费开放全文浏览服务、提供现刊内容的浓缩精华版、提供强大的网站检索功

能等；借助网络传播技术提供多种服务，包括提供传统媒体无法提供的多种媒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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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丰富的增值服务即读者可通过电子邮件提前获知杂志新内容；在提供免费信息的基

础上推出部分内容收费的服务；设立多种适合市场需求的发行渠道，吸引了新一代读

者和阅读群体。这些媒体融合的措施使杂志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持续扩大，目前新英

格兰杂志在网上的读者数目是他们平面媒体用户的１０倍，并且网上业务已经开始盈
利［３］。通过美国科技信息所 （ＩＳＩ）公布的期刊影响因子可以发现ＮＥＪＭ近几年的发展
态势，ＮＥＪＭ的影响因子２００５年４４０１６，２０１０年５３４８４，２０１５年则达到了５５８７３，
持续领先于Ｌａｎｃｅｔ、ＪＡＭＡ、ＢＭＪ等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几种主要医学期刊，这其中网
络版在扩大其影响力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

而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及ＰＬｏＳＯｎｅ均具有自己独立的网站，不约而同地会针对某一个
选题，同时使用图片、视频、播客、博客等多媒体手段，从不同角度体现出科技论文

的创新性，这样的科技报道表现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学术影响力较大，取得了较好

的传播效果［４］。他们还会把科技文章通过社会化媒体如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等发布出去，
实现了科技成果病毒式的传播速度和覆盖广度。由此看来，无论是互动性强的博客、

声音播报的播客或者视频图片，还是社会化媒体的介入，不仅为传统的科技期刊注入

了蓬勃生机和活力，更重要的是实现了更广、更快地传播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的科技成

果。视频、音频的科技报道，更是让实验过程的展示更完整、更逼真，给读者提供了

不一样的阅读体验。因此，在互联网迅猛发展、信息快速流动的今天，科技期刊采用

多媒体融合的手段，必然能最快抓住读者的眼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目前我国的医学专业期刊已有１０００余种，但总体影响力仅限于国内，在国际上学
术地位也比较低，近年来绝大多数优秀医学论文并不会选择在国内期刊投稿，论文外

流情况越发严重。与国外名刊如火如荼的媒体融合出版情况相比，国内医学专业期刊

出版的现状不容乐观。首先，虽然相当部分国内医学专业期刊先后有了自己的网络平

台，但主要用于在线编辑审稿，期刊社本身并未真正介入网络甚至媒体融合出版，而

主要由技术提供商来推动。其次，除了与国外合作的以外，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在线版”（主要指在线审稿、出版与发行）［５］。许多期刊网站虽然采用在线编辑审稿

系统，基本上实现了从投稿、组稿、审稿、编辑等全过程的网络化管理，但并没有为

用户提供更多的延伸服务，一般只是制作简单的网页介绍杂志的基本信息，再有杂志

做得更多一点就是把印刷版的目录和摘要拷贝到网上，向读者作者提供全文阅览的网

站寥寥无几，更不用说线上线下即时出版了。有些网站虽然设有 “当期目录”、“下期

目录”、“下载排行”、“过刊浏览”等栏目，但是点击进去基本不能用，“网上预出版”

等功能更是不常见［６］。网站内容更新滞后也是一个问题，网页内容得不到及时更新，

印刷版内容在发行很长时间之后，在网络期刊的文章浏览窗口仍然查找不到当期目录。

另外，我国医学专业期刊电子化、网络化程度较低，虽然大多数期刊已加入各种期刊

数据库，但开发期刊利用网络的功能不多，利用网络对期刊有针对性的宣传较少［７］。

医学专业期刊网络出版缺乏个性化，在网页内容及栏目设置上形式单一，也没有充分

运用多媒体手段深入发掘杂志的内容，无法反映自己刊物的个性特色。缺乏一定的交

互性，有些期刊虽然设有编读往来、作者论坛和投稿须知，但大部分内容是空白或零

星的，很多读者、作者的意见不能得到及时反馈，服务形同虚设，缺乏与相关站点如

与搜索引擎、大学、科研单位、新闻媒体以及其他期刊的链接。这使得理想上的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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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出版仅仅流于形式，，虽然有些杂志在利用多种媒体形式进行杂志内容的传播方面也

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８－１２］，但距离实现一种内容、多种媒体、复合出版的模式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２　媒体融合背景下医学专业期刊的发展对策

２１　以纸质杂志内容为基本

医学专业期刊作为传统的小众纸质媒体，要在媒体融合背景下取得新的进展，逐

步过渡到多媒体出版，实现一种内容、多种媒体、复合出版的模式，必须以纸质杂志

内容为基本。同大众媒体和新兴媒体相比，传统纸媒的医学专业期刊优势就在于其内

容的专业性和创新性，在出版模式转型过程中，更应该注重提高内容的竞争力和附加

值，增加策划选题和组稿内容比重，作出不同于其他期刊的特色内容和栏目。另外，

国外名刊的实践说明报道内容科技性与新闻性兼备是拓展网络等多媒体出版市场的基

石，这一点在Ｎａｔｕｒｅ和Ｓｃｉｅｎｃｅ中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在 ＰＬｏＳＯｎｅ网站中也已初露
端倪［１３］。编辑加入新闻性的即时因素，把作者投稿中的科技成果重新撰写成可读性强

的新闻稿，用简讯、快讯等形式，提前在网站进行报道，或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平

台和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对公众发布，这不仅放大了纸质媒体信息的传播范围和效

果，也能第一时间展示最新科技成果、加大科技成果的影响力。

２２　以多能型人才为保障

随着新媒体的裂变式发展，编辑所面对的不再是纸质稿件，而是电子稿件。编辑

所要加工的内容不仅只是文字，同时还包括声音和图像。也就是说新的多媒体出版系

统提供给编辑的不仅是一个文字、图形加工平台，而是包括文字、图形、图像、声音

的多媒体加工平台。因此，媒体融合时代医学专业期刊编辑除需通晓本学科专业知识

以外，还必须掌握计算机和网络应用知识，熟悉文字编辑、图形图像处理、网上文件

处理、网上阅读等软件以适应网络时代编辑工作的需要。这就要求编辑必须不断学习，

完成从单一加工到媒介多面手升级转型，才能保障期刊在多媒体融合出版中独立掌握

技术主导权和话语权，实现自己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２３　以健全相关的政策制度为支持

２０１１年汤森路透公布了２０１０年度 《期刊引证报告》显示根据影响因子从高到低

排列的前２０种期刊已全部实施在线预出版，表明在线预出版已经成为国际知名学术期
刊的出版趋势［１３］。可是反观国内，能做到网站及时更新的医学专业期刊都屈指可数，

更别说在线预出版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与出版体制改革时期期刊资金投入

不足、相关专业人员缺乏有关，但重要的是国内对科技期刊网络版、电子版论文确认

机制不完善，职称评定系统以及一些部门制定的奖励机制根本不认同网络版、电子版。

这使得网络版、电子版的期刊存在感大大降低，市场狭窄。尽快建立科技期刊网络版

以及电子版论文确认机制，让网络版、电子版论文与打印版论文拥有相同的学术质量

和标准，有效引导各有关单位将网络版、电子版论文与打印版论文同等对待，以促进

医学专业期刊与多种媒体的融合发展。建议期刊数据库收录网络版论文尤其是纯网络

版论文，给予国际标准刊号 （ＩＳＳＮ），才能更好实现引文索引的检索功能，使读者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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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的查阅相关文献 ［１４］。在在线预出版和多媒体融合出版已经成为国际出版趋势的今

天，我们应该健全相关的政策制度，对一切载体形式的科技论文予以统一标准，这样

才能肃清发展壁垒，提高期刊的被引次数和影响因子，扩大期刊的影响力，使我国医

学专业期刊跟随时代步伐走向健康成长的道路。

３　结　语

一直以来，医学专业期刊以报道所在专业的最新研究热点和进展为己任，虽然最

大程度地满足了有医学背景的专业读者的需求，但是高精尖的内容太小众，普通公众

根本看不明白。这就使得传播广度明显受限，发行量低，背离了作为媒体就要进行信

息传播的意义。新媒体表现手法多样，可以以多种方式向读者呈现一个主题，给读者

带去了无与伦比的全新阅读体验的同时，让他们享受到科技进步的巨大魅力。医学专

业期刊与新兴媒体融合，可以借助新媒体的多变的表达把原本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变

得更加生动有趣，更完整全面地向读者展示医学的复杂性，更客观有效地向公众普及

医学知识，为期刊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创新平台。在媒体融合背景下，我

国的医学专业期刊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实现全媒体融合出版还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

工程，需要我们正视不足，转变观念，从一点一滴做起，务实肯干，努力发挥我们的

智慧和创造力积极地参与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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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出版时代科技期刊利用电子
商务平台营销的构想

江　霞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护理学报》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５１５）

摘　要：科技期刊出版业由传统的出版与经营管理转变为数字化出版，利用电子商务平
台进行数字化、网络化营销已成为科技期刊的发展方向。认为可开展基于科技期刊自建

网站的电子商务营销；通过专业的电子商务平台开通科技期刊的旗舰营销店，实现科技

期刊的多元化、多渠道的电子商务营销；通过手机付费平台进行科技期刊的网络化营销。

科技期刊利用电子商务平台营销过程中需重视多方合作并加强管理，加强电子商务平台

的内容建设及服务营销，加大培养电子商务专业化营销与管理人才的力度，不断扩大科

技期刊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关键词：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电子商务；经营管理

数字化出版代表着出版业的未来和方向。电子商务是指在全球各地广泛的商业贸

易活动中，在因特网开放的网络环境下，基于浏览器／服务器应用方式，买卖双方不谋
面地进行各种商贸活动，实现消费者的网上购物、商户之间的网上交易和在线电子支

付以及各种商务、交易、金融和相关的综合服务活动的一种新型的商业运营模式［１］；

我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２０１３年超过１０万亿元，５年来翻了两番［２］。目前，我国许多科

技期刊编辑部都建立了网站，而这些自建网站中绝大部分只是实现了作者在线投稿、

专家与编者在线审稿、发布期刊信息等数字化办公功能，极少数科技期刊编辑部同时

为读者提供免费过刊全文检索与下载，以及在自建网站发布数字化优先出版论文，这

些网站几乎还都不具备网上支付等电子商务功能［３］，读者、作者与科技期刊编辑部之

间的费用结算仍采用传统的邮局与银行汇款、网银转账等方式，缴款手续的繁锁给双

方均造成不便，影响工作效率与质量。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与服务质量，不断扩大期刊

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科技期刊在数字出版时代主动利用电子商务平台进行营销与管理，

已是大势所趋。为此，特提出数字出版时代科技期刊利用电子商务平台营销的如下构

想。

１　电子商务平台概述

电子商务的形式主要有３种：第一种，指企业间货物的销售及服务，即Ｂ２Ｂ（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ｔｏＢｕｓｉｎｅｓｓ）；第二种，指企业销售产品及服务给个别的购物者，即Ｂ２Ｃ（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ｏＣｕｓｔｏｍｅｒ）；第三种，指政府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即Ｇ２Ｃ（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及消费者直接贩卖物品给其他消费者的交易模式，即 Ｃ２Ｃ（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ｔｏ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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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４］。其中第二种电子商务形式，即 Ｂ２Ｃ电子商务是按交易对象划分的一种模式，表
示商业机构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具体是指通过信息网络以电子数据信息流通的方式

实现企业或商业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各种商务、交易、金融和综合服务活动，是消费

者利用因特网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形式［５］。

２　营销的方法

科技期刊网站是实现期刊数字化出版的关键平台，它既是期刊编辑部和读者、作

者的信息交流平台，也是重要的电子商务平台，是数字化产品内容宣传和销售的重要

渠道；科技期刊要实现电子商务营销，宜采取Ｂ２Ｃ形式。笔者提出利用电子商务平台
对其进行营销的如下几点构想。

２１　基于科技期刊自建网站的电子商务营销

产品与服务的数字化是为读者提供优质服务的重要途径。科技期刊可以通过购买

商用结构化内容生产系统实现数字化交互式编排，建立科学可行的数据加工、出版流

程和存储数据库，形成一个全面、立体的产业系统，实现全文内容生产输出标准化，

在满足印刷版生产的同时，满足符合标准的全文内容持久化存储和再利用［６］。在此基

础上，建立内容资源整合、加工的一体化作业平台，建立科技期刊的杂志发行、学术

会议、继续教育管理、广告管理、过刊全文、信息公告、编读往来、读者论坛等专项

业务的数字化出版与电子商务流程，在自建网站上引入电子支付系统，实现信息、服

务多渠道的快速化传播以及在线销售。比如，为了满足不同读者、作者的个性化需求，

可以分类、分模块进行专业营销，将科技期刊的电子版单篇稿、单期稿、半年稿、全

年稿、多年过刊合集、同一类主题的稿件等，组合打包进行分类销售，也可以根据读

者的个性化需求在线销售相关内容；开通在线团队客户绿色通道，给予价格、服务方

面的多重优惠等。又如，医学护理类科技期刊由于专业性较强，近年来开展了一些针

对性强的继续教育项目，编辑部可以针对不同群体制作一些专业论文写作授课视频、

专业理论知识授课视频进行在线销售，让学员学习后获取相应的学分；也可以将专业

知识及写作知识制作成通俗易懂的科普视频进行免费播放，其中植入一些收费项目的

宣传与广告等；还可以开展在线一对一有偿写作辅导业务等；另外，由于医学护理类

科技期刊都是刊登一些与人类健康相关的专业论文，编辑部可从饮食、运动、生活习

惯等方面编写科普类短文在自建网站发布，最终目标是与这些日常生活健康有关的餐

饮、健身、娱乐有关的第三方机构建立广告合作关系，构建相应的在线互动、关联平

台，打造互利双赢的经营模式，从而实现科技期刊的多元化电子商务营销。

２２　通过专业的电子商务平台开通科技期刊的旗舰营销店

目前，较成熟的可以开展科技期刊销售的电子商务平台有淘宝网、京东商城、当

当网、卓越亚马逊等。在这些网站中可以简便、快捷地注册开店，其电子商务平台从

前台店铺摆设、产品呈现与录入、客户的订单与费用处理、货物发放与物流配送，以

及售后服务与评价管理等，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运营体系，其浏览人气是单个科技期刊

网站望尘莫及的。科技期刊可在这些平台中注册旗舰营销店，将自建网站与这些电子

商务平台进行链接，将那些可以在自建网站上开展电子商务营销的数字化服务内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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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销售，具体的促销方式、销售内容与价格等可借鉴淘宝网、当当网等运作较为成熟

的电子商务平台的模式，从而实现科技期刊的多渠道电子商务营销。

２３　通过智能手机进行科技期刊的电子商务营销

高流量手机的应用以及网络购物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电子商务平台支付环境、物

流功能的完善以及整体营销环境的发展［７］。随着时代的进步，手机网民的文化程度也

不断提高。由此可见，移动互联网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科技期刊以此为契机，借助

手机终端消费人群特点与优势，宣传与营销自己应是水到渠成之举。目前，基于手机

操作系统开发的能在手机上运行的 Ａｐｐ移动互联网版小程序，允许手机消费者付费下
载［８］；此外，基于安卓 （Ａｎｄｒｏｉｄ）手机操作系统的Ａｐｐ应用，腾讯公司及其旗下第三
方支付平台财付通 （Ｔｅｎｐａｙ）联合推出的互联网创新支付产品，即微信支付，用户的
智能手机可以通过微信支付购买相关商品及服务，无需任何刷卡步骤即可完成支付，

整个过程简便流畅［９］。这些手机付费程序的开发与运用，极大地方便了手机网民的购

物消费。科技期刊可充分利用新兴技术与资源，开展广泛合作，制作各类版本的 Ａｐｐ
应用程序，尽最大可能让读者通过不同电子产品实现在电子商务平台阅读、购买其期

刊的数字化服务内容。同时，科技期刊编辑部可注册官方微信，根据实际经营内容与

特点，设立 “微官网”、“微营销”、“微客服”、“微过刊”、“微新闻”、“微健康”、

“微会员”、“微学分”、“微优惠”、“微论坛”等模块，定期推送科技期刊的相关热点

论文与专题栏目、期刊宣传与营销等内容；编写一些科普类知识点，以及热点信息、

优惠信息、会员信息等，以微信形式让用户持续关注，吸引客户以集赞、点赞方式赢

取科技期刊最新刊文的电子版文件等数字化服务内容；也可以与自建网站中的广告客

户，即那些日常生活中与健康有关的餐饮、健身、娱乐第三方服务平台建立关联，让

读者在科技期刊专业网站消费后也能获取与生活、娱乐、消费相关的电影票、餐票、

健身票等；还可以开微店，将自建网站上在线销售的数字化服务内容精选后，在微店

里营销，同时，此过程中还可渗透一些科技期刊的推广、宣传信息，达到润物细无声

的目的，扩大实际销售效益。

３　讨　论

３１　科技期刊的网站建设亟待加强

目前，有部分科技期刊正在尝试数字化出版及电子商务营销，但其功能开发、业

务范畴及实际运营能力远未达到其他较成熟领域的电子商务营销规模与能力。科技期

刊网站建设是数字化出版的重要任务，它不但要担负起自我宣传的职责，还是重要的

产品营销平台。因此建议科技期刊编辑部要尽快加大网站建设力度，完善网站功能，

保证良好的服务器性能，避免出现网站服务器性能差而导致网站页面打不开的情况，

以及出现无效链接，消费者无法注册与购买产品等情况，为科技期刊利用自身网站进

行数字化出版及电子商务营销打下坚实的基础。

３２　数字化出版的标准有待统一

利用电子商务平台营销的主体不全是科技期刊出版单位，有些是依托各类成熟的

电子商务平台，如信息服务商或数字化承载平台。不同电子商务平台要求的数字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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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格式不一致，会给科技期刊出版单位造成一定的障碍，此外，由于使用不同阅读器

阅读，也会给普通读者带来不便［８］；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加强管理，为科技期刊的数

字化出版制定统一标准，以利于数据资源的有效整合与监管，便于信息的广泛传播与

共享。

３３　科技期刊应加强电子商务平台的内容建设，提升服务水平

针对目前科技期刊网站普遍存在的促销信息较为单薄的局面［１０］，应当加强科技期

刊电子商务平台的内容建设，如挖掘和征集热点问题、前沿信息等内容；发挥编辑的

主观能动性，根据组稿、约稿特点与任务，撰写编者按、特别策划等导语，编排推送

与时俱进的与期刊报道范畴相适应的科普知识、时事新闻等，吸引更多的读者源，促

进数字化内容的营销；还可以应用精准营销的核心思想［１１］，对于读者 （消费者）的基

本信息、每次的购买过程、所浏览的产品以及每次购买的产品等数据和信息建立数据

库，对其消费习惯、心理及需求做出相应的分析，预测消费者当前的需求以及潜在的

需求，并把分析得到的信息转换为个性化产品实时、动态、准确地推送给消费者，跟踪

消费者的反应。同时，构建良好的服务沟通平台，如售前售后、线上线下的多种服务

沟通，多方面多渠道提高服务水平，提高消费者的满意程度，从而提高科技期刊利用

电子商务平台的营销水平与效果。

３４　科技期刊负责人及管理部门应尽快适应数字化出版的发展趋势

有些传统科技期刊的主要负责人思想比较保守，接受、使用先进科技手段的理念、

意识较为淡薄。对于科技期刊而言，主要负责人应该具备开拓创新、敢于实践的勇气

和魄力，应该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不断摸索与电子商务平台及第三方服务商的合作模

式。简化工作流程，高效运营，尽快探索并找出适合自身期刊发展的数字化服务内容

的个性化营销模式，在运营过程中尤其是要加强科技期刊各方面的经营管理，如提高

管理者自身的经营思想认识，将传统营销手段与数字化出版模式紧密联系并灵活运用，

积极开拓多样化经营道路；同时，科技期刊在电子商务平台的运营经验还很欠缺的情

况下，出版管理部门应加大组织从业人员在期刊数字化出版、网络化营销、电子商务

经营管理方面的培训力度，尽快培育一批与新媒体出版业务相匹配的专业人才，促进

出版业的科学与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１］　［作者不详］．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１２
－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ｃｎ．ｃｏｍ．ｃｎ／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０８４４６ｄｉａｎｚｉｓｈａｎｇｗｕ．ｈｔｍ．

［２］　［作者不详］．２０１３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市场分析［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３－２７］．ｈｔｔｐ：／／ｗｗｗ．
ｂａｏｇａｏｂａｏｇａｏ．ｃｏｍ／Ｎｅｗｓ／２０１４－０３／２０１３ＮｉａｎＷｏＧｕｏＤｉａｎＺｉＳｈａｎｇＷｕＪｉａｏＹｉ．ｈｔｍｌ．

［３］　何长华，刘长青，何鹏，等．基于电子商务的电力科技期刊网络出版平台研究及构建［Ｊ］．编辑
学报，２０１１，２３（５）：４４７－４５０．

［４］　孙晓清．Ｃ２Ｃ电子商务发展及潜力［Ｊ］．科技信息，２０１２（２９）：１１２－１１３．
［５］　林闽，万建．中国Ｂ２Ｃ电子商务企业营销策略————基于卓越网的案例［Ｊ］．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学报，２０１３，２：９０－９２．
［６］　刘冰．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数字化发展规划与实施路径［Ｊ］．编 辑 学 报，２０１３，２５（３）：２８３－



２０１５ 江　霞：数字出版时代科技期刊利用电子商务平台营销的构想 １３　　　

２８６．
［７］　［作者不详］．中国网民数量６．１８亿 手机网民超５亿［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３－２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

ｎａ．ｃｏｍ．ｃｎ／ｖ／ｎｅｗｓ／２０１４－０１／１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１２３１８９３．ｈｔｍ．
［８］　曾文．浅论科技期刊的网络化出版经营之路［Ｊ］．科技与出版，２０１２（９）：８３－８５．
［９］　［作者不详］．微信支付［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３－２７］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ｓｏｓｏ．ｃｏｍ／ｖ６１８５７９０９．ｈｔｍ．
［１０］　曹彩杰．浅议Ｂ２Ｃ模式下的精准营销［Ｊ］．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１０（３）：３３－３６．
［１１］　姜思哲，张博，葛文君．出版社网站３０强 Ｂ２Ｃ电子商务功能分析［Ｊ］．出版发行研究，２００９

（１０）：６２－６５．



１４　　　 广东科技期刊２０１５年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２０１５

科技期刊以创新为核心促进与
新兴媒体融合的思考

张　宁，余　斌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中华创伤骨科杂志》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５１５）

摘　要：新兴媒体的传播媒介从纸张变为移动媒体，传播渠道更为便捷、内容更加丰富，
作为传统媒体的科技期刊在与新兴媒体的同台竞争中，不断失去用户和市场，失去自己

的传统地位，因此传统科技期刊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势在必行。科技期刊应以创新为核心，

促进与新兴媒体的融合，主要包括在管理体制和组织结构创新，加强技术创新，坚持内

容创新，传播体系创新几个主要方面的举措。

关键词：科技期刊；新兴媒体；融合；创新

传统媒体建设新兴媒体→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互动发展→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
合发展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发展的三个阶段。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

ＡｎｄｒｅｗＮａｃｈｉｓｏｎ指出，媒介融合是指各种媒体组织 （包括印刷品、音频或视频制品和

数字化制品）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１］，亦即 “各种媒介间的合作和联

盟”。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

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要实现优势互补、

一体化发展。这意味着，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媒体业必须进行转型升级，以互联

网的思维创新发展，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传媒市场。但与此同时，传统媒体依然保持

着部分新媒体无法取代的优势［２］。因此，为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继续经营好传

统媒体，仍然是媒体行业的一项重要工作。

科技期刊应紧紧抓住这次机遇，积极进行创新升级，不断优化结构和资源内核，

加强技术和传播方式的变革，拥抱媒体融合发展的蓝海。

１　科技期刊与新兴媒体融合的必要性

目前，在地铁上拿出手机看看新闻、午饭后聊聊微信、晚上睡觉前床上刷刷微博

的 “低头族”不断壮大。科技的革新引领的新媒体热度早已超过广播、电视、报纸和

期刊为主的传统媒体。因此，传统媒体需要转型的呼声愈来愈高。

数字化的传播方式是引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这场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技术

让传播媒介从纸张变为移动媒体，主要以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为展现平台，新媒体传

 基金项目：中国科协精品期刊工程学术质量提升资助项目 （２０１３）
作者简介：张宁 （１９７９－），女，硕士，副编审；Ｅｍａｉｌ：ｂｊｂｚｎ＠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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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渠道更为便捷、内容更加丰富，因此传统媒体在与新兴媒体的同台竞争中，不断失

去用户和市场，失去自己的传统地位，也客观地迫使传统媒体必须做出改变，否则很

容易被淘汰［３］。比如，以前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有份叫 《顽皮娃娃》的期刊，曾一度

很受市场追捧，但后来没探索新出路，销量急剧下降，最后退出了市场。这个案例表

明，整个传媒产业结构目前正在调整，除了信息功能，文化功能、资讯功能、服务功

能等多种可能性将得到更好地开发，传统媒体的决策者必须抓住契机，融合发展。

技术上的推动是媒体融合首要原因，卫星技术、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在广播电

视、通信领域正全方位渗透，传统媒体虽在信息采集制作上有经验优势，而新媒体有

先天技术优势，两者应互相取长补短，媒体终端功能才可实现强大［４］。传统媒体和新

兴媒体的碰撞、博弈使彼此靠近，趋向融合，两者的融合还处于初期探索阶段，今后

会逐步形成新的传播格局，这将是一场重大的时代变革，要求各媒体部门、各期刊解

放思想，加强规划，跟上传媒市场的变化的脚步，不然只能接受优胜劣汰的生存规则。

２　以创新为核心，促进媒体融合

“内容为王、网络为霸、终端为重、技术为先、资本为要、受众为主、人才为本”

是新华社李从军社长指出的传媒发展的七个必要要素［５］。因此，包括科技期刊在内的

传统媒体的新媒体之路也应该围绕这几个方面进行创新，从而促进和新媒体的融合，

值得指出的是，科技期刊的创新是必经之路，但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诸多方面同步

进行。

２１　管理体制和组织结构创新

新媒体不仅是一个新的传播平台，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可以点亮你新思维的平

台。传统科技期刊的管理体制、组织结构、人才结构与新媒体发展的需求不适应，这

些问题束缚了科技期刊的发展，只有同步改革管理体制、传播体系和组织结构，才能

使科技期刊的新媒体融合能够顺畅而实质性地完成，而并非跟风式的应付了事。

媒体融合，机制先行。传统科技期刊与新媒体融合，要求解放思想，以互联网的

思维和规则去做事业，对于快速多变的市场按商业规律去应对，改变管理流程复杂、

应变迟缓的管理模式，做到决策和流程快速灵活有效［６］；真正的市场化道路需要充分

发挥员工的潜能，引入优胜劣汰的激励机制是较好的管理手段。从历史的脚印来看，

及时的变革可以避免消亡，即使转变管理机制不可避免导致阵痛和风险［７］。

新媒体建立在新型的传播平台上，需要调整人员组织结构，引进或培训新的技术

人员、采编和营销人员等。构建和科技期刊自身匹配的新媒体应用平台，需要以上人

员引进和消化新技术，并能够随着技术的更新进行及时调整，提供相关技术和内容支

撑［８］。鉴于此，许多科技期刊编辑部内部纷纷成立了新媒体部，首先在组织结构上进

行调整，这也是做好媒体融合的必备条件。

对于新媒体，传统科技期刊的反应相对滞后，而大众媒体却是采取了迅速跟进的

策略，这也反映了两种媒体在办刊机制上的差异。由于新媒体融合带来的思维转换、

技术变革可能会令部分科技期刊编辑无所适从，甚至产生抗拒心理。因此，如何在编

辑部内部统一思想，进而学习如何快速应用各种新媒体平台成为诸多编辑部当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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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题［９］，除此之外，科技期刊编辑更需要培养进行信息筛选、整合、转化的综合能

力［１０］。

２２　加强技术创新

科学技术的进步，媒体行业也从 “光与电”时代进入了 “数与网”时代。传统媒

体比新媒体虽然有一定优势，如报道内容的采集加工生产等；但其劣势更加凸显，比

如对新技术的应用反应不够及时则是其最大的劣势［１１］，并且其生产内容受到传播渠道

短板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严重。因此，谋求技术建设和内容建设的同时发展，并加快

技术创新、加强新技术与传统信息内容的相结合，是传统媒体走向融合发展的必经之

路。实际上，在信息网络技术更新换代周期日渐缩短的情况下，只要紧跟技术前沿变

化做出适当的转型调整，传统媒体必定能打开全新的传播局面。

当前，科技期刊的办刊手段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应用而愈发丰富、先进，进

一步推动了信息的快速高效传播。例如，与传统的出版形式相比较，在网络信息化基

础上使用的存取技术具有更多的优势，如作者投稿更加便捷、出版快捷且费用少，且

能刊载和传送传统媒体所不能承载的大量数据信息，对文献等相关信息的检索也更加

方便等［１２］。因此，在财力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要自觉学习掌握任何有利于提高

编辑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技术，并将学习到的技术应用到办刊实践中，让办刊过程中的

信息采集、处理、交流与传播等环节更加高效、便捷。

科技期刊只有积极主动去适应新形势和新变化，借助新技术的力量走出差异化发

展的道路，才能在传播技术不断创新发展的环境下谋生存、求发展，吸引更多受众的

关注、并进一步有效提升用户的体验度。当前，新技术的出现方兴未艾，信息技术更

新换代的周期也进一步缩短，如在４Ｇ技术推广应用的同时，５Ｇ技术也即将研发面世，
且随着可折叠显示器、可穿戴设备的推出，也给信息传播领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新变

革。综上所述，科技期刊必须紧跟最新科技发展，借助新技术新应用的力量，引领并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

２３　坚持内容创新

一直以来，内容为王都是媒体行业不变的生存法则之一，但很多传统媒体对新媒

体的理解仅停留在媒介的新媒体化层面，即只是将传统的内容进行简单包装，并丰富

形式后通过新媒介进行传播，而核心内容并没有发生改变，依旧是换汤不换药。

传统媒体无论进行何种变革创新，都不能忘记内容才是决定自身能否生存和发展

的根本和关键所在，这个也被新华社李从军社长放在传媒发展的七个必要要素的首位，

也凸显了 “内容为王”的重要性。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在正确的方向

和舆论导向的指引下，以内容为根本，打造内容优势，从而奠定发展优势。只有保证

内容高品质化、传播方式快捷化以及信息产品特色化，传统媒体才能不断加强信息内

容的核心竞争力，真正实现融合发展。

随着各种微内容、微信息的跨平台高速流动，“微传播”成为新兴媒体传播的其中

一个重要特点。因此，传统媒体要获得持续的生命力，就必须多在 “微”字上下功夫，

多编辑短小、鲜活、吸引力强的微信息，同时还要善于运用微博、微信等传播平台，

形成即时采集、发稿的报道机制，抢占传播先机［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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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科技期刊采编人员应树立精耕细作、简约精编的理念，注重对科研热点与

时事新闻的选择和整合，为用户提供有吸引力或实用性较强的内容，甚至邀请专家或

权威人士结合热点推出独家的言论。比如 《中华医学杂志》在四川雅安芦山地震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０日）发生后，第一时间在微信平台上发布了地震伤救治相关内容的专
家共识，为挽救伤员生命，宣教自救助救知识。在世界无烟日 （５月３１日）、全国爱
眼日 （６月６日）、全国爱牙日 （９月２０日）及世界早产儿日 （１１月１７日）等，提供
精炼的信息和相应的主题文章及时推送给广大用户。中华医学杂志微信平台对推送的

内容都是经过后期的编排制作，结合该杂志的权威性和知名度，在抢占微信用户上有

较高的优势。

相比传统媒体，新兴媒体的产品形态和传播形式要更加多样化，所以能够生产出

新媒体产品是解决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的首要问题。

２４　传播体系创新

对于传统科技期刊而言，通过纸质版期刊和相关数据库的电子版期刊是最主要的

两种传播途径［１４］。这两种传播途径存在受众少、时效性差、多为被动传播等缺点，其

传播的影响力不大。因此，在新媒体时代，新的传播途径成为传统科技期刊不得不面

临的选择［１５］。

从当年的个人博客，到后来兴起的微博和微信，科技期刊必须紧紧把握新媒体的

潮流，在新生事物产生的过程当中要学习和开拓新媒体的传播方式，首先要做到的是

人有我有，紧跟潮流，接着要做到有了就用，用出特色和精彩。

科技期刊作为各领域科研成果的权威发布平台，其学术质量固然重要，但如果这

些新的学术成果未能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则大大影响其社会效益的发挥，因此，科

技期刊的传播能力与其学术质量同等重要。新媒体的应用使科技期刊进入了 “微传播”

时代，传播体系的创新也势在必行。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利用微信平台，采用图片配以三、四条标题的首页面的形式

（“小杂志”）推送消息，订阅用户点击标题进入二级阅读界面获取自己喜欢的和需要

的信息。同时推送的消息内容也非常多元化，比如有 “历史上的今天”、“读者来信”

等特色小栏目，还有Ｃｅｌｌ、ＪＡＭＡ、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等国际知名刊物的最新报道，以及
各类最新会议消息、医学新闻等。定期收到这样精心组合的推送消息，能够增加用户

对该杂志的黏性。因此，在应用新的传播平台的过程中，期刊编辑应重视用户需求的

分析，借助新媒体平台的各种功能为用户提供专业的服务，增加用户的关注度和黏性。

３　结　语

创新，是推动一切事业发展的源动力。面对新媒体的挑战，科技期刊应该以开放

的心态，以创新为动力，积极主动迎接挑战，而不是抱陈守旧，固守原有阵地杜绝改

变，或只是在形式上注册域名、开通微博、申请公众号，而忽略了实质上的创新改革，

最终导致错失机遇。

对科技期刊来说，实现融合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还有许多

问题亟需解决。然而，面对裂变式发展的新媒体，如何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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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发展、提升影响力，在众多的媒体中脱颖而出，是所有科技期刊都必须直面的转型

思考。也许，不积 “创新”之跬步，无以至 “融合”之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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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刘奇葆．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Ｊ］．党建，２０１４（５）：９－１２．
［３］　吉海涛，郭雨梅，郭晓亮，等．媒体融合背景下学术期刊发展新模式［Ｊ］．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２０１５，２６（１）：６４－６８．
［４］　夏虹．“三网融合”背景下的媒介融合研究［Ｄ］．南昌：南昌大学，２０１２．
［５］　王峰．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之路的一些思考［Ｊ］．中国传媒科技，２０１４（５）：５０－５３．
［６］　詹新惠．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在博弈中融合［Ｊ］．青年记者，２０１４（５）：３０－３３．
［７］　杨娟．中国媒介生产融合研究［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２０１０．
［８］　郭雨梅，郭晓亮，吉海涛，等．媒体融合背景下学术期刊的创新之路［Ｊ］．编辑学报，２０１４，２６（６）：

５２１－５２５．
［９］　冯缨，游苏宁．传统医学期刊与新媒体徽博共赢发展［Ｊ］．编辑学报，２０１２，２４（３）：２６９－２７１．
［１０］　张卫民，丁滨，孟庆义．“微”时代，医学编辑工作的“微”转变［Ｊ］．科技与出版，２０１３（７）：１０８－

１１０．
［１１］　孙喜佳，周晓颖．媒体融合时代科技期刊发展的思索［Ｊ］．天津科技，２０１４，４１（９）：７８－８０．
［１２］　周白瑜，段春波，于普林．科技期刊在媒体融合时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Ｊ］．编辑之友，２０１３

（４）：３５－３７．
［１３］　宋启凡．全媒体出版实践在科技期刊领域的应用［Ｊ］．出版参考，２０１５（３）：４１－４２．
［１４］　何希．微信与传统媒体的合作共赢之路［Ｊ］．数字化用户，２０１３（１５）：２４５－２４７．
［１５］　陈晓华．传统报纸使用微信新媒体的现状及问题研究［Ｊ］．新闻传播，２０１３（１）：１４－１７．



２０１５ 广东科技期刊２０１５年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１９　　　

开放获取大潮下科技期刊的应对举措

翟　欣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环境昆虫学报》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２６０）

摘　要：开放获取的学术资源可能在不远的未来成为主流研究资源，我国科技期刊应积
极响应开放获取运动大趋势，抓住机会，挖掘资源，改变出版流程，在新型科技期刊格

局中占据自己的生态位。本文从科技期刊编辑自身意识形态的开放性；科技期刊展示平

台的开放性；提升对开放存取的认识，增加开放度；重视开放获取下的成本效率管理；

受众教育和培养等五个方面阐述了科技期刊可采取的应对举措。

关键词：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应对；举措

科技期刊的开放获取 （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ＯＡ）是网络环境下实现科学领域学术论文信
息共享的出版机制和自由理念［１］。国家科学图书馆馆长张晓琳指出，开放获取期刊已

成为可靠的学术资源和得到证明的商业模式；开放学术资源得到资助者、机构、科学

家群体甚至传统出版商越来越强劲的支持；开放学术资源日益成为学术信息交流不可

或缺的资源，并展现出在不远的未来成为主流研究资源的可能性［２］。我国科技期刊的

开放获取起步较晚，但我国由作者付费的科技期刊出版模式为实现 ＯＡ提供了便利；
且近几年数字出版的发展已使得大部分学术类期刊的印刷版发行量持续下降，剩余的

订阅量也多数仅为图书馆的馆藏需要，失去了纸质出版的大部分传播意义，所以开放

获取中小型科技期发展机遇和挑战，我国科技期刊没有不作 ＯＡ出版的理由。面对开
放获取的大潮，中小型科技期刊应如何应对？本文分析国内外开放获取现状，结合我

国科技期刊实际，提出以下建议。

１　科技期刊编辑自身意识形态的开放性

科技期刊的编辑是整个科技期刊运行的动力，编辑自身意识形态的开放性严重制

约着科技期刊在开放获取方向的进展和突破。科技期刊编辑面对开放获取的大潮应从

以下三个方面应对。

１１　充份的思想准备

开放获取大潮之下，期刊的传播方式和渠道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内容资源

的竞争也日益激烈；期刊不再仅仅是论文的出版平台，而转化为信息交流服务平台。

开放获取作为基于数字网络环境的新出版模式，打破了多年科技期刊历史发展积累下

 基金项目：广东省公益研究与能力建设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２０１４Ａ０４０４０１０５１）；广东省科技
基础条件建设资助项目 （２０１３Ｂ０６０２０００１１）

作者简介：翟欣 （１９８２－），女，助理研究员，编辑；Ｅｍａｉｌ：４４７９５７６８＠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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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沉淀优势，给新成员提供了平等竞赛和发挥后发优势的机会，给一些发展历史短、

积累优势弱的期刊带来机会［３］。针对国外对 ＳＣＩ是否收录并不看重的科研工作者，国
内的科技期刊只要可以提供其论文能够被全球同行看到的平台，保障其论文的显示度，

完全可以凭借着开放获取的大潮，争取到很多国际上的优秀稿源。科技期刊编辑应从

思想上充份认识到这一点，并以开放的态度和心态及时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将科技

期刊的质量提高上一个新层次。

１２　扎实的理论准备

开放获取大潮之下，科技期刊编辑应从理论上认识到开放获取能更加经济公平的

保障信息传播。社会公众作为纳税人，一方面通过公共科研经费资助科研，一方面又

通过公共财政拨给图书馆文献经费来订购学术资源。在知识生产和使用阶段重复资助、

重复支付，所获得的知识还只能在少数机构提供有限用户使用［３］，这本身就是不公平

的。与传统的期刊订阅方式相比，开放获取节省了印刷成本，缩短了出版周期，使得

更多的读者获得大量的科学信息。开放获取的出现是科学发展自身的需要，它的发展

必将进一步推动科学和社会的进步，采用开放获取出版模式有利于营造一种健康高效

的学术交流氛围，维护知识和继承性，保护研究基金提供者的权益，保持不同研究团

体的利益公平［４］。

１３　服务意识和市场意识

开放获取在保障内容质量的前提下，科技期刊编辑应具有服务意识和市场意识。

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各种需求，即不仅要关注内容的生产，更要关注读者的需求，

由过去的以产品为中心、内容为王，转变为以服务为中心、有人为本［５］。将影响力提

升放在第一位，转变理念、重造出版流程、完善经营策略，不断革新办刊模式，运用

市场手段，善于市场意识，开拓新的适应开放获取的产业链，实现盈利。

２　科技期刊展示平台的开放性

开放获取文章的传播力与其本身所在的平台密切相关，即便是科技期刊的文章本

身可以无障碍的方便获取，也需要符合受众的检索、使用习惯，才能被发现和使用。

科技期刊展示平台具有充分的开放性，在受众寻找相关文献时，能一站式得获取。

２１　与大型开放获取数据库商紧密结合

科技期刊在完成开放获取的出版模式转换后，应积极加入国际最知名的开放获取

平台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ｏｆ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ＯＡＪ），以及国内最大的开放获取平台中国科技
期刊开放获取平台 （ＣＡＳ－ＯＡＪ）。制定合符国际标准的出版流程，明确刊物遵循的行
业标准；提供详细、完备的投稿指南和学术伦理要求；注明同行评议流程和同行评议

投诉机制等信息。切实加强和提高文章中的题目、关键词、摘要和图表等信息的英文

对照；质量好的文章要求重新撰写英文长摘要；对个别在全球范围内会被积极响应的

文章 （如昆虫学界的新种发布），应鼓励作者重新撰写英文发表；逐步走向全刊英文

化，从而提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英语是科技期刊国际化的基本保障，故提高编辑英

文水平也是硬性要求，否则就要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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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广泛的与传统数据库合作

仅仅在开放获取的平台上是远远不够的，应契合受众的检索习惯，使其在一切的

平台上都能检索到我们的期刊和文章。在国内数据库方面，应取消与单个大型数据库

商的独家协议，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都建立起合作关系；此外应与

龙源期刊网、中国科技论文在线、读览天下、中国科学院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中国

科技论文在线等。还应结合各个省的自建平台，扩大影响，例如 广东省内的科技期刊

与积极参与广东科技期刊平台 （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建设）。在国外数据库方面，应积极

与本学科的多个数据库建立合作，如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 （ＣＡＢＩ）、美国动物学记
录 （ＺＲ）、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ＮＣＢＩ）、 《生物学文摘》 （ＢＡ）、 《昆虫学文摘》
（ＥＡ）、《化学文摘》（ＣＡ）、俄罗斯 《文摘杂志》（ＡＪ）、英国ＣＡＢ文摘数据库和德国
“ＩＳＰＩＰｅｓｔ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Ｄａｔａｂａｓｅ”等重要文摘和数据库。

２３　优化期刊自身网站

除了与上述开放获取平台或数据库商的合作，科技期刊还应优化自身网站建设。

为了增加科技期刊网站的能见度与访问量，科技期刊编辑有必要掌握部分网站搜索引

擎优化 （ＳｅａｒｃｈＥｎｇｉｎ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Ｏ）知识，在网站上妥善安排内容，并对期刊
网页进行相关的优化［６］。要向国外的开放获取期刊平台学习，提高互操作性。建立符

合ＯＡＩ－ＰＭＨ协议的数据整合接口，让其他开放获取集成者能收割本科技期刊的 ＯＡＪ
元数据；提供ＸＭＬ全文格式，让全文数据能跨平台复用［７］。

３　提升对开放存取的认识，增加开放度

３１　开放的评审和评论

借鉴ＰＬｏＳＯＮＥ全方位立体的开放模式，建议中国科技期刊编辑提升对开放存取
的认识、转变经营思路，用多种经营替代单一的以订阅为主的发行，把读者的在线评

论和素材、论证的补充，作为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加开放度。使得科技期刊不再

是单线传递而是双向互动，不仅提供免费的全文下载，超链接，还要设计各种个性化

推送方式。开放获取不仅仅提供免费的全文下载，而是开放的评审与评论，把读者的

在线评论和素材、论证的补充作为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让 “论文的发表不是终点，

而仅仅是起点”成为现实［８］。

３２　适应移动互联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成熟和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的普及，移动阅读

成为数字出版发展的新趋势。“一种内容、多种载体、一次制作、多元发布”。进行内

容的结构化，在内容生产 （组稿、编辑）一次生产之后，不仅能满足印刷版出版的需

要，更要满足互联网读者、手机读者、手持阅读器读者的需要，面向不同载体、不同

渠道、不同读者、不同内容形态的需要，实现内容的动态出版。期刊编辑部可进一步

考虑实现移动出版，将内容在更多的渠道上进行发布和传播，成为期刊数字出版新的

增长点［９］。

３３　未来的文章的形式是多媒体的和复合的

未来的文章不仅仅包括数据的陈列和结果的分析，论文产生过程中的一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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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数据、实验过程录制的视频、音频，实验的操作标准等都可以作为文章的一个部

分展现在开放获取的期刊平台上。科技期刊的网站应该能够支持对所有论文及其附加

数据的长期保存，支持论文附加数据的公开可检验和可获得。网站实现移动互联的重

要性，网站的设计，能够更加贴合现代人的习惯和需求。让科技工作者在任何地点、

任何时间都能方便地在分类科学的版面上获得以及留下文字、图片、视频、音频，鼓

励和吸引受众和专家参与开放办刊的。还要设计各种个性化推送方式。用多种经营替

代单一的以订阅为主的发行。

３４　文章使用的统计数据

科技期刊应提供论文下载、浏览及引用的的相应统计服务，提供向作者、作者机

构和资助机构自动推送论文的服务。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化网络的各国读受众推送，

拓宽服务范围。

４　重视开放获取下的成本效率管理

４１　积极申请政府基金资助

为了实现科技期刊开放获取的可持续发展，仅凭着一腔热血生死不行的。现在我

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了我们在科技传播力上的不足，开始实施的 “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

提升计划”，已经使得很多期刊收益；同时各地方政府也开始在科技期刊建设上加强建

设和投资。科技期刊应积极申请课题资助，借助国家和地区振兴科技期刊的潮流，善

于政府资助的力量。但是长久的运行，考虑到网站的维护、运营、论文上传、论文排

版、同行评议的花费，在传统的版面费之外，还是应该学习国际上的开放获取期刊，

收取相应的服务费。在实施之初，可以与作者签订协议，部分能够承担此项费用的文

章，在放到自己期刊的网站和开放获取的平台上。不能承担的让按照传统的数据库传

播模式。

４２　建立清晰的经济核算机制

对科技期刊的收入和支出有充分的了解和把握，重新审定版面费机制，改变以前

按照印刷成本按照页码收取版面费的计费方式。进行全部核算成本，对审稿、编辑、

排版、交订、网络发布、税收、发行等多个环节的支出做合理估算，效仿国际上通行

的由作者支付论文处理费 （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ｈａｒｇｅ，ＡＰＣ）的方式，重新制定收费规
范。

４３　延伸出版产业链

加强网络传播，努力开拓新业务，延伸出版产业链，挖掘新的发展空间和赢利方

式，构建健康合理的开放获取出版产业链，依靠复合商业模式，维持在数字出版生境

中的生存并谋求发展，通过在线订阅、网络营销、线下活动、广告、按需出版、出版

手机报、信息资源整合等方式开展数字增值服务，建立内容收费 （一次售卖）、广告收

费 （二次售卖）和衍生品收费 （三次售卖）等有机结合的多元化创收模式，开辟更广

阔的市场，扩大盈利来源，使收益更加多元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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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受众教育和培养

５１　培养著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意识

通过 “版权转让协议”，明确获得了其所发表的论文在世界各地以各种语言和各种

方式出版印刷版和数字版的出版授权。无论是由期刊出版商自行出版，还是由期刊出

版商授权数据库商制作数字版，或者在不同的数据库上的平台，或者开放获取的平台，

都不再需要重复取得作者的一一授权，既简化了程序，又保护了著作权人的权益。

５２　宣传开放获取的理念

科技期刊编辑也应注重全流程的整体宣传，培养投稿作者在开放获取期刊发表论

文的意愿。因为作者是学术资源的提供方，如果作者能从全球学术资源交流共享的全

局出发，培植和深入在开放获取期刊发表论文的思维，对整个行业都会有意识形态的

转变和提高［７］。

５３　鼓励机构仓储的建设

科技期刊经常能参加行业会议，遇到本行业一线的科研人员。在参与行业会议时

主动宣讲开放获取的政策、策略、理念以及相关的渠道和方法，提高开放获取运动的

社会认知度和认可度。鼓励科技期刊的受众推动自己所属科研单位机构仓储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ＩＲ）的构建，作为开放获取运动另外一个重要参与者的机构仓储，以
机构的视角，大量存储和开放研究性成果，科技期刊可在推广自己受众单位构建机构

仓储之后，积极推荐建立ＩＲ的单位收录本刊的文章。

６　结　语

开放获取的大潮已经无法逆转和抵挡，全球科技期刊的格局也许在数十年、甚至

数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这个大潮的参与者，科技期刊应不畏缩与时代的变迁，

尽管力量微小，也要迎头赶上。从科技期刊的参与角度出发，推动开放获取运动的前

进的步伐。吸收国内外的各种实践和思考经验，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理念和行为，采

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在新型大格局订立的过程中找到自己合适的生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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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科技期刊影响力的方法分析

盛文彦，吴惠勤，龙秀芬，丁　岩，周启动，谭幸谊，宾仁茂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 广东省分析测试技术公共实验室

《分析测试学报》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０７０）

摘　要：对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现状和科技期刊的评价指标及评价标准进行了分析，给
出了提升我国科技期刊影响力的具体方法，可供相关期刊单位参考。

关键词：科技期刊；影响力；方法；提升

１　我国科技期刊发展概况

资料显示，近１０年来，我国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大幅增长，２０１４年我国科技期刊
和国际论文发表数量均居世界第２，仅次于美国［１］；同时，我国在ＳＣＩ检索刊物上发表
论文的总引频次已居世界第４位。但由于中国大多数科技期刊的出版仅限于国内，其
影响因子较低，与国际科技期刊在诸多方面有巨大差距，在整体上还没有形成国际竞

争力，一些重大科研成果多数是以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方式而受到世界关注。有媒体

曾报道，英国皇家化学会出版机构每年接到中国的投稿量为３０００多篇，而其接到的欧
洲地区包括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总投稿量仅和中国相当［２］。由此导致国内期刊无法获

得优秀科研成果的首发权，期刊质量和学术影响力难以提升。这种现象使得我国科技

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与我国科研发展的整体水平不相匹配，制约了我国科研工作的发

展，也导致了我国在国际科技界的地位及话语权低下。

笔者近年的初步调研结果显示［３］，目前我国科技期刊总体影响力 （影响因子）偏

低，仍有大量期刊未能入选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而已进入的期刊，想要进入国

际权威数据库也是力不从心。同时大多数期刊存在稿件质量整体偏低、发表周期较长

的情况，且均存在国际编委和国际审稿人较少，具有国际视野的编辑人员缺乏；发行

模式单一，对外宣传力度不够，影响力不高，受众面较窄等现象。

２　科技期刊评价指标及评价标准

目前，期刊是否被权威数据库收录，以及其在数据库中各项主要指标，如被引频

次、影响因子的排名状况是评价、衡量期刊办刊质量、影响力与竞争力的最主要的参

考依据。

中国科学技术研究所对中国科技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研制与划分，其评

价指标包括：３个层次，３项水平及２１项评价指标。其中：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基础条件研究资助项目 （２０１５Ａ０３０３０２０２７）
作者简介：盛文彦 （１９８０－），女，硕士，编辑；Ｅｍａｉｌ：ｗｅｎｙａｎｓｈｅｎｇ＠１２６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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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质量水平———９个指标：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进步指标，平
均引文率，基金论文比，他引总引比，文章下载率，扩散因子。

国际竞争力水平———６个指标：国际检索系统收录，国际论文比，国际被引用次
数，国际优势学科，国际编委比，国际发行量。

可持续发展潜力———６个指标：主编学术水平，主创人员开拓能力，办刊单位支
持情况，期刊电子化水平，编辑出版质量，期刊声誉。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评价指标的选取原则是：能够反映期刊学术水平、核心

效应明显、有较好的统计源、具有可操作性等。其评价标准是：主要考虑学术影响力，

学术质量水平。其中，２０１１年版 《总览》的评价指标为：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

他引量、被摘率、影响因子、被重要检索工具收录、基金论文比、Ｗｅｂ下载量。
分析以上评价指标不难发现，学术质量是学术类科技期刊生存的根本，是刊物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保证。

３　提高科技期刊影响力的方法分析

笔者通过对科技期刊评价指标及评价标准进行分析，认为提高我国科技期刊影响

力应着重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３１　发掘高质量稿源

稿件来源可分为主动式投稿和引导式投稿 （即组稿、约稿）。主动性投稿：作者的

投稿意向可以是自发的，通常，科技期刊的稿件来源一般于作者的主动性投稿，此类

稿件内容的覆盖范围广，稿件质量也参差不齐，较快的处理流程和合理的投稿应答都

会对作者产生积极的效果。一般情况下，编辑主动性约稿的稿件质量均较高。有意识

地主动发掘优秀稿源，积极向权威性和学术水平较高的专家学者进行约稿，快速报道

科技领域的突发事件、热点问题，可大大提升期刊的影响力。瞄准学科的前沿和热点，

使发表出来的文章占据显示度的制高点，可有效提升刊物的影响力。应加强对研究热

点及研究前沿文章的组稿力度。２０１１年，地沟油事件发生后，本刊以最快的速度组织
刊发了２篇采用不同仪器检测地沟油的论文，最新知网数据显示，这２篇论文分别排
在被引频次最高的第１，６名。

３２　缩短发表时滞

出版周期是当前国际学术期刊之间竞争的主要参数之一，英国的 《自然》，常规出

版时滞仅为１２天。我国学术类科技期刊的影响因子普遍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发表时
滞太长。如果发表时滞太长，许多原本很新的观点内容可能被他人或他刊抢先发表，

使原本原创性的工作变成重复他人工作。

缩短发表时滞的方法与举措：①提高编辑效率，改进审稿、出刊环节；②扩大刊
物容量；③变更刊期。笔者所在的 《分析测试学报》通过缩短初审时间，并积极拓展

更新审稿专家库。将初审时间缩短至５天，从源头上提高了审稿速度。２００８年我刊从
双月刊变更为月刊，刊载容量由年刊量２２０篇增至３４０篇，出版频率加快，明显增强
了出版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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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队伍建设

好的主创人员是科技期刊的核心竞争力，一个好的科技期刊应具有完备的专业且

覆盖面广的审稿队伍，高水平的编委队伍和高素质的编辑队伍。要做到这些，首先，

应建立完善的审稿专家库：① 聘请全国各学科、专业权威专家，学术带头人组建高水
平的审稿专家库；②稿件初审后，挑选合适的审稿专家，以便对口送审，取得中肯的
审稿意见；③履行高质量的同行评议，实行一稿多审，匿名审稿制度等。笔者所在编
辑部还对聘请的的外审专家实行动态管理，在相关的审稿领域积极开发新的审稿专家

队伍，并根据审回情况进行取舍，专家库得到不断更新，有效地提高了审稿效率。同

时，新开发的审稿专家通过审稿进一步对本刊物加深了认识，又成为我刊的投稿作者。

使得专家库扩充的同时高质量投稿作者增多。由于专家们的专业知识更具深度和广度，

写作时视野更开阔，对专业的把握更深入，所以是写综述文章的最佳人选，他们写出

的综述文章往往具有高引用率，对提高期刊的被引频次效果很大。

其次，一本好的刊物需要有高水平的编委队伍。如精心挑选的国内、国际当前知

名度最高、在前沿领域最活跃的院士、专家作编委，发挥名人效应，让他们出谋划策，

利用专家办刊，可提高刊物的影响力，加强刊物的导向性和显示度。本刊的编委会就

具有以下特点：①学术水平高、知名度高、影响力强；②学科分布广；③地区分布广；
④单位分布多；⑤编委的年龄分布合理。

最后，要重视编辑队伍建设，提高编辑水平。科技期刊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

以实施人才战略来保障期刊的发展。其核心是编辑队伍的建设。以人为本，是 “科学

发展观”的出发点。对期刊来讲，没有一流的人才建设，期刊的发展就无从谈起。

３４　在线投稿与数字化出版

在新媒体的强烈冲击下，传统出版业日趋衰落，数字化出版成了必行之路。《分析

测试学报》是较早一批使用在线投稿的刊物，在线系统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稿件的处理

效率，缩短了初审周期，降低了稿件丢失的风险。同时，我们利用各种契机开展活动，

对学报进行宣传，并扩大了电子期刊的推送范围。

３５　优先录用基金论文，提高基金论文比

基金论文比是刊物学术质量水平的９个指标之一，注重基金论文比的提高对提升
学术水平和提高影响因子具有重要作用。《分析测试学报》所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省

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资助的论文从２００２年的５１％上升至２０１４年的８５％，基金论文比
逐年提高，对影响因子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

３６　统计论文被引用情况，优化文章构成

分析所刊载论文的被引用情况，制定方案，多刊登高被引频次的论文，减少刊登

低被引频次数的论文，对于期刊影响因子的提高具有关键作用。这是因为，影响因子

（ＩＦ）的计算方式是：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当年的总被引次数与该刊前两年发表论
文总数之比。那些低被引甚至 “０”被引的文章，在ＩＦ的计算中只能充当分母的角色，
应尽量减少这类文章的刊发。

３７　重视英文摘要的撰写，争取进入更多国际权威系统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规范、信息量丰富的英文摘要有利于被国际权威数据库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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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引起国际同行的重视。进入世界权威系统既是获得国际认可的标志，也是扩大期刊

国际影响，增加国际范围的被引频次，实现期刊国际化的重要途径之一。笔者所在编

辑部要求英文摘要详细化，设置英文编辑人员，并根据不同专业聘请几位英文专家审

定，规范英文摘要。数据显示，２０１２年ＣＡ对本刊的收录率已达９５％以上。

３８　注重对审稿专家、作者及读者的激励

审稿专家、编委、作者、读者是期刊的宝贵资源，这些资源应定期维护并充分利

用。本刊每年度开展的 “优秀审稿专家”及 “优秀论文评选”活动便是对审稿专家和

投稿作者的一种回馈。同时每年年终都会在网站主页刊登 “致审稿专家的感谢信”，受

到专家们的热烈欢迎。

３９　与时俱进，注重新兴平台的使用

目前本学报已开通ＱＱ，微信等新兴在线沟通平台。实时沟通平台的构建，使作者
可以更为方便快捷的了解文章的处理动态，同时增强了编辑部与作者之间的互动，为

作者、读者之间的相互沟通提供了便利，受到了作者和读者的热烈欢迎。

３１０　做好自身宣传

信息时代 “酒香也怕巷子深”，做好对外宣传是提高期刊知名度的有效途径。在

“中国 （广州）分析测试论坛”召开之际，本刊开展了 “论坛征稿”和 “专家讲坛”

两项活动，得到了广大作者朋友和专家的积极响应，获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众多的

潜在作者和读者也在这两项活动中得到补充，取得了期刊及其服务对象的共赢。

４　结　论

学术质量是学术期刊的生命，人才队伍建设是学术期刊发展的基础。了解期刊评

价体系，认真做好优秀论文的发掘、争取高水平稿源、缩短发表周期、组建高水平编

委、完善审稿专家库、提高期刊编辑水平、优化文章构成、注重和数字化出版方式的

结合、加大宣传力度等工作，有助于提高期刊的整体质量和水平，增强期刊的国际竞

争力，彰显我国科技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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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Ｊ］．出版发行研究，２００８（８）：６７－７０．

［２］　盛文彦，吴惠勤，龙秀芬，等．科技期刊如何在论文严重外流的情况下吸引稿源———以《分析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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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广东科技期刊２０１５年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２９　　　

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
学术影响力的动态分析

王志娟１，颜志森２

（１．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中华神经医学杂志》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２８２；
２．韶关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东 韶关５１２００５）

摘　要：统计比较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扩刊版）》神经病与精神病

学期刊的来源文献量、平均引文数、基金论文比、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Ｈ
指数的变化，结果显示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的载文量总体无明显变
化；平均引文数、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Ｈ指数均呈上升趋势，分别增加
２８７％、３３７％、２９２％、１２１％、１４３％。２０１３年即年指标与２００９年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Ｐ＜００５）；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期刊基金论文比呈上升趋势 （０３１８～０３６２），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年基金论文比呈下降趋势 （０３６２～０３３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平均引文数、基金论
文比、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Ｈ指数平均值排名第一的期刊分别为 Ｎｅｕｒ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神经解剖学杂志、中华神经科杂志、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中华神经科杂
志、中华神经科杂志。

关键词：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术影响力；期刊评价

学术期刊的评价是期刊质量发展的的 “指挥棒”，是期刊工作者和图书情报研究人

员研究的重要课题。学术期刊质量的评价方法，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主要以指标评

价为主。为探讨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学术影响力的变化，本研究依据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年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扩刊版）》的数据［１－５］，统计比较我国神经病与精

神病学期刊的来源文献量、平均引文数、基金论文比、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

指标、Ｈ指数７项评价指标的变化趋势并筛选各项评价指标较高的期刊，以期为神经病
与精神病学期刊今后的办刊和发展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选择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版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扩刊版）》中神经病与精神病学

期刊为研究对象，统计比较其来源文献量、平均引文数、基金论文比、总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即年指标、Ｈ指数的变化，计量资料用均数 ±标准差 （ｘ±ｓ）表示，使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ＬＳＤ－ｔ检
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基金项目：２０１２年度精品科技期刊工程 “期刊出版人才培育项目”资助项目；中国科协精品

科技期刊工程 “期刊研究项目”资助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资助项目

（２０１３Ｂ０６０２００００５）
作者简介：王志娟 （１９７９－），女，硕士，编辑；Ｅｍａｉｌ：５７４５１６１８５＠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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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来源期刊计量指标的分析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来源期刊计量指标 （来源文献量、平均引文

数、基金论文比）的比较结果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来源期刊计量指标的比较

年份 期刊数 来源文献量 平均引文数 基金论文比

２００９ ３４ ２２８±２４６ １３０１±５４７ ０３１８±０１７２

２０１０ ３６ ２２５±２５７ １４４７±８１３ ０３２４±０１８５

２０１１ ３５ ２１６±２５４ １５１８±８７５ ０３６２±０２１１

２０１２ ３４ １７９±１１２ １６６８±８７２ ０３４２±０１８０

２０１３ ３５ ２２９±２７４ １６７４±９２９ ０３３８±０１７７

Ｆ值 ０２６９ １２６５ ０２９８

Ｐ值 ０８９８ ０２８６ ０８７９

２个时间点比较，Ｐ＞００５

来源文献量即载文量，指期刊当年发表的论文数量，来源文献量越高，期刊的信

息越丰富，代表期刊的生产能力越大，但期刊载文量越大并不代表期刊的学术质量就

越高，部分期刊发文量少、质量也较高。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
载文量总体无明显变化，其中２０１２年最低，平均载文量１７９，２０１３年最高，平均载文
量２２９，年均载文量２１５篇，总体无明显变化，说明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的刊期、版
面数均很稳定，无大的变更。

平均引文数即期刊平均每篇论文所引用的文献数，衡量科研工作者对已有科技成

果和最新科研成果的吸收情况，反应了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就单项指标来说，期刊的

平均引文数越高说明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越高，期刊质量越高。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间我国神
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平均引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２００９年最低为１３０１，２０１３年最高
为１６７４，增加２８７％。提示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的学术交流程度增加，吸收外界
知识和信息的能力增强。

基金论文比是期刊中受各种基金项目资助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是衡量期刊

学术质量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基金论文
比总体呈上升趋势 （０３１８～０３６２），２０１１年达最高点后 ２０１３年又呈下降趋势
（０３６２～０３３８），提示近年来神经医学领域的科研项目成果在国内发表量降低，可能
与当前我国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医学研究成果进入到国际交流领域有关。

２２　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所载论文被引情况指标的分析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来源期刊引用计量指标 （总被引频次、影响

因子、即年指标、Ｈ指数）的比较结果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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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所载论文被引情况指标的比较１）

年份 期刊数 总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 即年指标 Ｈ指数

２００９ ３４ １４７２±１６００ ０５６２±０２８１ ００６６±００４４ ７±３４

２０１０ ３６ １５３９±１７２４ ０６１１±０２４７ ００９０±００９８ ７±２３

２０１１ ３５ １６７４±１８８３ ０５９４±０２６５ ００９５±００８８ ７±４３

２０１２ ３４ １９２１±２０５７ ０６８２±０３２８ ０１３５±００５７ ８±４５

２０１３ ３５ １９６８±２１９１ ０７２６±０３０４ ０１４６±０１９８ ８±４５

Ｆ值 ０４７４ １９１３ ３０６１ ０６８９

Ｐ值 ０７５５ ０１１０ ００１８ ０６００

１）与２００９年比较，Ｐ＜００５

总被引频次是期刊刊载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其他所有科研工作者引用的总次

数，反应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及在科学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期刊的被引频次越高，期

刊被利用的越充分，学术价值越大。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总被
引频次总体呈上升趋势，２００９年最低为１４７２，２０１３年最高为１９６８，增加３３７％。提
示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学术影响力明显提升，在学术交流中地位增加。

影响因子是期刊前２年发表的论文在评价当年被引用次数除以其在前２年内发表
的论文总数的值。目前是国际上通用的、用于比较同类型期刊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的影响因子逐年稳步上升 （０５６２～０７２６），
增加２９２％，提示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相关研究成果的前沿性、创新性均增加，虽
然各刊发表论文的专业侧重点不同，但均在各自领域内发挥重要作用。

即年指标是期刊在统计当年在来源刊中被引用的次数除以期刊当年发表论文的数

量，代表期刊被吸收利用的速度，即年指标越高，期刊产生的学术影响力越快。２００９
－２０１３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的即年指标呈上升趋势，而且２０１３年即年指标与
２００９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有了实质性的增加。说明在２０１３年我国
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研究非常活跃，即时有效地传播了新近的学术成果，反应了相

关学科的学术前沿。

期刊Ｈ指数与影响因子有较好的相关性，可以同时衡量期刊的发文数量和质量
（被引量），反应了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的
Ｈ指数无明显变化 （７～７），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Ｈ指数呈上升趋势 （７～８）。

２３　各项评价指标较高期刊的筛选及其评价指标的比较

筛选各项评价指标较高的期刊，结果显示：连续５年来英文刊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
ｔｉｎ、Ｎｅｕｒａｌ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平均引文数较高；基础类杂志神经解剖学杂志、Ｎｅｕ
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基金论文比较高；中华神经科杂志的总被引频次连续排名第一。精神
医学领域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和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影响因子较高，神经医学领域中华

神经外科杂志、中华神经科杂志和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杂志影响因子较高，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中华神经外科杂志、中国心理卫生杂志Ｈ指数较高，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中华神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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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中国心理卫生杂志Ｈ指数较高，影响力较大。计算上述重要期刊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
各项评价指标的平均值 （因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在 ２０１１年版 ＪＣＲ中缺如，所以剔
除），具体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重要期刊各评价指标还有平均值

期刊 平均引文数 基金论文比 总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 即年指标 Ｈ指数

Ｎｅｕｒａｌ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３５６ ０６６２ ２３５ ０２１０ ００４８ ４２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４７４４ ０６８８ ２８６４ ０６２１ ０１９６ ４８

神经解剖学杂志 １９０５ ０７７８ ４９ ０３７５ ００５４ ３８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１７８６ ０５４９ ６４８４６ １２５９ ０１６７ １０

中华神经科杂志 １５９５ ０３４１ ７８２３２ １１１０ ０３００ ２０２

中华神经外科杂志 １２７４ ０３１３ ４５９６４ ０９２２ ０１１１ １２８

３　讨　论

３１　缩短出版周期，提高载文量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载文量总体无明显变化，说明神经病
与精神病学期刊的刊期、版面数均很稳定，没有明显的变化。随着神经医学相关学科

的发展，优秀科研成果层出不穷，大量的新论文等待发表，要适应这种形势的发展，

缩短刊期将是期刊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出版周期是信息传播速度的一个决定因素［６］，

而且出版周期较短的期刊易获得较高的被引用次数。另外在保证每期论文质量和数量

的前提下，缩短出版周期可以增加年载文量，从而获得更高的被引用次数，扩大期刊

的影响力。２０１３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中双月刊很多 （２０种），可考虑改为月
刊，季刊 （３种）可考虑改为双月刊，如果不具备变更条件可以考虑出版增刊、专辑
或者增页、改版、压缩篇幅等方式提高信息密度，通过缩短审稿周期和编辑处理时间

等提高论文发表的时效性。

３２　重视基金论文的筛选，坚持专业化和特色化

近年来关于基金论文比的争议较大，俞立平等［７］认为科技期刊的基金论文比与影

响因子几乎无关，刘雪立等［８］认为基金论文比与科技期刊实际影响力之间并无直接关

系，甚至建议舍弃此项来源指标，但也有作者证明了基金论文比作为科技期刊评价指

标是科学合理的［９］。笔者认为基金论文比对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的贡献和作用不是简

单的线性关系，基金论文比高的期刊不一定是高水平期刊，但高水平期刊的基金论文

比肯定不会低。基金论文仍是衡量期刊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间我国神
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基金论文比的变化趋势与其他指标不一致，原因可能为：①基金
论文比仅与统计当年已发表的论文有关；②近年来基金论文的挂名现象愈演愈烈，基
金名称与论文内容不符的现象使很多基金论文的质量下降，因此被引次数下降，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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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影响力下降，从而导致基金论文比与其他期刊评价指标的变化趋势不一致。因

此期刊编辑部一定要重视基金论文比，加大监管和审查力度，严格筛选高质量基金论

文，因为只有刊登高被引率的基金论文才是提高期刊学术影响力的核心。

神经解剖学杂志、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的基金论文比连续５年均较高，可能与这２
本期刊刊载的均为基础类研究，专业特色较强，我国神经医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科研经

费来源丰富有关，因此期刊的特色和学科优势与其发展密切相关，各期刊在以后的发

展道路中要注重内容的专业化、特色化，定位适合本刊特色的读者；紧密联系学科领

域的研究热点、创办特色栏目和策划专题，从而赢得更多的优质基金论文。

３３　发挥优秀期刊的带头作用，推动期刊整体的发展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Ｎｅｕｒａｌ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杂志的平均引文数连续５年较
高，一方面说明英文期刊的平均引文数处于优势地位。因为英文是世界通用的语种，

英文稿件可能被世界范围内的读者群引用。另一方面可能与期刊编辑部正确地引导作

者利用文献有关。因此各期刊应鼓励作者刊登全英文文章，提高国外读者群对我国中

文期刊文章的引用率，或者提供英文全文译文，设立英文专栏，引导作者正确的利用

文献。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中总被引频次最高的是中华神经科杂志，
提示其在神经医学界的重要学术地位及广大作者对该刊论文的认可。ＮｅｕｒａｌＲｅ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杂志总被引频次上升很快 （２２～４１７），与其较大的载文量和出版周期短
有关；从影响因子的排名可以看出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和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在精神医

学领域处于领先水平，中华神经外科杂志、中华神经科杂志和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杂
志在神经医学领域处于领先水平，各刊虽发表论文的专业侧重点不同，均在相关学科

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即年指标最高的期刊为中华神经科杂志和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杂志，论文被引用的速度最快，反应了该学科的学术前沿问题。说明编辑在挑选稿件

的时候偏向于学术水平较高和读者关注的热点问题。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中 Ｈ指数
最高的是中华神经科杂志、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多年来积累了非常好的学术声誉，影

响力较大。但中华神经外科杂志Ｈ指数近３年增长较慢，值得注意。
目前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总体影响力还不够，但呈上升趋势。优秀的学术

期刊是学术前沿信息的及时发布者和提供者。学术期刊必须有渠道、有能力及时了解

学术前沿信息，除了利用现有的各种学术交流平台外，各期刊编辑部还应积极组织学

术研讨会或参观访问，交流和学习优秀的办刊经验，发挥优秀期刊的带头作用，推动

期刊整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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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力理论在科技期刊编辑工作中的应用

蓝艳华

（广州甘蔗糖业研究所，全国甘蔗糖业信息中心 《糖业信息》编辑部，

广东 广州５１０３１６）

摘　要：该文简要概述了谈判力理论，主要介绍了原则谈判的特点和要点，着重论述了
谈判力四原则在科技期刊编辑工作中的应用，具体是：运用把人和事分开的谈判原则妥

善处理人情稿和关系稿，捍卫编辑独立性；着眼于利益，而不是立场的谈判原则掌握版

权谈判的主动性；为共同利益创造选择方案的谈判原则防止一稿多投；坚持使用客观标

准的谈判原则进行约稿。科技期刊编辑要总结谈判 “因人而异”的经验，要有针对性地

分别采用不同策略，为提高科技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而服务。

关键词：科技期刊；编辑；谈判力

无论你愿意与否，谈判是生活中无法避免的现实。谈判是从别人那里寻求自己所

需的一个基本途径，是与谈判对方存在相同和不同利益时寻求解决方案的相互交流。

每个人都要与别人进行谈判，我们有时在不知不觉中与别人谈判。虽然谈判每天都在

发生，但要谈出好结果却不容易。冲突日益增多，需要谈判的场合也越来越多。由于

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我们需要用谈判来削除分歧。

科技期刊编辑不仅需要与编辑部内部人员交流，而且还需要与作者、读者、编委、

审稿专家等各类人员进行广泛的联系。谈判很常见而且很重要，但专论谈判力在编辑

出版方面应用的相关文章尚未见。

１　谈判力概述

由哈佛大学谈判项目研究出来的 “原则谈判”方法，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

寻求解决方案，而不是进行一场各执己见的讨价还价。这种谈判方式建议双方尽可能

实现 “双赢”。双方利益发生冲突时，必须让谈判结果基于某些公平的准则，而不是以

某一方的意志为转移。原则谈判的原理是在道理、原则上强硬，对人则采取温和的态

度［１］。原则谈判的四个基本要素。

（１）把人和事分开。谈判中人际问题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各方面的关系容易
与实质问题混淆在一起。把人际关系的基础放在准确的认知，明白无误的交流，恰当

的情感和长远的目光上，直接与人际问题打交道，将关系利益与实质利益一分为二，

不要指望牺牲实质利益来换取良好的人际关系。要想在纷繁复杂的人际问题中找到出

路，最好从以下三个基本方面着手：认知、情绪和交流，各种人际关系问题都能从这

三个方面找到症结所在。谈判中要特别注意人最根本的需求，只要一方认为自己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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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需求得不到满足，谈判就不会取得进展。

（２）着眼于利益，而不是立场。将立场与利益区别开来很关键。立场式谈判把谈
判者的实质利益和关系利益对立起来，明智的解决方法是协调双方利益而不是立场。

（３）为共同利益创造选择方案。以促进共同利益和协调冲突为前提，想出各种可
能的方案。假如从一开始就只是为了寻找唯一最佳答案，就会很容易回避本应有多种

选择方案的明智决策过程。缺乏长远目光，只顾自己，导致谈判者只能形成片面的立

场，片面的论据以及片面的解决方案。

（４）坚持使用客观标准。要坚定灵活地重视客观标准。协议必须反映公平的标准，
而不依赖于各自的要求，这不是单方面说了算的事情，要有公平合理的依据，比如市

场价值、专家意见、惯例、法律的评判等。越是用公平原则、效率原则或科学标准解

决具体问题，就越有可能最终达成明智而公平的一揽子协议。你和对方越重视先例以

及社会惯例，就越有可能从以往的经验中获益。一份有先例可循的协议是不易受到攻

击的。以上这四点几乎适用于任何场合，对个人是这样，对集体、国家也是如此。

２　谈判力四原则在科技期刊编辑出版的应用

２１　运用把人和事分开的谈判原则妥善处理人情稿和关系稿，捍卫编辑独立性

我国科技期刊多数是附属于主办单位，小、弱、散，缺乏人事、分配和经营自主

权，官本位较为严重，行政干预较多。领导、名人、权威、亲友等人际关系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着编辑的行为，对领导，有时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服从；对名人和权威，不

敢质疑，只能盲从，或明知不妥，也是屈从；还有面对师友的人情压力。这些关系处

理不好，就会有碍编辑的独立性，成为影响科技期刊编辑的选择难题。如在处理单位

内部作者的矛盾冲突时，编辑往往不愿损害同事关系，一切 “以和为贵”，一定程度导

致 “人情稿”的泛滥。如何处理好人情稿和关系稿，不受领导压力、人情关系的干扰，

不屈从权威，不盲从审稿专家，捍卫编辑独立性。科技期刊编辑就要运用把人和事分

开的谈判原则，坚持编辑独立性。假如对方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不要拒绝；

当对方反驳你的观点时，不要辩解；如果对方对你进行人身攻击，不要反唇相讥。用

不反击的方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相反，你选择躲开对方的攻击，并将对方的攻击直

指问题本身。让对方摆出理由，提出你认为适用的客观标准。具体情况应当具体分析。

与对方拒绝提出客观标准相比，拒绝作出不合情理的让步对你来说要更容易。原则使

你头脑冷静，不会让你在
!

力面前屈服。

要遵循编辑方针独立的基本原则，即应当发表什么内容由编辑部判断，独立于任

何游说或压力团体、大学或科研单位、政府机构。科技期刊编辑作为刊物质量的首要

责任人，其学术选择关系到刊物质量和声誉。编辑独立性是指编辑部对刊物的学术内

容拥有独立自主权力，这是一项基本的办刊原则，是学术自由的前提，学术公平和科

技期刊质量的保障［２］。编辑独立人格主要表现在对刊物的选题策划、市场定位、期刊

生产和管理尤其是稿件选择上。科技期刊编辑要有勇气和气魄，我的地盘我做主，不

依附于任何利益集团，不被人情、领导关系绑架，不因外来干涉而改变独立的编辑政

策。科技期刊编辑要善于与无理剥夺责任编辑学术判断和选择权，粗暴干涉编辑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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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进度和程序，随意否决编辑加工了的稿件，强行安排关系稿等进行沟通和谈判。

你应当把注意力放在问题的是非曲直上，只认道理，绝不屈服于威胁。针对性格、性

别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及时调整谈判方法。具体应对方法是：①讨论各自对问题的
认识；消除认识分歧的一种办法是，亮出各自的想法，与对方进行讨论件；②保全面
子：使你的提议与对方观念一致。保全面子既要依据原则达成协议，也要与谈判者的

自我形象相协调；③对事不对人，变人身攻击为针对问题的批评。对谈判各方更为有
效的策略是，视彼此为合作者，大家一起冷静地去寻求有利于双方的公平协议。当对

方对你进行人身攻击时，你要克制住为自己辩护或干脆攻击对方的冲动。你应倾听对

方的诉说，让对方把怨气发出来。表现出你愿意尊重他们的意见。等他们诉说完后，

将对方的注意力从对自己的攻击转移到对问题的批评上来。

选稿应遵循公正性原则，科技期刊编辑要排除自身和外部不良因素的影响和干扰，

才能保障学术选择的公正性，维护科技期刊的质量和声誉。论文发表的供需矛盾使得

有些科技期刊编辑产生职业地位的 “优越”感，进而心理膨胀，产生傲气和霸气。用

稿不讲原则，只顾经济效益，甚至权钱交易。科技期刊编辑要努力排除各种外部压力，

像邹韬奋那样：“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还是幼后辈，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

英雄来的，只要是好的我都竭诚欢迎，不好的也不顾一切地不用”［３］。

相熟的作者或有业务往来的人员前来了解某篇稿件的审稿情况，如审稿专家是谁，

审稿意见如何，录用机会多大等。这些情况若外泄会破坏审稿过程的机密性，使得审

稿及定稿过程可能受到外界的干扰，使编辑工作陷于被动。编辑应该理解作者在等待

审稿结果时焦急的心态，当其通过各种方式，如电话、函件、或稿件平台等进行审稿

状态查询时，应予以耐心且即时的回复。具体应对方法是：①站在对方角度换位思考，
科技期刊编辑要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对方的需求，理解对方的压力；②对方说话时
尽量不要回应，而要去真正理解对方；理解不等于赞同，你可以做到完全理解对方，

但同时又绝不赞同对方的意见；你可以先重述对方观点，再指出其中的问题所在；

③就事论事，但不要指责对方；不仅不要指责对方，还要对他们表示支持；洗耳恭听
对方的意见，对他们彬彬有礼，感谢对方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强调你也考虑到他们的

基本要求等；你要让对方知道，你对事不对人。

２２　运用着眼于利益，而不是立场的谈判原则掌握版权谈判的主动性

科技期刊数字出版国际合作涉及３方权利人，即作者、科技期刊出版单位和国际
出版商。要认识到双方都有多重利益。实践中，如何通过谈判协调科技期刊版权具体

内容的使用，促进数字出版国际合作的有效发展，是科技期刊出版单位面临的现实挑

战之一，也是决定科技期刊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４］。

首先，科技期刊出版单位同意发表作品时，需与作者就该作品的版权归属进行协

商谈判。如双方采取版权转让的方式开展合作，科技期刊出版单位依据协议获得文章

部分或者全部版权财产权。科技期刊编辑应积极通过谈判要求作者以转让文章所有版

权财产权的方式获得期刊文章的所有版权财产权。其次，科技期刊国际合作谈判涉及

的版权财产权通常包括但不限于汇编权、版式设计权、发行权、翻译权、复制权以及

信息网络传播权。科技期刊出版单位在开展国际合作之前应确保其对收录作品拥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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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限度的权利。谈判涉及达成国际合作的具体时间、合作期限、版权的具体合作内容、

版权权利、权利授权方式、授权范围以及合作方式等内容。再次，科技期刊出版单位

应与国际出版商明确约定许可授予出版商的具体权利、权利的授予方式、权利授予的

具体操作环节、权利的授予是否包含分许可授权以及分许可授权的方式及范围等相关

事宜。还应区分合作内容是期刊现刊还是期刊过刊。

许可授权国际出版商独家翻译权，一旦合作结束，在合作期间翻译成其他语言的

期刊的版权归属于谁？科技期刊出版单位如何收回已经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期刊的版权？

就发行权而言，科技期刊出版单位和国际出版商主要就电子版期刊的发行方式 （整刊

发行还是折包发行）、发行范围、是否独家发行等具体问题进行协商。这些问题都必须

谈判。这就需要运用着眼于利益，而不是立场的谈判原则，融合不同利益，从而掌握

版权谈判的主动性。谈判的具体思路如下。

（１）讨论利益，以及承认对方的利益。
（２）先说问题，再拿出你的方案。要将利益转化成具体的选择方案，提出几个对

你来说都能接受的选择方案，问对方倾向于哪一个。然后，根据他们所倾向的方案再

做进一步调整。

（３）具体而不失灵活。在谈判中一开始就摆出自己的立场确实能帮助立场式谈判
手得到一些好处，但提出建议、阐明自己的利益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为了保持灵活

性，阐明自己的利益是关键。把对方的注意力转移到实际问题上来，以阻止对方陷入

立场之争。

（４）对问题强硬，对人要温和。把争执双方讨论的重点限定在利益、选择方案和
客观标准上。事实上，采取强硬的态度是可取的，死抱着立场不放是不明智的，乐于

接受各种新想法和对方的意见。

（５）制定你的最佳替代方案。积极寻找谈判破裂后自己所面临的选择，可以大大
增强你的谈判实力。

２３　运用为共同利益创造选择方案的谈判原则防止一稿多投

一稿多投现象一直是科技界存在的一个弊端，近些年来，一稿多投、重复发表、

拆分发表等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学术期刊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给许多科技期刊的正

常编辑工作带来了一定困扰，不必要地损耗了有限的发表资源，浪费了期刊编辑和审

稿人的时间，对期刊和作者的声誉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对读者来说，这些行为也加

大了他们检索和获取信息的成本。由于这些多余发表的形式，尤其是重复发表和拆分

发表，本身非常复杂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经常是对来稿正常审理，直到录用发表时才

发现问题，这给众多的的学术期刊造成了很大负担及人力、物力的浪费，甚至产生各

种纠纷，严重扰乱了科技期刊的正常管理和运营。一般情况下，一旦发现作者有一稿

多投行为，科技期刊通常采取退稿、在期刊上曝光、一定时间限制其投稿、通知作者

单位等措施处理一稿多投行为。

共同利益潜藏在每项谈判中，它们往往不是即时可见的。明确提出共同利益，并

作为双方的共同目标，也就是说，要把共同利益具体化并面向未来，创造一个满足共

同利益的方案对你和对方都有利。把批评引向建设性轨道的方法是，换位思考，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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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的意见。问问对方如果站在你的角度他们会怎么做？你让对方正视问题的一部分，

对方因此可能会想出一个考虑了你利益的解决方案。另一个产生多种选择方案的方法

是，从不同的专家视角看待问题，从不同职业、不同学科的角度看待问题。科技期刊

编辑应该重视这两个方面：既要让作者明白，如果他们按照你的希望作决定，将会出

现什么结果；又要站在他们的立场改进问题。我们常用威吓或警告的方式来影响别人，

告诉他们如果不按照我们的希望去作决定，将会出现什么后果。其实，表示愿意做某

事往往更有效。怎样能使作者的承诺更加可信？有什么特定的方式是他们所喜欢的？

用什么样的措辞对方才签字呢？什么样的措辞不但让你满意，又能吸引对方？是否有

机会进行合作以及共同获益？如果谈判破裂，我们要承担什么损失？我们双方是否存

在可以遵循的共同原则？先开动脑筋想出许多选择方案，再从中选择决定。具体为：

①将创造选择方案与评判方案二者分开；②扩大谈判桌上的选择，不要只寻求唯一的
议案；③寻找共同利益和能够相容的不同利益；④找到让对方容易决策的方法，给对
方决策以方便。你要做不是让对方觉得事情很难办，而是要让对方面临的选择尽可能

的简单明了。由于只顾及自己的利益，人们很少注意那些通过照顾对方的利益实现自

己利益的方法。你的任务不是给对方问题，而是给对方答案。

给作者的指南应该声明期刊关于重复 （拆分）发表的政策，要求作者签署一个声

明可能对随后的调查有所帮助。与作者签订 《论文署名约定书》，保证署名的真实性、

作者信息的准确性，提供每位作者的贡献描述，提交所有作者对署名和排序无异议的

亲笔签名，要求所有作者签署同意论文观点的声明。这种举措虽然不能完全杜绝署名

不实现象，但让作者明白与署名相伴而来的是对论文内容的责任地，会对规范论文署

名有所帮助。《肇庆学院学报》实施作者投稿承诺制，对遏制作者中途撤稿收到了良好

的效果。具体做法是作者投稿时即从本刊网上下载由本刊拟定的 《投稿承诺书》，并签

署送 （寄）达编辑部。作者投稿承诺的内容包括：投稿一经受理，不能中途撤稿，否

则，作者要承担因其中途擅自撤稿而造成期刊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损失等［５］。

２４　运用坚持使用客观的谈判标准原则进行约稿

为争取最新成果的首发权和优质稿源，扩大刊物影响力，科技期刊编辑就需要积

极约稿。但很多专家往往有几家固定的投稿刊物，或是国外，或是国内某些大刊。对

于一般刊物的约稿请求，有些专家毫不客气地拒绝。无论是电话约稿、还是邮件约稿、

还是参加会议约稿、还是直接拜访、或是通过编委约稿，都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谈判

能力［６－７］。自然来稿的刊用出版是编辑和作者一对一的沟通交流，简单明了。专题策

划中面对的则是１个或多个团体，对方更不乏行业内的权威、名家、所以需要编辑具
有把握全局的能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和谈判风格，如何成功约稿，协调彼

此的共同点和不同之处，方法如下。

（１）入乡随俗。对于约稿对象的价值观、想法、行为准则、心情以及他们所关心
的事情，持敏感态度，并相应的调整自己的行为。说话速度快还是慢？交流方式直接

还是间接？是口头还是书面协议？你要努力影响的就是与你谈判的那个人。你越是能

和约稿对象的思维方式合拍，你就越有可能与之达成约稿协议。

（２）将一般性建议应用于具体情况。对于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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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运用原则的最佳办法是，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约稿对

象、行业惯例、与对方以往接触的经验等具体因素，策划符合当前形势的约稿谈判方

法。

（３）对自己的臆断提出疑问，洗耳恭听。要乐于了解对方，也许他们与你意料的
完全不一样。有先例最能促成决定，所以要努力寻找这样的先例。寻找一个对方在类

似情况下做过的决定或声明，并尽量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协议，能照顾到对方利益的

选择方案，让对方容易接受。

确定最合适的标准及其运用方式，客观标准最好既要做到不受任何一方意愿的干

扰，又要做到合乎情理和切实可行，客观标准至少应在理论上对双方都适用。有时约

来专家稿并不定符合刊用标准，为此，制定一条警戒线，坚持使用客观标准的原则，

即使面对的是名家、大家，不合用的也要坚决退修。在向作者提供意见时，应换位思

考，以艺术的方式反馈专家意见。将专家意见中严厉、尖锐的措辞转化为委婉、探讨

的语气；将生硬、刻板的批评以幽默、平顺的方式表达；并且在出具编辑部意见时，

应一次性告知，避免作者多次反复的修改，真正做到设身处地地替作者着想。当双方

提出不同标准时，寻求作决定的客观基础。

３　结束语

科技期刊编辑要总结谈判 “因人而异”的经验，从实践中学习，提高自身的谈判

力。这将有助于科技期刊适应互联网数字化的未来发展需求，有利于和谐编辑与各类

人员的关系。通过总结一般性经验，提供一个能有助于思考和行动的基本框架。要时

时做到心中有数，有针对性地分别采用不同策略，为提高科技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而

服务，为科技期刊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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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传播”时代微信平台在医学期刊中的应用探讨

张　宁，余　斌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中华创伤骨科杂志》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５１５）

摘　要：分析我国科技期刊应用微信平台的现状，结合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中已开通微
信公众平台的期刊为例，对医学期刊运用微信平台的效应展开分析，探讨医学期刊利用

微信平台对提高稿件审理的效率和质量、改进编辑工作流程、节省成本开支的意义。

关键词：微信；医学期刊；应用；发展

微信是腾讯公司于２０１１年推出的即时通讯工具，已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最活跃的
应用程序，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用户数量不断突破［１］。微信公众平台是微信作为即

时通讯服务工具功能外的另一延伸，这是针对微信用户增加的一项订阅服务，在这一

平台上，团体机构和用户实现了全方位沟通和互动，可以通过文字、语音、图片等多

种形式进行［２］。当前，与微信相关的各种平台已成为各行各业重要的业务拓展工具，

包括编辑出版行业，因为，微信公众平台其实已经具备了构成电子期刊的各种要素［３］。

１　科技期刊应用微信平台的现状

对于传统科技期刊而言，通过纸质版期刊和相关数据库的电子版期刊是最主要的

两种传播途径［４］。这两种传播途径存在受众少、时效性差、多为被动传播等缺点，其

传播的影响力不大。因此，在新媒体时代，新的传播途径成为传统科技期刊不得不面

临的选择［５］。

微信平台对于科技期刊而言还是一种新生事物，通过 “科技期刊 ＋微信”关键词
检索 （中国知网），截止目前只有１０篇文章，２０１３年为３篇，２０１４年为７篇，说明目
前对于微信在科技期刊中应用的相关研究仍较缺乏。据２０１４年 《中国科技期刊发展报

告》结果显示，中国科技协会主管的科技期刊中，有３６２％ （２４５本）启用了新媒体，
其中开通微信平台的仅占５９％ （４０本）［６］，这充分说明了我国传统科技期刊对新的传
播途径大多未能做到主动出击。

对于新媒体，传统科技期刊的反应相对滞后，而大众媒体却是采取了迅速跟进的

策略，这也反映了两种媒体在办刊机制上的差异。因此，科技期刊编辑更需要培养进

行信息筛选、整合、转化的综合能力［７］。本文旨在总结分析部分已经先声夺人开展微

信平台运营的医学期刊案例，为医学期刊如何打造新媒体平台提供参考。

２　医学期刊微信平台的应用案例

医学编辑应及时把握微信的传播精准的特点，结合期刊高度细分和高黏性的受众

 基金项目：中国科协精品期刊工程学术质量提升资助项目 （２０１３）
作者简介：张宁 （１９７９－），女，硕士，副编辑；Ｅｍａｉｌ：ｂｊｂｚｎ＠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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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建立起医学期刊的学术圈。笔者以部分已开通微信公众平台的医学期刊为例，

对其应用效应展开探讨［８］。

２１　中华医学杂志

中华医学会杂志创办时间较早 （１９１５年），是医学界影响力较大的权威性期刊，
但其一改老牌期刊的保守观念，率先开通了微信公众号，为关注用户不定时推送相关

信息，其中主要包括当期杂志的文章目录和摘要。另外，中华医学杂志通过信息推送

功能，对许多重点专题进行实时的宣传，吸引读者关注。如中华医学杂志在四川雅安

芦山地震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０日）发生后，第一时间在微信平台上发布了地震伤救治相
关内容的专家共识，为挽救伤员生命，宣教自救助救知识。中华医学杂志微信平台在

世界无烟日 （５月３１日）、全国爱眼日 （６月６日）、全国爱牙日 （９月２０日）及世界
早产儿日 （１１月１７日）等，提供精炼的信息和相应的主题文章及时推送给广大用户。
中华医学杂志微信平台对推送的内容都是经过后期的编排制作，结合该杂志的权威性

和知名度，在抢占微信用户上有较高的优势，但该杂志平台的消息推送频率不高。

２２　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

该杂志推送信息的频率较高，基本每天均有消息推送。内容上除了关于期刊的当

期目次、中英文摘要和全文链接外，还给用户推荐有影响力的策划专栏，分享最新的

眼科相关研究进展、国外权威杂志上的优秀病例和国际学术会议的征文通知等。通过

该微信平台能通过回复关键字来获得文章的投稿方式和杂志订阅方式等，也可查询往

期的目次和专题情况，这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是相当方便的。

２３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该杂志微信公众平台基本采用图片配以三、四条标题的首页面的形式 （“小杂

志”）推送消息，订阅用户点击标题进入二级阅读界面获取自己喜欢的和需要的信息。

同时推送的消息内容也非常多元化，比如有 “历史上的今天”、“读者来信”等特色小

栏目，还有Ｃｅｌｌ、ＪＡＭＡ、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等国际知名刊物的最新报道，以及各类最新
会议消息、医学新闻等。定期收到这样精心组合的推送消息，能够增加受众对该杂志

微信平台的黏性。

２４　中华全科医师杂志

结合杂志学科的特点，中华全科医师杂志推送消息的内容覆盖面广泛，部分内容

兼具科普性和专业性。通过精心选题、从杂志上挑选文章 （经修改提炼使其通俗易懂）

及编辑加工、配上精美的配图和风趣的封面文字介绍，一方面精简，一方面会添加有

趣的故事、知识背景或者新进展，兼具科学性和趣味性。

３　微信平台对期刊发展的意义探讨

３１　提高稿件审理的效率和质量

进入信息化时代，电子设备的应用也更加普遍，传统的稿件送审模式也悄然发生

了改变，尤其是随着微信的普及，编辑只需通过手机或者电脑软件，便能在微信上将

稿件以图片的格式发送给审稿人进行审稿，同时，审稿人的审稿也更加便捷，无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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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何地，只需拥有一个手机端，便能进行审稿；而且随着智能手机功能的不断强大，

在手机上也能使用图片编辑软件对已转换成图片格式的稿件进行标识，再利用微信的

即时语音功能，及时逐条对图片文稿上标识之处进行意见阐述，并发送至编辑部。采

取这种审稿方式，在有效提高审稿效率的同时，也能更加准确、详实地将审稿人的意

见反馈给编辑。此外，微信审稿让即时审稿成为可能，且极大节省了审稿人的文字表

述劳动力，也让审稿时程和周期进一步缩短，以往长达数周甚至数月的审稿周期可缩

短至数天，而且审稿的意见也更有指导性和针对性［９］。

另外，通过组建审稿人微信群将小学科或者交叉学科性质的稿件摘要发布于微信

群里，通过微信群强大的信息扩张效应，能更容易找到稿件相对应的专业领域审稿人。

与此同时，微信的 “私聊”功能，让该模式的审稿还具有保密性的特点，杜绝了传统

３个审稿人背对背审稿模式的不全面性，以及杂志网站或微博公开征集审稿人的公开
性，让审稿工作更为公平、保密，也避免了人情审稿的现象［１０］。此外，还能通过组建

审稿微信群的方式解决审稿过程中出现的分歧，正反两方的审稿专家可在群内自由发

表意见，编辑再根据双方的意见进行综合协调，并统筹得出最终审核意见，待全体审

稿人确定终审意见后再解散微信群。建立微信群共同审稿的模式，既保证了审稿的保

密性和合理性，也有效避免了审稿信息泄露和帮派化审稿的现象，科技期刊同行评议

体制的运作也更加公正、公平、公开［１１］。

３２　改进编辑工作流程

作者群、读者群、审稿专家群、编委群是学术期刊最重要的面向群体，与期刊的

日常工作更是联系密切，若能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和联系，必能让编

辑部的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在编辑的日常工作中，常常会接到作者的来电，询问稿件的录用和安排等情况，

对编辑的正常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若是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作者便可只直接通过

该平台，以发送稿件编号与微信后台实现实时连接的形式，及时把握稿件的处理进度。

另外，编辑部还可将投稿须知、论文范例、参考文献撰写体例、摘要撰写方法等重要

的指导性文档上传至微信公众平台，方便作者随时自动查询获取，从而让论文的撰写

更加规范，也在无形中减少了编辑的工作量。

编辑可以运用微信平台进行组稿，邀请相关约稿专家或作者共同建立微信专题群，

大家可通过微信群保持沟通联系，随时汇报稿件的完成程度以及遇到的问题，编辑可

及时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协调，让专家和作者心无旁骛进行创作；利用微信专题群及时、

方便的属性，编辑部还可同时组建多个专题群进行平行组稿，同时统筹各个专题稿件

之间的进程，在有效提高组稿效率和质量的同时，也让期刊和作者之间的联系更加紧

密。

３３　节省成本开支

为了解决一年中存在的较大争议，同时加强杂志和编委的沟通联系，中华医学会

杂志社要求旗下的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每年都会召开举办集中研讨会，在研讨会上集

中讨论、解决争议。尽管该模式能达到杂志举办研讨会的最终目的，但也存在着需花

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弊端，而这一弊端，可通过建立编委微信群得到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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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建立编委微信群后，在审稿过程中一旦出现存在争议的稿件，便可第一时间将

争议稿件在编委微信群内发布，编委则能及时针对争议点进行公开讨论，从而代替了

“面对面”式定稿会，或者缩减了 “面对面”式会议时间，加强了会议精炼程度。通

过这样操作，不但有效节约了编委之间的沟通成本，也保证了来稿的时效性。

另外，编委们在微信群中，针对稿件提出了很多提案和建设性意见，编辑部可及

时将这些提案和意见进行筛选汇总，并以微信的形式及时推送出去，为读者和作者提

供参考，同时也能借编委的声音吸引更多的读者，作者也因 “作者的审稿故事”而被

杂志所吸引，杂志也因此形成自己的品牌效应，编委、作者、读者之间的互动也更加

有效。

再者，以往杂志编辑部举办学术会议时，为了吸引代表来参会，多通过在杂志上

刊登会讯或者是通过寄发信件通知或邮件通知的形式进行宣传。如果有微信平台，可

以通过微信平台发布，省事省力，而且宣传效果更佳；参会代表也可通过微信平台注

册参会，提前支付参会费用等，从而节省了现场注册交费的事宜，减轻了会务方面的

工作压力。

４　结　语

医学期刊作为医学技术和科研成果的权威发布平台，其学术质量固然重要，但如

果这些新的学术成果未能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则大大影响其社会效益的发挥，因此，

医学期刊的传播能力与其学术质量同等重要。新媒体的应用使医学期刊在内的科技期

刊进入了 “微传播”时代，而随之带来的思维转换、技术变革可能会令部分医学期刊

编辑无所适从，甚至产生抗拒心理。因此，如何在编辑部内部统一思想，进而学习和

应用微信这一新媒体平台成为诸多编辑部当前重要的议题［１２］。

在应用微信平台的过程中，医学编辑应重视用户需求的分析，借助微信平台的各

种功能为用户提供专业的服务，增加用户黏性。但目前微信这一新媒体平台尚处于起

步阶段，需要科技期刊界、传播学界、信息学界和工程学界的共同努力，推动微信平

台在科技期刊中的应用［１３］。

微信不但带来了信息传播方式上改变，也给科技期刊编辑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武

器［１４］。传统科技期刊的新媒体发展之路已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这也是一项长期的、

复杂的工作，尽早改变思维并投身其中的期刊工作者会提前品尝到新媒体发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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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化发展的思考及对策初探

罗　巧
（《中国职业医学》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３００）

摘　要：针对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化发展趋势，通过分析对当前对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化发
展影响较大的优秀稿源不足、编辑体制陈旧、编辑力量薄弱等问题，建议从政府层面加

强对不同发展层次期刊的政策扶持，同时通过提升科技期刊内在实力和外在吸引力等途

径提升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化程度，探索适合当前国情的国际化发展道路。

关键词：科技期刊；国际化；对策

科技期刊的国际化发展是当前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科技进步和学术交

流的需要，也是我国出版界融入世界出版大家庭的体现。科技期刊国际化的表现形式

主要体现在内容的国际化和形式的国际化两个方面。其中，内容的国际化是指文献计

量学指标和被国际著名检索系统收录的情况，而形式的国际化则主要表现在编委会国

际化、审稿国际化、稿源国际化、语言载体国际化、编辑出版形式国际化、出版发行

国际化和编辑人员国际化等方面［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科技期刊步入

国际出版行业是大势所趋，同时也是各期刊出版单位当前为之努力的方向。但是在片

面追逐国际化的道路上，各期刊出版单位有必要考量自身实际情况，做好相关准备，

有的放矢，避免盲目发展。中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化道路还很漫长，为之努力和需要解

决的问题还很多，本文就此展开讨论。

１　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１１　优秀论文外流，国内期刊影响力不足

近年来由于我国科研评价体系的片面性和不科学性，导致国内大量优秀论文纷纷

投向国外期刊，而其科研成果往往不能首先被国内科研工作者所获悉，这种政策性的

导向是中国优秀论文大量流向国外的主要原因。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２０１３年
的报告显示，２０１２年中国论文发表在Ｃｅｌｌ、Ｎａｔｕｒｅ和Ｓｃｉｅｎｃｅ中的达１８７篇，发表论文
数居世界第９位；发表在各学科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期刊上的论文共计４０２０篇，位居世
界第２位；而２０１２年我国作者在国内１９９４种中国科技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较２０１１年
相比减少了０４％［２］。我国的科研成果不能仅凭借在国外期刊上的发表来进行学术交

流，诚然，在国际优秀期刊上发表我国科技论文，确实能更高层次的促进学术交流、

彰显优秀科研成果，同时也是我国综合科研实力的体现。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优

秀论文大量外流，导致国内期刊常常面临无优秀稿件可用的局面，而不得不退而求其

次花大量版面刊登一些 “赶毕业”、 “赶晋升”的科研水平相对较低的论文。长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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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势必会导致国内科技期刊核心影响力不足，将对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化发展产生

极大的阻碍。

１２　编辑体制陈旧，整体力量薄弱

目前，我国大多数科技期刊都是以编辑部的形式存在，并且多依附于相关的科研

院所、高校和事业单位。编辑部无独立法人资质和独立建制，在人才引进培养、经费

支持和期刊发展等方面缺乏决定权，存在 “小、散、滥”的结构性弊端［３］。同时由于

这些编辑部大部分都存在部门结构简单、人员构成不足、专业素质不高、队伍不稳的

现象，导致科技期刊整体实力薄弱，运营能力较差，市场竞争意识不强，主动性不足，

期刊发展缺乏活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期刊的健康有序发展。

１３　编辑队伍良莠不齐，编辑水平有待提高

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与编辑人员的专业素质高低息息相关，编辑水平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了稿件质量，优秀编辑往往能起到对稿件做到查缺补漏、锦上添花的作用。编

辑人员理论水平不足，专业技能不高，业务能力较差，责任意识不强，都将严重阻碍

期刊国际化的发展。编辑是一门复合型的工作，其要求从业人员除了具备较强的编辑

业务能力外，同时还需要具备广博的专业知识以及英文、计算机、网络技术等能力。

在编辑人员队伍建设方面，现有的科技期刊普遍缺乏高、精、尖的专业人员。因此科

技期刊要加快适应期刊国际化发展的人才培养，重点引进和培养一批具有扎实专业功

底和英语水平的专业编辑人员，或者可以考虑聘请一些海外华人学者或有相关国外留

学经验的高层次留学人员担任兼职编辑［１］。

２　提升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化的几点对策

２１　政策支持，构建国际化发展平台

中国科技期刊要走上持续发展的国际化道路，光凭自身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必须

要有政府、学会及各部门的政策扶持和引导。鉴于目前国内学术论文大量外流的趋势，

各部门有必要出台相关的政策改变当前的科学评价体系，分层次地引导或鼓励部分优

秀学术论文优先在国内发表，至少对于有相关国内科研经费支持的科研论文要优先满

足国内科技工作者交流的需要。其次，政府应牵头构建一个由国家新闻广电出版总局、

国家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协、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多部门协作的促进学术期刊国际

化发展的资助系统，这个系统需涵盖期刊的投稿、编审、人员培训、发行、流通、经

费支持等各个环节［４］。各部门应分工明确，各有侧重，互为补充，不留死角，通过对

不同发展层次期刊的评估，整合资源，突出重点，集约发展，打造品牌，优先重点扶

持一批基础水平好、编校质量高、在专业领域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优秀科技期刊率先走

上国际化发展的道路，并且对于这类期刊要持续给予高规格的资助。同时对于有一定

发展潜力，具备专业或方向优势，经过一段时间的政策引导和经费帮扶有望走上国际

化发展道路的潜力期刊也要给予一定程度的资助，帮助其尽快走上国际化发展道路。

目前，我国各相关部门已逐步出台了部分科技期刊扶持政策。如１９９９年开始，国
家自然基金委员会设立了 “重点学术期刊专项资助基金”［５］；２０１２年起，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办先后资助了２００种学术期刊；２０１３年，中国科协联合财政部、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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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部门组织实施了 “中国科技期刊

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６］。这些项目的开展和实施在推动我国科技期刊更快地步入国际

出版行列方面确实起到了肯定的作用［７］，但这些项目相较于我国上千种科技期刊而言，

其覆盖面普遍偏低，扶持力度远远不够，如 “重点学术期刊专项资助基金”仅重点资

助国内比较优秀的３０余种学术期刊；“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则主要面
向已进入相关国际检索系统，且具备一定国际化水准的６６种英文科技期刊以及８种新
申请创办的英文科技期刊。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完善资助体系，划分层次，兼

顾全局，扩大覆盖面和资助力度，以帮助更多的科技期刊尽快地实现国际化发展之路。

２２　提高办刊质量，夯实内在实力

质量决定一切，没有严谨的办刊态度，规范化的编校质量，高水平的审稿人队伍、

一流的编辑团队和高效的出版流程为基础，科技期刊将无法实现从内容到形式的真正

国际化。“种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当前各科技期刊出版单位应立足自身，勤奋耕

耘，通过各种举措切实提高办刊质量，夯实内在实力。

（１）提升论文编校的规范化和论文编排的国际化。各科技期刊出版单位要提高科
技期刊编辑出版的规范化程度，包括文中的汉语拼音、专业名词术语和符号、计量单

位、标点符号、图、表、注释及文后参考文献著录格式等都必须严格遵守相应的国际

标准和我国出版行业的相关国家标准及规范。在期刊编排方面，应采用国际通用的排

版软件，同时参照国际标准或本学科国际主流期刊编排格式进行编排，做到编排格式

规范化、标准化和国际化。

（２）建立国际审稿人队伍，提升论文学术质量。科技期刊存在的基础是所刊载的
论文内容，其学术质量决定了期刊的质量。专家审稿对保证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科技期刊应该在世界范围内聘期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担任期刊的编

委、顾问或审稿专家，并且要充分发挥编委的作用，在稿件的审理、取舍方面严把质

量关，从根本上保障刊出论文的科学性和先进性。编辑素质的提高，也是提高期刊出

版质量的必要条件，编辑人员应主动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和编校能力，加强专业知识

和编辑学的学习，以进一步的提高业务能力。

（３）重视英文摘要，增加论文可检性。科技期刊的国际化除了形式的国际化，语
言的国际化也同样重要。目前国际上各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收录的期刊大多为英文期

刊，而中文期刊由于语言的制约性，其可检索性和显现性大为降低。因此为了提高论

文的可检性，科技期刊应重视对英文内容的把关，尤其要狠抓英文摘要质量，必要时

可以适当放宽英文摘要篇幅，加大论文内容的可显现性，同时增加英文关键词数量，

以扩大其可检性［８］。

（４）规范出版流程，缩短出版时滞。出版周期普遍过长，是当前我国科技期刊面
临的一个主要问题，近两年ＳＣＩ收录的总被引频次位居前２０名的期刊中，周刊、半月
刊占７０％，而我国科技期刊中只有０３％ 的周刊 （１８种），月刊占２７２％ （１２９５
种），双月刊占３９３％ （１８６８种），季刊占２７８％ （１３２１种）［７］。因此，各期刊出版
单位应缩短刊期，提高工作效率，简化出版流程，对于优秀稿件应实行优先出版，缩

短出版时滞，保障科研成果在第一时间得到发表。



２０１５ 罗　巧：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化发展的思考及对策初探 ４９　　　

（５）编校手段的网络化和现代化。科技期刊应建立自己的独立网站，并享有国际
顶级域名，网站应该支持中英文双语选择，同时采用相关采编系统，以为科技期刊从

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及国际化发展提供物质支撑与技术保障。

２３　 积极举措，提升外在吸引力

我国科技期刊与国际水平之间差距的实质不在于文章的使用语言、编委会成员的

国籍等，而在于刊登文章的内容，即科学研究水平［９］。而国内科技期刊限于自身知名

度和机制上的制约，缺乏对优秀科研论文投稿的吸引力。因此，科技期刊应积极举措，

建立合理机制，广开渠道，进一步加强期刊的宣传，提高期刊自身的显示度，多方吸

引优秀稿源。科技期刊应关注和跟踪国际科技前沿课题，与国内优秀学术团队保持良

好互动，创建品牌学术会议、重视学术会议组稿，加强与相关领域的国际专家、华裔

专家和归国学者的联系，或通过聘期其作为杂志编委会成员或顾问的途径建立联系，

依托他们的帮助争取或吸引优秀论文投稿。同时可以适当的关注邻国或科技欠发达国

家的优秀稿件或或华裔来稿上，逐步扩大期刊的覆盖面和影响力［４］。对于优秀稿源，

期刊可以从提高服务水平、减免相关费用、提高稿酬、缩短发表时滞等方面给予一定

的政策优惠，以留住或吸引优秀稿源二次投稿。

３　结　语

立足自我，才能面向国际。当前，我国出版行业工作者必须清楚的认识到，科技

期刊的国际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同时中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化发展之路还很漫长，各科

技期刊出版单位必须立足自身，明确自身定位及发展方向，正确看待国际化，积极吸

收国外优秀期刊的办刊经验，根据自身特点和发展需求，总结经验，探索和形成一条

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期刊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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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　促进科技期刊可持续发展
——— 《中华创伤骨科杂志》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的实践经验

聂兰英，余　斌，金　丹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中华创伤骨科杂志》编辑部，广东广州５１０５１５）

摘　要：通过阐述 《中华创伤骨科杂志》举办国际性会议所取得的效果，包括挖掘了高

质量论文，吸引外籍专家、扩大期刊编委队伍，很好地宣传了期刊、扩大了期刊的影响

力，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等。探讨了期刊举办国际性会议的几点体会：突出办会特点、

明确举办国际性会议的定位，建设编委团队、与国内外创伤骨科专家保持长期良好的合

作关系，与知名厂商保持合作伙伴关系等。

关键词：学术会议；科技期刊；可持续发展

科技期刊不仅是发布科技成果的学术阵地，同时也在组织学术活动，推进科技信

息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１］。近年来，国内一些科技期刊开始依托自身学术资源优

势，主办或合作主办学术会议，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２－４］。笔者所在编

辑部自创刊初始就注重通过举办各种学术会议来为国内外广大骨科医生搭建学术互动

的重要平台，不仅使编辑、广大作者和读者能与及国内外著名骨科专家面对面直接交

流、学习，进而提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笔者在吸收、

综合他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结合自己编辑部的经验，重点阐述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

对提升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作用，希望得到编辑同仁的共鸣和赐教。

１　举办国际性会议的效果

１１　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可以挖掘高质量论文

高质量稿源是科技期刊生存与发展的保障。然而，面对目前国际上 ＳＣＩ期刊的冲
击，使得国内高质量稿件大量外流；同时近年来国内科技核心期刊数量急骤上升，由

２００１年的１４４７种［５］增加至２０１２年的１９３０种［６］，高质量稿件成为各科技期刊争夺的目

标。《中华创伤骨科杂志》自从２００５年开始退出了每两年一届的 “国际创伤骨科高峰

论坛”。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１－１４日，本刊与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亚洲创伤骨科学会 （中

国香港）、中华骨科交流学会 （中国台湾）联合主办的 “首届亚洲创伤骨科高峰论坛”

在广州鸣泉居度假村召开，与会代表共３２１人；共收到稿件２８５篇，选取了其中２０篇
高质量文章分期在期刊上刊登。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２－２５日，本刊与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亚
洲创伤骨科学会 （中国香港）、中华骨科交流学会 （中国台湾）联合主办的 “第二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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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创伤骨科高峰论坛”在广州亚洲国际大酒店召开，与会代表超过７００人；共收到
稿件５６５篇，选取了其中１１篇高质量文章组织编辑出版了 “第二届国际创伤骨科高峰

论坛”专刊，另有２０篇文章分期发表。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９－２２日，本刊与中华医学会骨
科学分会创伤骨科学组、中国香港骨科医学会、华裔骨科学会 （中国台湾）联合主办

的 “第三届国际创伤骨科高峰论坛”在西安国际会议中心·曲江宾馆举行，来自国内

外创伤骨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和中青年医师共５００余人参会；共收到稿件４４８篇，
选取了其中１１篇高质量文章组织编辑出版了 “第三届国际创伤骨科高峰论坛”专刊，

另有１０篇文章分期发表。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０－２２日，本刊与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分会、
《中华显微外科杂志》、《中国临床解剖学杂志》、中国修复重建外科学会皮瓣外科学组

主办的 “第四届国际创伤骨科高峰论坛”在广州华泰宾馆召开，与会代表５００余人；
共收到稿件３１５篇，选取了其中２０篇高质量文章分期发表。２０１３年４月５－７日，本
刊与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创伤骨科工作委员会、中国香港骨科医学会、中国澳

门骨科学会、中华骨科交流学会 （中国台湾）联合主办的 “第五届国际创伤骨科高峰

论坛”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共有１６０余位国内外创伤骨科领域的知名专家
和１０００余名骨科医师参会；本届论坛采取编辑部确定演讲专家人员及题目，未公开征
稿，共收到１６６篇稿件，选取了其中２０篇高质量文章分期刊出。每一届论坛都能够挖
掘出一些高质量论文，是保证本刊高质量高源的重要渠道之一。

１２　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可以吸引外籍专家，扩大期刊编委队伍

本刊举办的 “首届亚洲创伤骨科高峰论坛”邀请的外籍专家只有美国的ＤａｖｉｄＳｅｌ
ｉｇｓｏｎ教授，但是邀请了大量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骨科专家，如中国台湾阳明大学郑
诚功教授，香港伊丽莎白医院骨科主任、亚洲创伤骨科学会主席沈允尧教授等。“第二

届国际创伤骨科高峰论坛”邀请到美国威斯康辛医学院骨外科ＲｏｇｅＡＤａｌｅｙ教授、美
国Ｃｅｄａｒｓ－Ｓｉｎａｉ医疗中心创伤骨科主任 ＢｒｉａｎＤ．Ｓｏｌｂｅｒｇ教授、德国缅因州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Ｇｕｔｅｎｂｅｒｇ大学创伤骨科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ｎｒｉＨｅｓｓｍａｎｎ教授、韩国大沽Ｆａｔｉｍａ医院Ｙｏｕｎｇ－Ｓｏｏ
Ｂｙｕｎ教授、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医学部骨科主任ＴｏｍｏｙｕｋｉＳａｉｔｏ教授等近２０名外籍国际
骨科领域著名专家。“第三届国际创伤骨科高峰论坛”邀请到了德国ＮｏｒｂｅｒｔＰ．Ｈａａｓ教
授等５名外籍国际骨科领域著名专家。“第四届国际创伤骨科高峰论坛”邀请到了日本
东京大学附属医院ＫｏｓｈｉｍａＩｓａｏ教授等５名外籍国际骨科领域著名专家。“第五届国际
创伤骨科高峰论坛”邀请到了美国霍普金斯医学院曹旭教授、英国皇家利物浦大学医

院肢体重建中心主任Ｎａｙａｇａｍ教授、英国皇家利物浦大学医院殷琦教授、英国 《成人

骨折》主编ＣｈａｒｌｅｓＣｏｕｒｔＢｒｏｗｎ教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ｏｎｅａｎｄＪｏｉｎｔＳｕｒｇｅｒｙ》主编Ｒｉｃｈａｒｄ
Ｖｉｌｌａｒ教授、英国爱丁堡大学皇家医院ＰｈｉｌｉｐＮｉｅ教授、泰国Ｓｕｔｈｏｒｎ教授、韩国Ｙｏｎｇ－
ＧｉｒｌＲｈｅｅ教授、新加坡ＫｅｅｎＷａｉＣｈｏｎｇ教授等近１０名外籍国际骨科领域著名专家。以
上外籍专家通过参加学术会议，不仅更多地了解了本刊及我国骨科学术水平，而且更

重要的是与本刊建立了合作关系，以上专家很大部分都担任过本刊编委或者是下一届

编委的遴选对象，有利地扩大了本刊的国际编委队伍。

１３　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可以很好地宣传期刊，扩大期刊的影响力

目前我国期刊要想走向世界，唯一的途经就是申请进入ＳＣＩ。但是，众所周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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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期刊很难进入ＳＣＩ，尤其是中文期刊更难。为什么我们不向国外专家主动介绍我们的
杂志呢？所以在办会过程中，我们会向国外专家、读者、作者展示我们杂志的智能，

不仅是纯学术的交流，而且包括期刊的多元化社会功能，如本刊自２００７年开始率先在
国内创新举办的大型人文栏目———骨科新视点。通过介绍，美国霍普金斯医学院曹旭

教授欣然接受本刊的采访，并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作为 “骨科会客室”栏目刊登。无论是

学术内容还是人文内容，对国内外读者、作者都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提升了期刊的

国际影响力［７］。影响力的提升，必然产生更大的凝聚力，这样不仅使得编辑部每年的

收稿量不断提高，而且使得期刊的发行量也在不断上升。

１４　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可以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利用期刊的品牌优势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是促进学术交流和期刊发展，以及提

高科研成果时效性的重要举措。另外，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的同时，还可以兼顾经济

效益。通过５届国际创伤骨科高峰论坛的举办，每届人数在５００～１０００人之间，获得
了一定的经济效益。２００５、２００７、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及２０１３年５年国际性学术会议的收入分
别占编辑部总收入的１７６％、２０６％、１８２％、１５３％、２０１％。

２　几点体会

２１　突出办会特点、明确举办国际性会议的定位

目前国内外学术会议非常多，就骨科领域而言，不乏学术水平高、规模大、最具

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学术会议，如美国每年的创伤骨科年会 （ＯＴＡ）、中华医学会每年的
ＣＯＡ国际学术大会，以及其他大型医院举办的国际性学术会议 （如好医术国际创伤骨

科精英论坛）等。编辑部在举办国际性会议中，尤其应注重会议的学术水平和导向性，

要突出特点、明确定位，形成自己的品牌。以我们的办会经验为例，首先我们举办国

际性会议的时间跨度和地点与其他国际性骨科会议不同，每两年固定在广州举办一次

（除２００９年在西安举办之外），且安排在上半年举办。其次，办会针对的对象是 “创

伤骨科相关专业人员”，这在会议名称中就有体现，排除了骨病方面相关专业人员，专

业更为细化、讨论内容更为明确具体，学术氛围更浓厚，参会代表普遍反映可以真正

学到指导临床、有益于工作的知识。虽然细化专业会使参会人数和会议规模受到限制，

但是我们每次举办的国际性会议均有鲜明、突出的主题［８］，如２００５年举办的 “首届亚

洲创伤骨科高峰论坛”主题为 “创伤骨科新技术”，２００７年举办的 “第二届国际创伤

骨科高峰论坛”主题为 “中青年骨科医生论坛”，２００９年举办的 “第三届国际创伤骨

科高峰论坛”主题为 “创伤与骨关节十年”，２０１１年举办的 “第四届国际创伤骨科高

峰论坛”主题为 “骨关节严重创伤救治经验、肢体创伤显微修复、穿支皮瓣的命名原

则”，２０１３年举办的 “第五届国际创伤骨科高峰论坛”主题更为细化为 “骨盆与髋臼

骨折、股骨近端骨折、膝关节周围损伤、足踝部损伤、肩肘关节周围骨折、外固定技

术与肢体功能重建、脊柱脊髓损伤、基础研究与数字骨科”。再次，会议举办形式始终

力求突破传统学术会议的固定模式，突出学术交流效果，不落俗套，把现代、时尚元

素充分融入论坛的组织和实施之中，如２００９年举办 “第二届国际创伤骨科高峰论坛”

时，为提高学术交流效果，探索新的学术交流模式，在业内率先设立专家评讲团，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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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１０余位境内外著名专家组成专家评讲团，对大会演讲进行评讲，极大地促进了中青
年骨科医生新、旧理念的快速、正确融合，新、旧学术思想的无缝对接，新、旧经验

方法的不断改进、提高，真正起到了内容甄别、学术导向、理念引导的作用［９－１０］。

２０１１年举办 “第四届国际创伤骨科高峰论坛”时，设立了 “高峰对决”环节，在此环

节中，由国内具有丰富临床经验、活跃在临床一线的１２位中青年专家分别就６个热
点、难点话题展开精彩而激烈的辩论，每场辩论又设１名点评专家，辩手们精彩生动
的演说不断博得现场听众的阵阵掌声和喝彩，与会者在正反方的阐述、辩论、典型病

例举证和专家点评中收获颇丰，现场学术气氛十分浓厚热烈。通过一些创新举措，使

得 “国际创伤骨科高峰论坛”在骨科专业领域树立了良好的声誉，已经培养了一批忠

实的参会者，为将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２２　建设编委团队，与国内外创伤骨科专家保持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诚如前面所述，目前国内外学术会议很多，就骨科领域而言，很多知名专家是某

一医院骨科的学科带头人，其主要任务除了临床手术、科研学术外，还有科室的行政

管理，有些甚至自己举办大、小型学术会议，可以说参加会议都是 “挤”出来的时间，

尽量利用有限的时间参加高质量的学术会议。杂志与国内外创伤骨科专家之所以能长

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取决于杂志的学术平台。首先，我们将创伤骨科领域真正优

秀的、做出了一流工作的专家纳入到本刊的编委团队，让其充分享受编委权利的同时

履行编委的义务。其次，编辑部成员的努力工作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不断总

结每一届办会的经验，广泛听取各位专家及代表的建设性意见，然后不断完善会议流

程，尽量使每位专家在出席会议过程中满意。再次，可以通过杂志发布最新会议信息，

论文汇编编校质量高，期刊本身影响力高可以吸引一定数量的参会者，优秀稿件和会

议纪要可以在杂志刊登等。

２３　与知名厂商保持合作伙伴关系

通过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编辑部可以与更多的知名厂商建立联系，整合名刊、

名专家、名厂商的优势资源，进行整合营销，推出合作伙伴关系计划。本刊先后与业

界的多家知名厂商达成了基于学术、培训、推广等全方位的合作伙伴关系，既与知名

厂商形成了稳固的合作关系，也使经营效益有了明显增加。

综上所述，举办国际性会议对期刊的发展很有益处，可以提高科技期刊的国际影

响力。当然，举办国际性会议也需要期刊编辑部投入很多，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举办

国际性会议的新举措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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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协同创新模式研究

陈先军

（《嘉应学院学报》编辑部，广东 梅州５１４０１５）

摘　要：提出科技期刊的发展走协同创新之路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进而根据协同创新的
内涵及其作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分别从协同对象和创新对象的角度提出科技期刊协同

创新模式。重点论述了科技期刊内部协同创新的数字化协同创新模式、专业化协同创新

模式、品牌化协同创新模式和科技期刊外部协同创新的知识技术协同创新模式、信息服

务协同创新模式。

关键词：科技期刊；协同创新模式

１　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由于受体制、机制因素的制约，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分散、封闭、

低效的落后局面，各行各业各政府各自为产、为学、为研、为政，相互之间缺少应有

的合作。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靠科技创新来推动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若要进一

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突破，在许多领域已到了非合作无以科研的地步。因此，合

作是今天科研的全新形态，是实现科技创新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所以，协同创新已成

为科技创新的内在要求。所谓协同创新，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主体 （如企业、

高校、科研院所）在合作完成某一特定目标或项目的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和优势，

进行创新要素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价值增值和各自的发展。我国将协同创新提升

到国家战略，积极推动协同创新战略联盟的建立和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１－２］。发展是

硬道理，我们没有理由不及时抓住政府提供的发展机遇。

我国的科技期刊主要是由高校、科研院所主办的，它们之间或它们与企业构成的

协同创新系统中，科技期刊是主体的构成部分。在各主体之间的协同创新过程中，科

技期刊不仅是交流和传播科技信息的重要载体，而且能够整合科研信息，发现科研创

新的前沿方向和行业共性关键技术问题；不仅能够引导科技创新，而且能够促进科技

转化为生产力。这就是说，科技期刊能够扮演协同创新系统的中介组织角色。如果将

我国的科技期刊整体视为一个系统，那么它的每个子系统在理论上都可构成协同创新

系统，其中每一个成员都是协同创新的主体。因此，从协同创新的国家潮流看，科技

期刊协同创新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从科技发展的趋势看，科技期刊协同创新是科技创

新的动力。然而，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做的 “２０１３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
布稿：国际部分”可知［３］，我国的科技期刊虽然数量庞大，影响力逐年提升，但是能

够在国际科技界占有一席之地的科技期刊并不多。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以国际科

技界审视我国的科技期刊，其所扮演的中介组织角色显然是力量孱弱的；即使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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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审视我们的科技期刊，它也 “疲软”得不能适应我国当前科技发展的需求

了［４］。造成我国科技期刊 “孱弱”和 “疲软”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就科技期刊本身来

看，主要原因是我国大多数科技期刊未能实施跨学科、跨高校、跨科研院所、跨行业

企业、跨区域甚至跨国界的多层次多样化的合作，从而使得我国科技期刊总体上缺少

活力和竞争力。因此，我国科技期刊走协同创新之路正当其时，正当其需，正当其用，

其目的是要开拓和汇聚各种创新要素和资源，建立有利于激发和释放协同创新活力的

新机制、新体制，以确保和促进科技期刊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２　科技期刊协同创新模式

根据科技期刊协同创新的内涵和目的，从协同对象的角度分，科技期刊协同创新

可分类为内部协同创新和外部协同创新。科技期刊内部协同创新指的是科技期刊之间

的协同创新，根据其主办单位的不同，又可细分为３种；科技期刊外部协同创新指的
是科技期刊与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图１是本文创建的科技期刊协同创新模式。值得
注意的是，在协同创新系统中，无论是作为主体的科技期刊还是作为主体构成部分的

科技期刊，科技期刊协同创新的开展都必须依托其主办单位的创新力量，充分发挥其

主体角色或是其中介组织角色的作用。

图１　科技期刊协同创新模式

２１　科技期刊内部协同创新模式

下面从创新对象的角度具体论述协同创新的模式。

２１１　科技期刊数字化协同创新　科技期刊数字化是适应社会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
势，也是其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５］。由于单个科技期刊的资源力量毕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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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用户对科技知识的需求又呈多样化发展，而且，为了挽回目前大多数科技期刊的数

字出版权完全交由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等大型数据运营商造成的利益损失［６］，

科技期刊之间可根据区域的相近性、学科的关联性和资源的互补性等合作共建科技期

刊的集约化门户网站和数字化出版。通过内容资源的协同创新，在这个平台上向用户

发布相关的科技信息，提供个性化、数字化和针对性强的专业期刊或专题期刊服务，

加强与用户的互动交流和推广品牌等。同时在这个平台上可合作共建编辑平台，进行

稿源的合理配置，共享审稿专家和专业编辑等资源。

２１２　科技期刊专业化协同创新　按照期刊所涵盖的学科种类来分，科技期刊一般可
分为专业科技期刊和综合科技期刊，综合科技期刊多为自然科学版的高校学报。一般

来说，专业科技期刊的知识创新能力较强，它们之间可根据专业的相关性和互补性，

在知识的创新，知识的应用，知识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方面进行协同创新。综合科技期

刊如高校学报可根据其所在区域、规模或影响力的相近性，依托其主办高校的学科特

色和优势，进行创新要素和资源的集中、高效和节约的利用和优势互补，打造以学科

特色为创新要素的有一定规模的科技期刊群，改变其小而分散，又各行其是，各自为

政的局面。

２１３　科技期刊品牌化协同创新　科技期刊品牌化协同创新是指科技期刊通过人才、
资本、技术、知识等方面的流通与融合，将各协同主体 （科技期刊群）作为一个整体

价值链，进行以群体品牌创新或各主体品牌创新为目的的合作。其中，各主体品牌创

新的品牌包括栏目品牌。科技期刊品牌化协同创新的模式可以是：各主体的品牌联合

共享 （如专业科技期刊之间）；各主体的品牌重组共建 （如综合科技期刊之间）；或者

是与优势品牌偏利共生 （如专业科技期刊与综合科技期刊之间）。

２２　科技期刊外部协同创新的模式

２２１　科技期刊知识技术协同创新　科技期刊与企业的协同创新主要是关于某一课题
某一项目的协同创新，其实质是创新要素共享下的知识与技术的协同创新。知识与技

术的协同创新主要体现在新知识的创造、知识的应用，知识的商品化和新产品的研发、

新工艺的创造、新技术的发明等。科技期刊可依托科研院所或高校的资源力量，或积

极参与到科研院所或高校与企业的协同创新过程中，发挥自身的人才和知识的优势：

①联合申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等国家科技项目，或省市级科技项
目，推进合作科研攻关，实现资源共享和利益共享；②提供攻克企业发展的共性、关
键性、核心性问题的科技创新知识技术服务。科技期刊在与企业协同创新过程中，能

够同时培养或扩充自己的作者群、读者群和审稿专家库，从而获得高质量的稿源和扩

大期刊的影响力；可以根据与之合作的课题项目进行深入细致的选题策划，将协同创

新方向凝聚到国内外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前沿或对接到区域发展战略的地方急需领域，

并因此开设各种多层次的研发主题专栏、知识成果转化专栏、特定理论问题或技术问

题专栏，等等，形成特色栏目，打造期刊的品牌效应，最终成就期刊的竞争力。

２２２　科技期刊信息服务协同创新　在科技期刊与企业的协同创新中，科技期刊既可
以是协同创新的主体，又可以是某一主体的构成部分，在协同创新系统中既可以发挥

主体作用又可以充当中介和媒介作用。协同创新主体间需要进行沟通，需要信息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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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对接，需要信息的共享与传播，否则协同创新就很难成功。因此，在协同创新中，

科技期刊除了发挥主体作用外，还可充分发挥作为中介和媒介的优势作用，主动协调

各种人员关系，为行业企业提供相关信息服务，积极推动相关文献、资料、数据库等

学术资源的整合共享与科研成果的转化和传播。

（１）科技期刊可为企业开设 “行业 －学术信息通报”专栏，“该专栏的内容可包
括各种研究简报、综述及评论、重要会议、行业资讯和动态”等等，为科技创新服

务［７］。事实上，这样的专栏还可同时在科技期刊的门户网站出现，并与之合作的行业

企业建立网站友情链接。

（２）科技期刊可调配自己的作者资源和审稿专家资源甚至是读者资源为合作企业
建立 “人才信息库”。人才信息库可围绕解决企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性、核心性技术问

题所需要的人才而建立，给企业提供所需人才的科研专长和发展动向，并尽可能将此

人才纳入到我们的协同创新中来。

（３）科技期刊应该注意到微信公众号服务是科技期刊数字化建设的重点，它具有
强大的传播功能［８］，因此，科技期刊可通过与 （出版）企业的资金融合和技术融合，

合作创建 “科技期刊－行业企业微信公众号”等优势传播资源，将行业企业攻克关键
共性技术相关联的知识技术信息及其所形成发表的科技期刊论文信息推向社会，为读

者提供立体化、个性化的知识信息服务。

３　结　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科技期刊内部协同创新还是科技期刊外部协同创新，科技期刊

都要能够把握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脉搏，关注产学研的前沿与动向，深入科研一线，

及时掌握协同创新主体和所服务群体的工作及进展，了解他们的知识需求、技术需求、

出版需求和传播需求，“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开展科技期刊协同创新，这是科技期刊协

同创新的能力要求，也是科技期刊谋求更大发展、提升竞争力和扩大影响力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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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参与协同创新的路径分析

王丽婷１，陈先军２，颜志森３

（１．《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３００；
２．《嘉应学院学报》编辑部，广东 梅州５１２０１５；
３．韶关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东 韶关５１２００５）

摘　要：从下面５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期刊参与协同创新的途径：①开辟协同创新论坛，
奠定思想认识基础；②开设 “行业－学术信息通报”专栏，为科技创新服务；③以行业
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开展选题策划，助推科技创新；④培养企业核心作者群；⑤与大众传
媒合作，及时发布行业最新科研动态。协同创新是科技期刊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提升

社会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科技期刊；协同创新；路径

１　科技期刊与协同创新

科技期刊是为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传播、交流、共享和转化服务的，这是共

识。因此，科技期刊是一种重要的科技信息载体和科技信息沟通平台，也是科学技术

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媒介和助力器。它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段时期的科学

技术水平及其动向。然而，目前我国的科技期刊却偏离或淡忘了这个服务宗旨，而被

异化为发表毕业论文、职称论文、职务论文、课题论文的工具。这些论文大多数并非

是相应科技创新的成果，而是因应学业、职业的功利结果；再者，因应科技期刊评价

制度而起的人为刻意互引现象和重作者符号 （学历、职称、单位等）轻论文质量现象

也较为严重。这些原因和现象势必直接导致我国科技期刊论文科技创新的含量不可能

很高。事实上也是这样：我国虽然是科技期刊大国，但不是科技期刊强国。２０１１年，
全世界学术期刊约有６０１２５种，我国有９８４９种，其中科技期刊４９２０种，仅次于美
国，但我国科技期刊的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总体上远低于国际总体平均值［１］。那么，

欲改变我国科技期刊的不良现状，走长足进展的路在哪里？

协同创新是因应当代科技发展的特点和我国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而提出来的

国家战略。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中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以高校、科

研院所和行业企业为协同创新主体构建战略合作联盟，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并在

关键共性技术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２］。显然，协同创新是当代科技创新的内在要求，

是当代科研管理的先进模式；协同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一个子系统，作为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资助项目 （２０１３Ｂ０６０２００００３）；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社科基金资
助项目 （ＳＫ２０１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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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技事业服务的科技期刊，自然是协同创新系统的构成部分。我国科技期刊主要是

由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所主办，隶属于科技管理部门，这对其参与到协同创新

过程中具有天然的优势。再者，科技期刊作为协同创新系统的构成部分，在协同创新

过程中不仅是交流和传播科技信息的重要载体，而且能够通过筛选、整合科研信息，

发现科研的共性问题、攻关方向和关键点，对引导科技创新，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起到催化剂和粘合剂的作用。因此，我国科技期刊需要尽快转变办刊思维和固有的模

式，走出不良现象，走上协同创新之路，在我国科技发展的新阶段，积极发挥自身优

势，承担起科技传播、交流创新的应有作用，可资借鉴的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来发

展的国外科技期刊：“它的功能和任务既包括了科技期刊的传统社会功能，同时也涵盖

了研究咨询、成果转化、中介服务、展览会议、广告策划、资本营运、评估监测、人

才培养、教育传授和学科建设等不断衍生出来的社会功能”［３］。

２　科技期刊参与协同创新的路径

总体来说，目前我国协同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利益分配机制还不够完善，但科技期

刊参与协同创新的过程还是大有可为的。科技期刊协同创新隶属于高校或科研院所协

同创新系统，科技期刊在此系统中充当着纽带作用 （图１）。

图１　科技期刊协同创新中的纽带作用

２１　开辟协同创新论坛，奠定思想认识基础

科技期刊协同创新隶属于高校或科研院所协同创新系统，目前，系统内缺乏良好

的沟通渠道，未能在思想认识上达成协作的共识，未能形成良好的协作机制和创新模

式，但这正好给科技期刊协同创新之路留下开拓创新的空间。首先，科技期刊是高校

或科研院所协同创新的共同体，是面向科学技术前沿开展基础研究的协同创新责任主

体，应该主要协调好作为面向行业共性关键技术开展应用研究的行业企业协同创新责

任主体。以利益为驱动的行业企业，往往偏重于追求短期的利益回报；而对经济全球

化所带来的对行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挑战，以及协同创新的长远收益往往缺乏深刻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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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科技期刊协同创新中对此应有足够的清醒和认识，并据此创造主体之间的深度融

合。这种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资源要素的取长补短和共享，更重要的前提是思想认识

上的知己知彼和共识。因此，科技期刊可充分发挥信息传播与交流的功能，适时开辟

协同创新论坛，与各协同主体交流互动，疏通思想认识上的阻滞，互通有无，求同存

异，为各主体谋求更好的协同创新模式奠定思想认识基础。

如２０１２年 《科技进步与对策》杂志社与西北工业大学合作主办了 “政产学研用

协同创新论坛”，邀请了魏炳波院士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教育部科技司负责人、政府

主管部门领导及知名企业家代表参会并讲演，围绕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理与模式、

制度与政策、协同创新资源共享机制、公共平台构建、绩效评价等１９个论题开展讨论
和交流互动，优秀论文发表在 《科技进步与对策》，其余具有代表性的参会研究论文刊

发在 “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论坛”专刊，并上载中国学术会议网，由中国知网 《中国

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收录［４］。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科技期刊在沟通协同创新

主体思想，为协同创新各主体提供一个交流和互动平台方面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

（１）树立为全行业服务的观念，变被动为主动，充分利用和发掘各种新旧资源；
（２）抓住行业发展的重点，确立论坛的主题，有计划的跟进行业各种新技术发展

的现状和趋势，确定系列研讨子课题；

（３）根据会议反馈，积极开展系列服务，如借助各种新媒介进行会议信息的发布，
会议论文的推荐发表，建立包含各协同创新主体的信息库，构建一个跨行业的信息服

务平台。

２２　开设 “行业－学术信息通报”专栏，为科技创新服务

我国科技期刊中大部分是综合期刊，如高校学报，其内容涉及面比较广，面向的

专业领域较多，即使是专业期刊，也涵盖了行业企业的各个层面，因此，科技期刊协

同创新中可拥有丰富的行业企业信息资源，利用科技期刊过滤、筛选、整合科技信息

的功能，借此开设 “行业－学术信息通报”专栏，有效整合行业学术信息资源，形成
聚合效应，作为协同创新各主体间的行业 －学术信息沟通平台，“行业 －学术信息通
报”专栏的开设不仅可以突破协同创新各主体间信息获取的不对称，避免行业内的重

复研究和盲目竞争，而且有利于聚焦学科交叉领域的协同创新和产业链条延伸，助推

跨领域、跨学科的深度资源整合、开发和创新。因此，科技期刊要善于发现各学科领

域的交叉地带，挖掘问题和技术生长点，打造 “行业 －学术信息通报”专栏的特色，
引领行业企业深入这个科技发展的核心地带，推动科技创新和行业发展。

该专栏的内容可包括各种研究简报、综述和评论、重要会议、行业资讯和动态，

可以利用新技术，通过期刊网站、微信公众号或手机报等各种新媒体网络平台进一步

扩大宣传，真正发挥科技期刊引导科研的作用。在这方面，科技期刊如果能够联合相

关领域如主管部门、出版社或专业协会等掌握大量科技政策和科技资源的机构组成集

团，充分整合期刊资源，将进一步拓展信息服务和咨询的功能优势，并以此为平台和

突破口，进而开展更深层次的经营活动。如国外科技期刊的发展趋势就是以市场科研

信息服务需求为导向，引导科研，在获得一定的知名度，形成品牌优势后投资新兴科

技，在得到投资利润的同时获得最新科研成果的深度报道题材，进而开展出版发行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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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通过知识的传播，促进成果的应用和推广，从而构成一条完整的知识创新体系，

真正实现为科技创新服务的目标［５］。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１）强化信息意识，在办刊过程中，注重科技前沿信息的筛选、归纳和整理；
（２）加强读者调查，了解市场对科研信息的需求，开展针对性的信息服务；
（３）加强期刊数字化建设，利用现代科技，加快、扩大信息的传递；
（４）利用信息资源，进行期刊的二次、三次售卖，使期刊充满活力。

２３　以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开展选题策划，助推科技创新

打破分属不同单位的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等协同创新主体协作的壁垒，除

了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外，还需要培养穿梭其间的柔性科技中介参与进来，发挥粘合剂

的作用，而科技期刊正当其用。为此，科技期刊要站在行业和科技的高端，高瞻远瞩，

关注国内外当前的科技科研政策、规划，关注国内外某个行业、学科的战略性、创新

性的研究工作；同时，科技期刊要积极参与到创新主体在科技研发、调试、推广、产

业化的全过程中，掌握行业和学科发展及其应用的前沿，从而能够以行业关键共性技

术难题开展选题策划，推进协同创新，加快创新成果的产出 （论文）和产业化。当然，

科技期刊要做到这些，需要政策环境，政府和主办单位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同时科技

期刊编辑也应有相应的高科技素质和选题策划能力。

可借鉴日本医学期刊 《日本临床》专题化、系列化的办刊经验，通过选题策划，

分阶段集中推出不同的专题，如其 “在１９９０年１２月 －１９９１年２月期间连续出版的以
糖尿病为专题的两期增刊对糖尿病这一内分泌性疾病进行了多学科的系统论述”［６］，涵

盖了生物医学的各个学科领域，“完全是一部由多作者完成的，从多学科角度阐述的体

系完备的专著”［７］。其将同一专题的每个独立的文章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体现时间上

的连续性，内容上的系列化出版，行业研究的连续性、专一性，信息发布的集中性和

规模性，从而吸引全行业对研究难点、重点和焦点问题的关注，成为行业专业人员相

互交流的高端学术平台，不仅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大大提升了期刊的影响力，

《日本临床》的影响力甚至受到世界医学界的关注。这种专题化、系列化、大型化的办

刊模式对突出一种研究方向，扩大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具有重要的作用。科技期刊采

取这种办刊模式，以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开展选题策划时，需要关注以下几点：

（１）主动选题和组稿，精心规划、组织专题内容，保证专题的鲜明性、论文的权
威性、系列内容的丰富性、全面性、密集性；

（２）刊期灵活，缩短出版周期，可考虑推出电子版、网络版发行，提高检索率，
提高研究成果发布的时效性；

（３）加强与各协同创新主体的沟通和联系，保持稳定的供稿关系，同时积极拓展
稿源。

２４　培养企业核心作者群

科技期刊具有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功能。“在文化产品的创造、生产过程中，编辑

不只是被动接受作者的作品，或者说简单的起到作品加工者即 ‘工匠’的作用，更重

要的是根据一定的编辑思想，根据对市场信息的掌握，通过自己的策划，有目标地选

择作者，指导作者，引导作者，与作者共同完成作品创作”［８］。英国 Ｃｉｂａ基金会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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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编辑奥康诺尔 （Ｏ′Ｋｎｏｒ）把 “帮助作者写出好作品”作为编辑的重要任务之一［９］。

这说明培养作者对科技期刊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同时说明科技期刊在培养科技工作者

中具有重要的特殊作用。科技期刊通过所刊发的论文学术质量示范，引导科研工作者

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并培养其创新能力、理论研究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组

织能力等等。作者投稿科技期刊到发表论文的过程中，可通过审稿人和编辑的意见和

建议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和科研写作水平。

随着协同创新的开展和不断推进，科技期刊应将作者群体范围从高校、科研院所

进一步扩展到更为庞大的企业作者群。一般来说，虽然企业的技术研发人员的写作能

力、理论水平有待提高，但是随着企业发展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通过协同创新的不

断深入，企业技术研发人员的科研能力和其写作能力也会不断提高。科技期刊在协同

创新过程中，可瞄准一些科研素质较高的企业技术研发人员，作为科技期刊协同创新

中重点培养的作者对象。包括：

（１）主动为其提供科技发展前沿信息，以及大量最新的文献资源和学术论文写作
指导，帮助其进一步提升论文的学术水平；

（２）建立企业专家和技术研发人员数据库，保持经常性的动态联系，互通刊物动
态和学术动态，建立作者对刊物的忠诚度，扩大作者队伍；

（３）建立校企联合办刊的长效机制，聘任企业专家担任期刊的编委和审稿人，在
企业中形成稳定的作者群。

通过审稿专家和编辑的指导和帮助，培养出技术和理论水平俱佳的作者队伍。这

对稳定和提高科技期刊作者群水平，提升科技期刊的核心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

２５　与大众传媒合作，及时发布行业最新科研动态

“科技期刊的传播，最终只有作用于读者 （受众），并被读者接受后，才能实现科

技期刊及其所刊载科技成果的价值”［１０］。我国科技期刊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读者群

模糊，读者面窄，因而发行量少，社会影响力不大。随着科技期刊协同创新活动的不

断深入，科技创新成果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将进一步加大。如果能与大众媒体合作，及

时发布协同创新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动态，对扩大期刊影响力、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期刊就与美国专事报道科技新闻的记者保持密切
联系，并通过美国科学促进会下属的 ＥｕｒｅｋＡｌｅｒｔ网站向全世界的记者发布论文成果。
《自然》（Ｎａｔｕｒｅ）还专门设置了新闻官，负责在每期印刷出来前一周发布新闻，来自
世界各地的记者通过网站注册获取新闻后，对科研成果进行科普传播。２００７年１月，
中国科协率先建立了科技新闻发布制度，每月向大众媒体发布一次最新科技期刊重要

研究成果。这是一种论文作者、科技期刊、大众媒体和社会公众多赢的活动［１１］。科技

期刊协同创新完全可以参考这种模式把它做细做深，从而促进全社会对协同创新的关

注和参与。

３　结　语

综上所述，科技期刊协同创新要求站在更高的视野上，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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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科技发展的步伐，不断创新期刊内容，引领作者和读者，走在科技创新的上游，关

注前沿发展，预测科技发展趋势，从而与协同创新主体形成相互推动、良性循环的可

持续发展过程。这既是科技期刊的社会责任，也是科技期刊谋求更大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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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稿件质量的控制与提升策略

丁　岩，吴惠勤，龙秀芬，盛文彦，周启动，谭幸谊，宾仁茂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 《分析测试学报》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０７０）

摘　要：针对目前国内科技期刊高质量稿源荒问题，并结合 《分析测试学报》的实际情

况，探讨编辑在日常工作中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来控制与提升稿件质量，提出了吸引优质

稿源、加强编辑工作、加强与科技期刊受众的沟通交流及服务意识等切实可行的具体方

法。

关键词：科技期刊；稿件质量；质量控制；提升策略

科技期刊主要报道科学技术的研究进展，展示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前沿，是科技人

员进行交流的平台，具有专业性、学术性、连续性、时效性等特点。而稿件质量是科

技期刊质量与期刊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目前，我国科技期刊正面临学术国际化、评

价数量化和传播数字化的挑战，加之我国目前的期刊评价指标、职称评定方法以及政

策导向等，导致每年有大量优质稿件发表在国际刊物上，使得原本就市场化程度低、

传播速度慢的我国科技期刊日益举步维艰［１－２］。对于科技期刊来说，在现有形势下期

待通过评价指标或政策导向等的改变来解决优秀稿源荒问题并不实际。只有认清现状，

针对自身特点做足内功，在编辑日常工作中通过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吸引优质稿件，

才能保证科技期刊发展的根本。本文分析了科技期刊稿件质量的重要性，并从吸引优

质稿源、加强编辑工作、加强沟通交流及服务意识３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

１　稿件质量对于科技期刊的重要性

质量是科技期刊发展的根本，只有高质量、高水准的科技期刊才有持久的竞争力

和影响力。影响科技期刊质量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内在因素，即稿件质量、编

辑质量以及期刊的服务质量；二是外在因素，即编排规范、版面设计、出版印刷等，

内外因素相辅相成［３］。作为科技期刊的基本单元，稿件质量是影响科技期刊质量的根

本因素，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科技期刊的内涵质量。而在目前网络化、信息化时代

的大背景下，加之我国非时政类报刊全面转企改革，科技期刊要想有立足之地，制胜

法门就是做足内容，以内容为王，以内容获胜。其前提和保障正是要吸引优质稿件。

稿件质量可从科学性、创新性、前沿性以及编写水平等指标进行客观评价。科学

性是指论文观点正确、数据真实、论证充分、逻辑清晰；创新性是指论文在研究对象、

方法、理论或者结论方面有新突破，未被公开发表过；前沿性是指论文代表着学科发

展的方向和趋势；编写水平是指论文要编排规范、结构严谨、条理清晰、逻辑性强、

文字精炼，科技名词术语、公式、反应式、结构式以及图表等符合规范。稿件初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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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人员可从上述方面对稿件的质量做综合评价，也可从作者单位、学历、职称以及

基金项目级别加以辅助判断。以期刊定位为导向，关注论文的学术质量，并结合学科

的发展动态，促进水准高、有创新、有深度、实用性好的学术成果发表，充分发挥科

技期刊在科技传播中的作用。鼓励基金项目论文，尤其是国家和省级课题，侧重采用

重点大学、国家级科研机构和检测机构的论文，对优秀论文加快处理、优先发表，定

期评选出引用率高的论文。总之，高质量的科技期刊须以高质量的论文作支撑，只有

稿源充足，争取并维持足量的优秀论文，科技期刊才能避免 “无米为炊”，才能在竞争

日益激烈的形势下获得长足发展。

２　多种渠道吸引优质稿源

２１　加大约稿组稿力度

约稿是编辑人员按照选题计划向作者约定稿件、完成组稿任务的一项工作。高质

量的约稿对于保持和发挥科技期刊的学术水准和办刊特色起着关键性作用［４］。新形势

下，编辑人员必须由坐等来稿变为主动出击，主动向业内专家约稿，组织高质量的稿

件；不能局限于传统的办公室文字工作，而应该走出去，多与外面的专家学者进行面

对面的沟通交流，争取将其纳入作者队伍。通过查询维普、万方、ＣＮＫＩ等专业数据
库，及时发现学科内的前沿课题，进行选题策划并搜集在该研究领域内学术水平高、

有威望的专家进行约稿；利用网络的便利性，关注相关的国家级、省部级基金课题的

发展情况和研究进度，并向基金课题组约稿；针对本刊编委、审稿专家进行单篇约稿，

不限定题目，由专家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以及进展情况组织稿件；善于发现积极性高、

学术水平高的优秀作者，针对其近期的研究成果进行约稿。

《分析测试学报》针对自身情况也做了一系列的约稿工作，并取得较好成效。按照

实用性的办刊宗旨，针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专题策划，约稿任务实行分配制，责任具

体到每位编辑。笔者独立开展了 “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中药物多残留高通量检测

技术”以及 “现代分析技术在药物代谢组学研究中的应用”等专题约稿。专栏推出

后，约稿论文的引用率以及被关注度较高，获得专家、作者及读者的高度认可。自约

稿工作开展以来，《分析测试学报》的影响因子逐步增加，在化学类期刊的排名也稳步

提升。

２２　建立激励制度

为了增加期刊的投稿量，进而遴选出优质稿件，科技期刊可以建立适当的激励制

度，充分调动作者的投稿热情和积极性［５］。激励方式多种多样，《分析测试学报》的

具体作法有：①定期进行优秀论文评选活动，按照ＣＮＫＩ提供的引用频次进行排名，选
出 “《分析测试学报》高被引论文”；在创刊３０周年刊庆系列活动中，评选出 “《分析

测试学报》创刊３０年百篇优秀论文”。对优秀论文作者进行一定的奖励，或颁发荣誉
证书，或免费赠送纸质刊物。②利用学术论坛的平台进行征稿活动，例如，针对一年
一度的 “中国 （广州）分析测试论坛”进行征稿，凡参与该活动的作者会获得稿件加

急处理或者版面费优惠。③针对投稿量较少的月份进行 “读者回馈月”活动，参与活

动的论文可获得审稿加急处理。④在创刊３０周年刊庆系列活动中举行 “《分析测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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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ＶＩＰ招募”，ＶＩＰ读者在当年的投稿稿件可申请 “绿色通道”，并获得本刊全年纸

版期刊。以上活动的举办，有效激发了作者和读者的投稿热情，稳定了作者队伍，保

证了优秀稿件数量，也赢取了一批忠诚粉丝。

３　加强编辑工作

３１　充分发挥编辑在初审中的主导作用

科技期刊审稿一般采用 “三审制”，即编辑初审、专家外审和主编终审。初审作为

审稿流程的第一步，对于提高审稿质量、稿件以及期刊质量控制起到关键作用。这就

要求编辑要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过硬的稿件鉴别能力以及慧眼识珠的独到眼光［６］。

编辑在初审时的主要任务有：审读稿件内容是否符合期刊征稿范围；稿件要素是否齐

全；对其创新性、学术性、实用性以及编写水平作出客观评价；给出初审意见。初审

要避免误杀优秀之作，对于创新性、学术性等方面存在致命伤的稿件要毫不犹豫的退

稿，但需慎重写好退稿意见，语言上要委婉、恳切，内容上要言之有物、中肯，要给

出详细具体的修改意见，切忌空话套话，做到退稿不退人［７－８］。

有些稿件确有亮点，文稿内容不乏新观点、新发现、新成果，但在结构编排、数

据内容、文字表达、编写格式等方面尚存在不足，经作者修改完善后具有外审价值。

对于此类稿件，初审时编辑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耐心指导作者如何写好论文，如

何展现论文的亮点，通过给作者提出具体而详尽的修改意见使论文日臻完善，从而顺

利通过外审。这对于作者和期刊来说是双赢。《分析测试学报》编辑部要求编辑在撰写

初审退修意见时，要做到客观、具体、实用、富有启发性，例如：行文拖沓，表达显

得口语化，请精炼文字；前言内容过长，请突出研究意义、文章创新以及方法优势；

相关研究有不少报道，建议补充本文与已有方法的对比；实验条件优化显得面面俱到，

重点不突出，建议删掉缺乏论据的条件优化；图表要做到自明，并要结合图表等实验

结果做进一步探讨；补充实际样品分析。实际上，这类稿件通过作者的认真修改完善

后大多能够通过外审，这切实解决了优质稿源荒问题。

对于通过初审的稿件，编辑要谨慎选择审稿专家，做到有的放矢。同行专家审稿

对于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起着重要作用，选择合适的外审专家是科技期刊审稿流程中

的关键环节。编辑在选择外审专家时，要综合考虑专家的研究领域、学术水平、审稿

态度以及时间是否充足，根据稿件内容及研究领域选择对口的外审专家。并对专家的

审稿质量情况进行备注，及时更新审稿专家库。对于审稿认真、审返及时、有审稿热

情的专家进行适当激励，对于审稿能力差、时间长、无责任心的专家及时淘汰。

３２　提高编校质量

编校是科技期刊编辑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是保证科技期刊质量的关键环节。编

校是编辑人员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已录用的稿件进行精细加工修改以及校对，查

找清除稿件中的差错，发掘稿件的亮点以及潜力，进一步提高稿件质量。编校工作看

似简单、流程化，实则繁琐、责任重大，需要编辑细心、耐心，既要不放过如何一个

细枝末节，又要统揽全文。编校过程中需注意：①标准化和规范化。根据国家关于科
技期刊的标准化规定，对文稿中不合规范的地方进行编辑加工，主要包括量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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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表、参考文献、标点符号等；②全稿统一，主要包括审查各级标题序号，全
文中的数字及单位符号，名词、术语、计量单位，图表的序号等是否统一，以使全文

结构清晰、条理清楚、协调一致；③删繁就简，提高文字表达水平，主要是对多余的
内容或文字进行删除或者精简，对口语化文字修改成科学用语，做到语言精炼、文字

流畅；④改正错误，主要是纠正知识性、科学性与技术性的错误，包括改正错别字、
错误的标点符号、不规范的词句以及笔误等；⑤检查稿件中存在的学术问题，虽然外
审专家在审稿过程中已帮助发现了稿件的大部分学术问题，但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

外审专家也有可能存在疏忽，这就需要编辑在编校过程中进一步发现稿件中可能存在

的错漏的学术错误［９］。总之，编校过程需要编辑全身心地投入，不仅要对稿件框架整

体质量进行把握，而且要重视稿件点点滴滴的修改与规范，以使稿件质量及期刊质量

得到进一步提高。

４　加强编辑与作者读者的沟通及服务意识

作者与编辑的关系是编辑工作中最基本的关系，而读者则是科技期刊的服务对象。

编辑处理好与作者、读者的关系，加强与作者、读者的沟通交流及服务对于科技期刊

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１０－１１］。编辑的全方位、贴心服务，虽然可能增加了自己的

工作量，但这种增值服务更能从情感上抓住作者和读者。尤其是作者在首次投稿过程

中对科技期刊编辑部产生的心理体验和印象，将会对其以后的投稿有直接影响［１２］。好

的体验可使作者发展成为科技期刊忠实的读者和作者，并可能带动其周围的研究人员

也来投稿或成为读者。

《分析测试学报》注重编辑与受众保持良好和密切沟通，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①从作者投稿到文章发表，以及后续的邮寄稿费和纸版期刊等，编辑对每个流程都及
时跟进，并通过电话、邮箱或网络交流平台与作者保持紧密联系，使作者对稿件的处

理进度了如指掌；②快速反应，缩短论文的发表周期。论文一经投稿，编辑要在５日
内给出初审意见，对于明显不符合期刊发表宗旨的稿件更要尽早给出处理意见并及时

退稿，以免耽误作者的投稿时间；稿件每处理到一个新的进度，编辑要及时跟进，果

断处理，使作者能够尽快获知处理结果，及时发表论文；③充分利用网络交流平台，
目前我刊已开通了 ＱＱ群、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工具。通过这些网络平台，及时发布
期刊编辑部动态，免费推送电子版期刊，公布被引频次排在前列的论文，耐心解答作

者、读者的咨询和疑问，并为他们提供文献查询等帮助。以上措施的实施，作者普遍

反映我刊编辑有热心、负责任、反应快速，切实加深了期刊受众对本刊的信任和好感，

吸引了一批忠实的作者和读者群，提升了本刊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

５　结　语

稿件质量是影响科技期刊质量的根本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科技期刊的学术

质量，而编辑对于稿件质量控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日常工作中，编辑通过采取约

稿组稿、加强编校质量等切实可行的措施，有效地控制与提升了稿件质量，在解决高

质量稿源荒问题的同时，也可发展一批忠实的作者和读者群，提高科技期刊的学术影

响力。相信在广大科技期刊编辑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科技期刊必将得到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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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英文题目编校中典型问题例析

蔡卓平１，２，段舜山１，骆育敏１

（１．暨南大学生态科学杂志社，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３２；
２．广东省生态学会，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５０）

摘　要：科技论文的英文题目是论文面对国际同行的 “第一道窗口”。举例说明科技论文

英文题目编校中典型的大小写表达形式与语法错误的问题，分析导致出现这些问题的可

能原因，最后建议结合论文作者、审稿专家和期刊编辑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

关键词：科技论文；英文题目；审校；典型问题

科技论文的题目是论文内容的集中反映，其使用简单明了的词语或短句来高度概

括论文的内容与信息［１］。目前国内多数科技期刊的论文都要求有英文题目，英文题目

是否准确、简洁、规范，直接关系到论文收录、检索与被读者认可的程度［２－３］。科技

论文的英文题目出现在论文的前面，是面向国际同行的 “第一道窗口”，因此，提高科

技论文英文题目的写作规范，减少英文题目表达错误显得非常重要［４－５］。笔者近年在

编校科技论文英文题目实践中发现英文题目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现采用示例方

式归纳几种英文题目普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以期引起论文作者和期刊编辑人

员的重视，为更好地进行科技论文英文题目的写作、编校提供参考。

１　英文题目常见的表达形式

论文英文题目在书写形式上通常采用以下３种类型：①全部字母大写类型 （除了

必须小写的字母符号），例如 “ＡＬＬＥＬＯＰＡＴＨＩＣ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ＬＡＮＴＳ”；
②每个实词的首字母大写，虚词的首字母小写类型，如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Ｗａｒｍｉｎｇｏｎ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③仅题目首单词的首字母大写，其他单词的字母全小写类型 （特定单词除

外），如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单词字母大写用以指示一个句子的开头，例如 “Ｐｌａ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ｉ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或者指示一个专有名词，例如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ＦｏｒｅｓｔＰａｒｋ”， “ＵＳＡ”，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ｌｏｇｙ”，等。

２　英文题目大小写表达形式的典型错误

２１　穿插性出现单词首字母大写的问题

即英文题目不是上述提到过的３种常用类型之一，而是题目中的单词大小写混用
造成问题。例如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句子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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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ｔｒｏｇｅｎ”和 “Ｓｏｙｂｅａｎ”不是特定单词，但是其首字母却用了大写。推测主要原因是
由于作者对单词的意思没有理解透，又或者不小心，懒于拼写单词而直接从他处复制

黏贴，却未能及时修改过来所致。正确的写作形式应该为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ａｎｄｎｉ
ｔｒｏｇｅｎ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

２２　物种拉丁名首字母不大写

拉丁名是物种国际通用的名称，使用以避免一物多名或同物异名等现象。根据有

关规则，拉丁种名通常由２个单词组成，第一个单词为属名，采用斜体、首字母大写
表示；第二个单词是用于描述该物种特征的形容词，采用斜体、字母小写表示。后面

还可以再带命名者信息，但其不斜体，首字母用大写。很多作者经常忽略这一点，导

致英文题目出现错误。例如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ｌｅｙ
ｍ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当中 “ｌｅｙｍ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写作形式出现错误，正确的应该是 “Ｌｅｙｍ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又如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ａｉｔ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ｍａｉｚｅ（ｚｅａｍａｙｓｌ）ｗｉｔｈｉｎｓｅｃｔｒｅｓｉｓｔ
ａｎｃｅ”，当中 “ｚｅａｍａｙｓｌ”写作表达不规范，正确的表达应该为 “ＺｅａｍａｙｓＬ．”。

２３　化学元素不大写

按照规定，化学元素的符号可以其拉丁文 （或英文）的第一个大写字母来表示，

例如氮的拉丁文是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ｉｕｍ（英文是Ｎｉｔｒｏｇｅｎ），其元素符号为 “Ｎ”；氧的拉丁文是
Ｏｘｙｇｅｎｉｕｍ（英文是Ｏｘｙｇｅｎ），其元素符号为 “Ｏ”；氢的拉丁文是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ｉｕｍ（英文
是Ｈｙｄｒｏｇｅｎ），元素符号为 “Ｈ”。若化学元素的拉丁文 （或英文）的首字母相同，需

要补充添加一个小写字母以区分，例如碳 （拉丁名为 Ｃａｒｂｏｎｉｕｍ，英文为 Ｃａｒｂｏｎ）用
“Ｃ”表示，铜 （拉丁名为 Ｃｕｐｒｕｍ，英文为 Ｃｏｐｐｅｒ）用 “Ｃｕ”表示，氯 （拉丁名为

Ｃｈｌｏｒｕｍ，英文为Ｃｈｌｏｒｉｎｅ）用 “Ｃｌ”；硫 （拉丁名为 Ｓｕｌｐｈｕｒ，英文为 Ｓｕｌｆｕｒ）用 “Ｓ
“表示，硅 （拉丁名为Ｓｉｌｉｃｉｕｍ，英文为Ｓｉｌｉｃｏｎ）用 “Ｓｉ”表示，等。英文题目 “Ｓｏｉｌｃ
ａｎｄ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ｆｆｅｃｔ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的正确表达应该是 “ＳｏｉｌＣａｎｄＮｃｏｎ
ｔｅｎｔｓａｆｆｅｃｔ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又如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ｐｌａｎｔｓｔｏ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ａｔｍｏｓ
ｐｈｅｒｉｃｃｏ２”的正确表达应该是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ｐｌａｎｔｓｔｏ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Ｏ２”。
２４　专有名词首字母不大写

在英文中，名词可以分成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两种，其中专有名词是特定的，包

括特定的人名、国家名、地方名、单位机构名、语种、民族、会议、报刊等。专有名

词的首字母应该要大写，例如Ｊｏｈｎ，Ｊａｐａｎ，Ｓｏｕ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Ｌｏｎｄｏｎ，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Ｒａｉｌｗａｙ
Ｓｔ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ｈａｉＰａｒｋ，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
ｅｒｇｙＡｇｅｎｃｙ，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等。英文题目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ｗｏｒｋｉｎｇ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ｙｏｕｎｇｅｄｉｔｏｒｓ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中， “ａｍｅｒｉｃａ”应该修改为 “Ａｍｅｒｉｃａ”；又如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ｃｒｏｂｅｎｔｈｏ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此处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的正确表达应该为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２５　通识性名词术语缩写不采用大写

通识性名词术语的缩写需要用大写，例如 ＷＴＯ（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世贸），
ＡＢＳ（ａｎｔｉ－ｌｏｃｋｂｒａｋｅｓｙｓｔｅｍ，防抱死制动系统），ＥＳＰ（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ｇｒａ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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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稳定程序），ＥＢ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ｂｒａｋｅａｓｓｉｓｔ，电子刹车辅助系统），ＲＮＡ（ｒｉｂｏｎｕｃ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核糖核酸），ＡＴＰ（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ｔｒｉ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腺苷三磷酸），ＰＣＲ（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聚合酶链式反应），ＴＴＰ（ｔｈｙｍｉｄｉｎｅｔｒｉ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胸腺三磷酸），等。英文题
目 “Ａｒａｐｉｄｄｎａ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ｆｉｓｈ”中 “ｄｎａ”应该修改为 “ＤＮＡ”。（“ＤＮＡ”的
英文全称为 “ｄｅｏｘｙｒｉｂｏｎｕｃｌｅｉｃａｃｉｄ”，即 “脱氧核糖核酸”。

２６　特殊的表达没有使用大写

一些特殊的表达，包括表示地质时代单位 （用以划分地球历史的单位）与地层单

位 （用以划分地层的单位）的英文首字母需要大写［６］；表示英文基本定理、模型的单

词首字母要大写；ｐＨ的 “Ｈ”要大写，等。例如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此处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的正确表达应该为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英文题目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ｃａｐａｃｉｔａｎｃｅｏｆｐｌａｎｔｒｏｏｔ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ａｌ
ｔｏｎｍｏｄｅｌ”中的 “ｔｈｅｄａｌｔｏｎｍｏｄｅｌ”应为 “ｔｈｅＤａｌｔｏｎＭｏｄｅｌ”；英文题目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
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ｓｏｉｌｐｈ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ｐａｓｔｔｅｎｙｅａｒｓ”中的 “ｐｈ”应为 “ｐＨ”。

３　英文题目的常见语法错误

３１　时态运用错误

短语或者完整的陈述句均可以作为英文题目，但有作者在使用陈述句作为英文题

目的时候容易忽略英文时态规则而造成错误。例如 “Ｌｏｗ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ｇｒｏｗｔｈ
ｍｅｄｉｕｍｉｎｄｕｃｅ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由于科技论文是反映一般研究规律，因此
可以采用一般现在时来写作英文题目，但是要注意使用第三人称谓语动词，因此应该

将 “ｉｎｄｕｃｅ”改成 “ｉｎｄｕｃｅｓ”。当然，根据作者要表达或要强调的意思，也可以考虑采
用短语的形式 “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ｌｏｗ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ｇｒｏｗｔｈｍｅｄｉｕｍｉｎ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这里使用 “ｉｎｄｕｃｅ”的过去分词 “ｉｎｄｕｃｅｄ”作为引导。

３２　拼写错误或分不清词性

由于作者疏忽，单词拼写错误；又或者混淆一些意思比较接近的单词，对单词的

词性不了解，导致使用错误。例如，英文题目 “Ａ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ｂｉｏｍａｓ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作者混淆了 “ａｆｆｅｃｔ”和 “ｅｆｆｅｃｔ”的区别。两个英文
单词都有 “影响”的意思，但是前者是动词，后者是名词，正确的表达应该是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ｉｏｍａｓ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另外一种情况是作者
对拼写比较相像的单词分不清楚，错用了相像的单词。例如 “Ｐｌａｎｔｓｃａｎａｄｅｐｔｔｏｌｏｗ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ｉｎｓｏｉｌｂｙａｌｔ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ｒｏｏｔｓｙｓｔｅｍ”，作者把相像的 “ａｄｅｐｔ”和 “ａｄａｐｔ”混淆
了，正确的应该是 “Ｐｌａｎｔｓｃａｎａｄａｐｔｔｏｌｏｗ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ｉｎｓｏｉｌｂｙａｌｔ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ｒｏｏｔｓｙｓｔｅｍ”。
其他容易混淆拼写的单词还有 “ｑｕｉｔｅ”和 “ｑｕｉｔｅ”，“ａｎｇｅｌ”和 “ａｎｇｌ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ｂｒｏａｄ”和 “ａｂｏａｒｄ”，“ｃｏｎｔａｃｔ”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等。

３３　冠词和介词使用错误

由于中文没有使用冠词的概念与习惯，因此作者在英文题目中经常也忽略英文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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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正确使用。在英文中，冠词位于名词之前，是用于说明名词所指的人或物的虚词，

其中 “ａ”和 “ａｎ”是不定冠词，“ｔｈｅ”是定冠词。常见的错误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
是该使用冠词时没有使用冠词，或不该使用冠词时却使用了冠词；第二是该使用定冠

词时使用了不定冠词，而该使用不定冠词时却又使用了定冠词［７］。特别是一些固定的

短语中，不可以随意省略或添加，例如 “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不能写作 “ｉｎ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ｎ
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不能写作 “ｏｎ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等。介词也是英文题名中使用较多一类虚词，
有些介词跟动词、形容词和名词都有特定的搭配，需要按照规则使用。例如英文题目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ｉ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ｍａｉｚｅ”，此处的 “ｉｎ”应该改为
“ｏｎ”。此外，有作者经常将 “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误用为 “ｓｉｍｉｌａ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误用
为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ｉｔｈ”。

３４　标点符号错误

正确、规范地使用标点符号才能使短语或句子的结构明确，意思清晰［８］。有作者

在英文题目写作时不重视标点符号的正确用法，加上容易受中文习惯的影响，常常错

误使用。典型的是在英文题目中使用中文的顿号 （、）来分隔并列的单词或词组成分。

例如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ｒｏｏｔｌｅｎｇｔｈ、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ｂｉｏｍａｓｓｏｆｐｌａｎｔ”，
“根长”、“根直径”和 “根生物量”是题目中平行的组分，在中文中是可用顿号分隔。

但是，在英文标点符号中没有顿号，在英文写作过程中要利用逗号 （，）来分隔多个并

行的数字、单词和短语，因此正确的表达应该为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
ｒｏｏｔｌｅｎｇｔｈ，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ｂｉｏｍａｓｓｏｆｐｌａｎｔ”。

４　结束语

一篇科技论文质量的好坏，不仅取决于研究内容本身学术水平的高低，还与作者

的文字表达水平和写作规范性有关［９－１０］。英文题目是中文科技论文与国际同行沟通的

不可缺之部分，其写作表达必须符合英文科技论文的要求和规范。在实际编辑工作中，

笔者发现科技论文英文题目在英文形式和语法上都存在一些问题。迫切需要结合论文

作者、审稿专家和期刊编辑的共同努力来提高科技论文英文题目的写作规范，杜绝英

文题目的语法错误。笔者认为，英文题目出现各种错误，这与论文作者忽略英文知识

的学习，英文水平有限有关系，因此建议作者加强英文基础的学习，培养良好的写作

习惯，掌握英文题目的写作规范，重视英文题目的作用，仔细检查，多次修改、润色。

此外，建议审稿专家在审理稿件的时候，要特别加强对英文题目的审读，利用自己的

专业英文优势，及时指出论文英文题目的问题以改正。最后建议期刊编辑要积极提高

自身的科技英语水平，多参加的科技论文英文编辑培训班，了解科技期刊论文英文题

目的结构特点和写作规范。

参考文献：

［１］　杜丽，尚伟芬．生物学论文英文题名的编辑加工［Ｊ］．编辑学报，２０１４，２６（６）：５４５－５４７．
［２］　曹东．科技论文英文题名中的修饰、省略与缩写用法［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２，１４（４）：２６４－２６５．
［３］　陈庄．科技期刊论文题名字数变化趋势［Ｊ］．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３，２４（３）：５２３－５２５．
［４］　吴立航，刘伟，段桂花，等．科技期刊论文英文题名编辑加工中的若干问题［Ｊ］．编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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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应重视生物医学研究中的
实验动物的伦理问题

刘焕英，陈珊茗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广州医药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１８０）

摘　要：论述科研人员投稿中涉及有关科学研究中动物实验必须遵守的伦理学原则，即
替代、减少和优化的３Ｒ原则。分析相关文献结合编辑审稿工作实际，重点阐明编辑审查
在动物实验中涉及的伦理学问题，提出审查作用的必要性及实施方式。

关键词：动物实验；伦理学；编辑

许多医学期刊来稿都涉及到人与动物实验的伦理学问题，科研工作者在准备进行

以人体及动物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前必须通过伦理学委员会的审查。医学研究涉及到人

与实验动物的权利保护问题，具备规定资格的研究工作者，在研究阶段应严格遵守

《赫尔辛基宣言》、《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指南》、《实验动物管

理条例》、《关于善待动物的指导性意见》等伦理规则。编辑人员被称为期刊的 “守门

员”，在论文审查阶段，编辑人员对伦理学的审查起着重要的作用，审查范围包括涉及

人及实验动物的各种临床研究设计和数据。编辑人员应根据审稿专家的伦理学意见并

结合现有的法律规范，对论文的设计、研究结果进行判断并提出伦理学方面的意见。

在实际工作中，大部分涉及到人体实验研究的伦理学审查相对规范，但实验动物的伦

理与福利常被科研工作者所忽略。

国外期刊对动物伦理学的重视程度比国内高。笔者对国外期刊的１０种期刊的稿约
调查，调查的期刊的影响因子从 ３１（Ｈｕｍ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到 ３３１６
（Ｃｅｌｌ），包括ＪＡＭＡ，Ｈｕｍ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Ｄｉａｂｅｔｅ，ＢＭＪ，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ＭＡＪ，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Ｐｌｏｓｏｎｅ，Ｃｅｌｌ，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ｉｎｖｉｔｒｏ，所调查的期刊均对动物伦理学进
行了规定。笔者也查阅了中华系列杂志２００９年综合质量排名前１０位期刊的稿约中有
关医学伦理学方面的要求［１］。该１０种医学期刊对涉及以人为研究对象的试验时稿约格
式的文字表述基本一致，均要求作者提供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文件或受试对象及其亲属

的知情同意书。但涉及到以动物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只有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的稿

约提及动物研究的伦理学要求：所有研究人员需提倡人道地进行动物实验，严格遵守

动物实验的各项伦理条例。而国外杂志对动物伦理学的规定相对具体，一般有以下几

点：须符合相关动物保护法律及法规、试验需通过各种国家性、地区性或单位性动物

实验伦理委员会的批准、符合各种国际性、国家性或地区性有关动物饲养及利用指南

等等。

实验动物作为生命科学研究的关键工具，它们的伦理与福利应备受重视。

 作者简介：刘焕英 （１９８５－），女，医师；通信作者：陈珊茗；Ｅｍａｉｌ：５２４５２８０６８＠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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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评价实验动物研究是否符合伦理学原则

动物实验是医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但动物实验操作时难免会给动物造成一

定的恐惧、疼痛。实验动物伦理是保证实验结果科学、可靠的前提下，实验过程中应

顾及实验动物的伦理与福利，把动物的痛苦减到最低。目前评价实验动物是否符合伦

理学３Ｒ原则如下［２］：

１）替代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在不影响实验结果的前提下，使用没有知觉的非生命材
料替代活体动物，或用低等动物代替高等动物，用动物的部分组织器官等各种体外技

术的方法代替整体动物等。

２）减少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在科学研究中，用较少数量的动物以获取同样多的数据或
使用一定数量的动物能获得更多的数据的科学方法。

３）优化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在进行动物实验时，通过优化和完善实验程序，尽量减
少实验过程中对动物的伤害，避免、减少或减轻给动物造成的痛苦，或为动物提供适

宜的生活条件，以保证动物福利。

国际上广泛接受的３Ｒ原则，在保护动物和动物实验之间找到了一定程度的平衡。
但随着医学研究的发展，在传统３Ｒ原则基础上，提出了新３Ｒ要求，具体如下［３］：

１）责任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科研工作者在对动物进行实验时，须增强对实验动物
的伦理观念，科研工作者对人类和动物都要有责任感。

２）过程检查 （Ｒｅｖｉｅｗ），包括科研工作者对现在实验动物状态的实地检查，也包
括对前期动物实验数据的分析。

３）记录 （Ｒｅｃｏｒｄ）。科研工作者通过详细的记录，积累实验的一手原始资料。
实验动物的伦理审查机制的基本原则是减少实验动物生命过程中的痛苦，让动物

在康乐的状态下生存。目前普遍认可的动物福利是 “五大自由”即５Ｆ：①使动物免受
饥饿的自由；②使实验动物生活舒适的自由；③使动物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由；
④使实验动物生活免受无恐惧和悲伤的自由；⑤使动物表达天性的自由［４］。

目前伦理委员会审查实验动物是否符合伦理的主要依据是３Ｒ和５Ｆ，但医学期刊
编辑人员除了可以参考伦理委员会的这几个标准外，还没有具体的操作和示范。笔者

结合审稿经验及现有伦理学文献和指南，认为编辑人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评价：

①动物实验的设计或实施是否科学？例如实验动物种类的选用、动物的造模方式及实
验设计方案。②实验动物的目的、结果是否与道德伦理相违背？③是否属于国家明令
禁止的动物实验？④实验是否对人类或动物没有任何益处并使实验动物极端痛苦？
⑤对实验动物使用的新技术是否符合伦理道德？⑥活体解剖或手术时是否采取麻醉？
⑦实验是否可以减少动物不必要的处死和处死数量？

在对稿件进行评价的时候，应结合医学、伦理学及法律学方面的知识。动物实验

必须遵从伦理学原则，对不符合伦理的稿件不予录用。动物实验的研究必须具有利他

性，研究结果直接对他人有益或者今后可能使他人受益［５］。

２　编辑人员在动物实验伦理审查中的作用

尽管动物伦理学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但编辑人员应在审稿过程中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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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尚无统一标准。以下结合文献及编辑审稿工作探讨编辑人员在实验动物伦理审查

中应如何发挥作用。

２１　制定与伦理审查相关的管理制度，完善编辑部的工作流程

在期刊的管理工作中，伦理问题已得到重视。杂志的编委会、审稿专家和编辑在

关注专业问题的同时也非常注重稿件涉及到的伦理学问题。许多杂志在投稿须知中已

增加实验动物伦理学方面的要求，其内容为：所有研究人员需提倡人道地进行动物实

验，必须严格遵守动物实验的各项伦理条例。

在实际工作中，编辑部应制定相关的伦理审查制度，在期刊审稿流程中对稿件涉

及的伦理问题进行初步审查，并要求作者提供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意见。研究成果在科

技期刊上发表时，使伦理审查结果合具有法律效应，未按规定提交论文者，一律不予

发表［６］。编委会及审稿专家帮助编辑对稿件的伦理问题进一步把关。对可能存在伦理

学问题的稿件，组织相关人员，处理好稿件有关伦理学方面问题。

２２　拒绝发表违反伦理标准的研究结果，发挥期刊的导向作用

近年来，动物实验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受重视，动物实验必须通过伦理学审查才能

进行实验。尽管动物实验通过审查，但由于缺乏规范的审查程序和标准，审查人员的

伦理知识缺乏，伦理意识淡薄，伦理审查往往没有经过充分论证就出具伦理审查证明。

故编辑不能只依据审查证明便对稿件的伦理问题疏忽大意，发表不符合伦理原则的稿

件。而对一些只按照常理对医学伦理问题作简单表述的稿件，编辑须向作者详细了解

具体的操作，若发现操作违背伦理学原则，稿件不予刊载。医学期刊作为传播研究成

果的载体，编辑有责任和义务监督科学研究要合符国际伦理条例实施，发挥期刊的导

向作用［７］。

２３　编辑应具备一定的动物实验的知识，完善自身伦理审查能力

编辑要准确判断动物实验是否符合相关的动物福利伦理问题，其前提是编辑需具

备相应的实验动物知识。编辑应能够对动物实验的必要性，对实验目的、预期利益以

及对动物造成的伤害、死亡进行综合的评估进行审查，准确判断研究是否最大限度地

保证了动物的各项最基本权利，实验操作是否符合技术规程，操作过程是否遵守了３Ｒ
和５Ｆ原则。

２４　认真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文件

目前，与动物伦理学相关的法律法规有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关于善待动物的

指导性意见》，以及一些地方性的法规如 《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条例》、《湖北省实验

动物管理条例》、《江苏省实验动物管理办法》等法规。现有的法律法规是实验动物进

行规范操作的根本依据，科研人员应严格贯彻执行。编辑审查实验动物的稿件时，必

须严格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否则试验就违背伦理学原则。

总之，医学研究中的涉及的伦理问题多种多样，在不同专业上出现的问题又各不

相同，因此，编辑在处理稿件中存在的伦理学问题时，应相应提高伦理审查素养。而

这些必备素养是需要在了解实验动物背景、认识实验动物重要性的基础上，掌握医学

伦理学的基本知识，掌握审查要点，从而提高伦理审查能力，提高期刊质量，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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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期刊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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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利用影响因子提升高校学报学术质量

李永莲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３００）

摘　要：为了科学地认识和利用影响因子，对高校学报影响因子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对
高校学报影响因子整体偏低的原因进行了研究，最后就如何利用影响因子来提升高校学

报的学术质量提出了相应的策略。

关键词：高校学报；影响因子；学术质量；现状；原因；策略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教育的不断发展和改革，高校学报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本科院校基本都有自己的学报，有些知名本科院校甚至一校多刊，比如说中山大学有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中山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中山大学学报

（医学科学版）》等期刊，许多大专院校以及职业大学等也相继办起了学报。高校学报

作为展示高等教育教学、科研成果的窗口，起着推广和传播科技成果、发现和挖掘学

术思想、培养科学人才等作用。因此，高校学报的学术质量和学术水平直接关系到高

等教育教学和科研的发展问题，办好高校学报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作为期刊创新能力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期刊学术质量和学术水平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其中影响因子ＩＦ是国际对期刊学术评价的通用指标。影响因子是１９７２年美
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Ｅ·加菲尔德 （Ｇａｒｆｉｅｌｄ）博士创立，指的是某期刊的论文在特
定年份或时期被引用的频率［１］。目前常用的影响因子指的是复合影响因子 Ｕ－ＪＩＦ，是
某期刊前２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在统计年被复合统计源引用总次数与该期刊在前２年
内发表的可被引文献总量之比。可见，影响因子揭示了期刊学术思想的深度和广度，

它使得对期刊的学术质量评价由模糊变得可以量化衡量，因此受到文献检索机构、科

技信息中心以及期刊管理部门的欢迎。目前我国在职称评定、科技成果鉴定时，大部

分高校学报并未列入主要核心期刊，被 ＳＣＩ、ＥＩ等权威数据库收录的高校学报更是屈
指可数。究其原因，主要是高校学报的影响因子普遍偏低，还有是受到一些主观偏见

所致。本文就高校学报影响因子的现状以及其原因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提升高校学

报学术质量的策略。

１　高校学报影响因子的现状

１１　影响因子整体偏低

与国内科技期刊相比，高校学报平均影响因子处于下游水平。２０１２年，科技期刊

 基金项目：广东省高校学报研究会科研立项资助项目 （２０１４０３２０）；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 （ＳＫ２０１４２１）

作者简介：李永莲 （１９８５－），女，硕士，编辑；Ｅｍａｉｌ：ｌｉｙｌｉ８５＠１２６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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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影响因子是０４２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的平均影响因子是０４０５，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的平均影响因子是０２５０（因为高校学报的版本较多，但是人文社科版和
自然科学版所占比例较大，所以本文取这二部分数据进行比较）［２］。２０１３年，科技期
刊的平均影响因子是０４８９，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的平均影响因子是０４３１，大学学
报 （人文社科）的平均影响因子是 ０４００［３］。与国际期刊相比，更是远远落后。如
２０１４年Ｎａｔｕｒｅ的ＩＦ是４１４５６，２０１４年Ｓｃｉｅｎｃｅ的ＩＦ是３３６１１，而ＣＡ－ＡＣａｎｃｅｒＪｏｕｒ
ｎａｌ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ｉａｎｓ的影响因子更是高达１１５８４。

１２　平均引文比高于国内期刊

与国内科技期刊相比，高校学报平均引文比较高。２０１２年，科技期刊的平均引文
比是７０１，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的平均引文比是１２４４，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的

引文比是１１５５［２］。２０１３年，科技期刊的平均引文比是１１３３，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

的平均引文比是１３２５，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的平均引文比是１３５３［３］。

１３　可被引文献总量偏低

与国内科技期刊相比，高校学报可被引文献总量非常低。２０１２年，科技期刊的可
被引文献总量是３５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的可被引文献总量是１６０，大学学报 （人

文社科）的可被引文献总量是１５６［２］。２０１３年，科技期刊的可被引文献总量是４０１，
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的可被引文献总量是１４６，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的可被引文

献总量是１５０［３］。

１４　基金论文比例高

与国内科技期刊相比，高校学报基金论文比例较高。２０１２年，科技期刊的基金论
文比是０２２９，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的基金论文比是０７０２，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

的基金论文比是０５２１［２］。２０１３年，科技期刊的基金论文比是０６５１，大学学报 （自然

科学）的基金论文比是０７１６，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的基金论文比是０５［３］。但是影
响因子的大小并不完全取决于基金论文比例的多少。

２　高校学报影响因子偏低的原因

２１　优质稿源流失严重

目前，无论是高校 （含高职院校）还是科研院所，无论是科研考核还是职称评聘

还是基金项目申请还是院士评审等，都非常重视和强调论文是否被国际三大检索系统

（ＳＣＩ、ＥＩ、ＩＳＴＰ）收录，是否发表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如果论文被三大检索系统收
录的作者，高校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精神上也会重奖，而且大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都

制定了各种措施用以推动本校教师和研究人员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论文；有些高校

和科研院所直接要求本校教师和研究人员每年的科研任务需要在被国际三大检索系统

（ＳＣＩ、ＥＩ、ＩＳＴＰ）收录的期刊发表多少篇论文，而职称评审的文件更是明确规定在国
内外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应有多少篇以上［４］。如此，使得大量优质论文首选投

给被三大检索系统收录的期刊或者北大中文核心期刊，比如，２０１３年，ＳＣＩ数据库收
录的我国科技论文 （只计算中国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占世界份额１１９％，比上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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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２３９％，其中８２７７％来自高等学校［５］。除了权威的高校学报，其余高校学报收

到的来稿大多是二三流稿件。

２２　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较少

尽管近年来，我国某些科研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

在高等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投入与所占比例都偏低，我国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的科学技
术研究与发展经费内部支出分别为１０４３２亿美元、１３４４５亿美元、１６３１６亿美元，
占ＧＤＰ的比例分别为１７６％、１８４％、１９８％，而美国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的科学
技术研究与发展经费内部支出分别为４０９６０亿美元、４２９１４亿美元、４５３５４亿美
元，占ＧＤＰ的比例分别为２８３％、２７７％、２７９％［６］。这就直接导致从源头上我国的

科技实力无法与发达国家在同一 “起跑线”，结果产生较大的差距。具体表现为：具有

创新和突破的科研成果较少，无法产出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另外，我国除了９８５、２１１
院校，大部分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由于办学层次较低、定位不高、办学规模较小，国

家的投入更少，而且科研技术人员的能力较差，科研水平就更不用谈了。

２３　作者的引文倾向偏颇

影响因子的高低取决于被引频次关系，被引频次越多影响因子越高。同语种期刊

间被引频次的概率较高，在国际科学技术交流中较为通用的语种是英语，而且 ＳＣＩ和
ＥＩ期刊库中多为英文期刊，中文期刊较少。因为语种的问题，妨碍世界其他国家的科
技人员了解我国的科研成果，妨碍我国期刊被国外检测系统收录，妨碍被国外作者广

泛引用［４］。因此，影响因子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国内期刊和国内作者的引用。但是，根

据我国高校学报的引文统计分析，作者在引用参考文献时往往有以下倾向：偏爱引用

外文文献、核心期刊文献、名人的文献，表明其研究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导致是大

部分高校学报引文数少，影响因子总体偏低。

２４　高校学报的知名度较低

除了被ＳＣＩ、ＥＩ等收录的高校学报或者知名度比较高的高校学报为大家熟知，如
《中山大学学报》、《华南理工大学学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大部分高校学报发行

范围偏窄，影响力不大。更为突出的问题是，高校学报过分强调其 “综合性”，成了

“拼盘式”的学报，栏目杂而全，缺乏特色，无法体现优势；“刊发的论文涉及学科、

领域众多，貌似综合性，但缺乏内在联系，缺乏前瞩性”［７］，其结果是高校学报因办刊

特色不鲜明、学科优势不存在，定位不清晰，知名度很低。

２５　高校学报的出版时滞较长

影响因子与论文的出版时滞密切相关，期刊出版时滞越短则越容易获得高的影响

因子，因为发表时间早的论文有可能会更早被引证而且更多地被引证，产生较大的影

响，那么影响因子自然就高。但是期刊的出版时滞较大，则可能出现引文文献老化，

从而降低影响因子值。众所周知，高校学报大多数为双月刊，有部分甚至为季刊，月

刊和半月刊较少，这与专业期刊相比，出版时滞长，不利于影响因子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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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提升高校学报学术质量的策略

３１　争取高质量的稿件

（１）严格执行审稿制度，把好学术质量关。学术质量是期刊的生命，在稿件处理
过程中，要严格执行三审制。第一，收稿：编辑要做好稿件的初选。杜绝 “人情稿、

关系稿”，从源头把控质量。第二，审稿：审稿专家要找准找对口，确保对稿件的学术

质量进行筛选和把关。①专家的学术水平学术造诣较高，一定要比作者的高，熟悉本
学科、本领域的学术发展新动态，“能就稿件的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和导向性给予

明确的结论”；②专家有较强的责任心而且细心；③全面实行双向匿名的专家审稿制
度，要避免同单位之间、熟人之间审稿，本单位的稿件请外单位专家进行评审［８］。第

三，终审：主编要对稿件的学术质量做最后的审定和核查。

（２）发挥编委会的职能作用。编委会成员大都为高校各专业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发挥他们在院校的学术带头作用，特别是在推荐并吸引高质量稿源上发挥他们的重要

作用。一是每期出刊前，请编委为学报提供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学术新动态，为学报

推荐优质稿源。二是利用他们与同行专家联系密切的优势，由他们向同行专家发出稿

约，或者推荐创建性、前瞻性的优秀论文。三是帮助刊物对重要文章
"

重要作者进行

约稿。四是要求每位成员每年至少在学报上发表１篇学术论文。

３２　以制度保障优质稿件

（１）管理部门制定合理的科研考核制度。目前基本所有高校对在国内外权威期刊
发表的老师或获得基金资助项目的老师进行奖励，那么也以考核制度要求校内老师为

学报的发展做一点奉献，尽可能地使高质量的稿件减少外流。比如，要求学术水平高

的老师每两年或每年在学报发表高水平论文１篇；基金资助项目的结题必须在学报发
表论文１篇；在本校学报发表的论文，科研奖励较其他同级外刊要高［９］。

（２）利用 “优稿优刊优酬”来吸引优质稿件以及高职称高学历作者投稿。对于优

质论文不但安排优先发表，而且有丰富的稿酬［１０］，现在国内很多学报都采用了这种方

式，比如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等，充分利用政

策导向吸引优质论文，提升了学报的学术质量，进而提高学报的影响因子。

３３　提高学报的 “名气”

（１）深入研究学报影响因子，提高学报的被引频次。高校学报编辑部要深人进行
研究学报影响因子，对学报的学术水平作出科学、定量、客观的评价，认识到自身的

“薄弱处”，做出可行的调整措施，逐步提高被引频次，尤其是他引总引比，进而提高

影响因子，但是要控制自引率过高的不良现象。

（２）提高学报的显示度。若某种期刊越易得到，被广大的读者阅读的机会就越高，
如果学报本身的学术水平高，被读者引用的机会概率就大，那么期刊的影响因子提高

的机会就越大［８］，所以提高学报的显示度和易得性非常重要。可采用如下措施：①提
高学报的发行量，主动给相关专业、领域的高校图书馆、院系、科研机构等邮寄赠阅，

提高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科研人员对学报了解。②加入国内外的各种检索系统，比
如我国科研人员常使用的中国知网、重庆维普数据库等，国外的 ＳＣＩ、ＥＩ、ＩＳＴＰ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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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系统。③善于利用数字化技术，创建学报网页或开通微博、微信、ＱＱ群等，可通过
这些网络平台展示学报获奖情况、发稿情况、征稿启事等等，扩大学报的影响力和显

示度。这样，通过印刷版、电子版、网络版并存的形式争取一刊多版展示学报，提高

显示度。

（３）加入行业学会，加强与其他编辑部的交流，做好学报的宣传。①主动加入相
应的行业学会，比如广东省高校学报研究会、广东省科技期刊学会、中国高校科技期

刊研究会等等，积极参与它们组织的学术活动，通过竞争提高学报的学术质量、交流

来扩大知名度。②主动与其他编辑部联系交流，尤其是办刊好的高校学报编辑部，学
习借鉴他们的优秀办刊经验，促进自身发展，同时也能宣传自身。

３４　缩短学报的出版时滞

（１）缩短刊期。现在很多专业期刊通过更改刊期来缩短论文的出版时间，以吸引
优质稿源，高校学报可以效仿，比如，月刊更改为半月刊，双月刊更改为月刊，季刊

更改为双月刊或月刊。但是高校学报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稿源情况来调整［１１］。

（２）缩短审稿周期。对于新来稿，编辑人员要保证稿件的审稿流程快速 “运转”

起来，及时做好登记、初审、送审、终审等工作，对于超过审稿时限的专家要及时催

稿或者更换审稿专家，对于需要审稿后需要退修的稿件一次性把所有问题罗列出来，

避免二次退修。

（３）加入数据库的 “期刊优先数字出版平台”。优先数字出版平台是数字化出版

的一种创新形式，以印刷版期刊录用稿件为出版内容，将已达到期刊正式出版水平的

论文定稿后，在正式印刷出版之前用数字出版的形式通过互联网、手机等数字化媒体

在网络上在线优先发表，这样可明显缩短出版时滞。近年来，国际上许多著名的期刊

和出版社都出版了优先数字化出版期刊，如 《Ｎａｔｕｒｅ》创办了ＡＯＰ，《Ｓｃｉｅｎｃｅ》创办了
《Ｅｘｐｒｅｓｓ》。

３５　加强编辑的素养

高素质的编辑人才是高校学报学术质量和影响因子提高的基本保障。在数字化出

版时代的今天，编辑不但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还要求必须具备创新素

质、信息素质等，才能为读者提供最新、最有价值的科技成果。因此，一是学报编辑

要按照国家要求拿到责任编辑证，在这过程中认真学习期刊出版的编排标准和规范以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更要树立 “终生学习”的理念，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二

是单位应安排编辑人员参加业务培训以及各类编辑学术会议，让编辑人员不断了解编

辑领域的新动态、新知识。三是编辑人员必须加强对编辑学、出版学的专题研究，撰

写相关的学术论文，成为在读者、编者、作者三重角色能自由转换的学者，以便可以

就某一领域的学术前沿和发展趋势给出基本看法。

４　结　语

近年来，虽然高校学报努力在提升自己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因子，但是与专业期刊

的发展态势相比，除了小部分的高校学报改革小有成绩，大部分高校学报仍然面临着

许多困难。因此，科学认识和利用影响因子提升高校学报学术质量是必要和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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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Ｒ营销理论与学术期刊网络营销策略

温优华

（韩山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东 潮州５２１０４１）

摘　要：网络营销正在发展成为现代市场营销的主流，目前我国学术期刊网络营销陷入
尴尬境地，对网络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很低，网络资源在营销活动中的巨大优势与深厚潜

力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学术期刊网络营销特点适合应用整合营销４Ｒ理论，整合营销理
论为弥合学术期刊与读者需求之间的间隙提供了可能。通过４Ｒ理论与现代网络化和数字
化营销平台相结合，实施学术期刊市场营销。提出以读者为中心，为读者服务，降低读

者成本，便利读者，满足读者需求，及时与读者互动与沟通，回报读者，建立关系营销，

从而达到营销目的，使期刊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最大化。

关键词：学术期刊；整合营销；４Ｒ理论；网络营销

数字化带来的全新技术和出版理念的变革，已渗透到出版业的各个环节，相对学

术期刊而言，不管是在媒体形式还是读者的需求上都发生了变化，“网络生存能力将是

竞争的焦点，网络传播利用将是常用的手段，网络传播应对将是工作的内容，网络环

境规范将是创新的重点”［１］。网络技术的发展，促使传统学术期刊的内容优势与数字技

术相互对接融合，以实现跨媒体发展，学术期刊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由于我国部分

学术期刊办刊定位不准，缺乏读者本位意识，市场营销观念相对落后，对网络营销不

够重视，网络资源的开发还比较薄弱。不过期刊界已经开始重视网络营销研究，针对

学术期刊发行量小、经济效益低、利用率低、时效性差等特点，对网络营销的可行性

进行了探讨［２－３］，但如何整合资源，根据读者需求来开发资源，还没找到切实可行的

方法。据此，笔者对我国学术期刊网络营销现状进行分析，引入４Ｒ整合营销理论，使
其与现代网络化和数字化营销平台相结合，根据读者的特点和需求，寻找更有效的营

销策略。

１　我国学术期刊网络营销现状分析

网络营销是２０世纪末出现的市场营销新领域，是企业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以
计算机网络为媒介和手段而进行的各种营销活动的总称。网络的普及使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络营
销正在发展成为现代市场营销的主流。就目前而言，我国学术期刊对网络资源的开发

利用率很低，网络资源在营销活动中的巨大优势与深厚潜力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我

国学术期刊主办单位主要是学校，科研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研究机构和学术机构，在

运行机制和经营方式上还是计划时代的思维，学术期刊普遍规模小、实力弱，对技术

的开发和建设投入还不够。由于专业性强，许多学术期刊的发行仅限于学术单位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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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流、大型数据库的收录、各大图书馆的馆藏等，订户比较少。营销方式上还沿袭

过去传统的模式，独立经营生存能力弱，问题重重，有待于体制创新、营销模式的创

新。

１１　读者意识薄弱，经营形式单一

大多数学术期刊更多考虑如何经营版面为作者服务，使之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

较少考虑读者的需求。虽建起了自已的网站，贴上了网络化、信息化的标签，但大部

分期刊社网站信息简单、陈旧，几乎由纸质的 “千刊一面”转变成 “千网一面”，无

重点、无特色、个性理念、读者定位等宣传不到位。多数已建网站、网页的征订设计

形同虚设，支持在线订阅、在线支付的网站凤毛麟角。如王景周、黄建军［４］对广东省

３６种科技核心期刊网站互动性现状进行调查发现，３６种具有稿件远程处理系统的广东
省科技核心期刊只有 《护理学报》设有 “期刊论坛”版块，但是点击其论坛后无法链

接，其他期刊网站中没有发现论坛或 ＢＢＳ模块。李若溪等［５］以 ＣＮＫＩ收录我国学术期
刊８１６９种进行抽样调查，抽出２０５种期刊样本，通过样本调查发现，自建网站的比例
２０１２年为５９５％，大多数网页内容贫乏、页面空置，更谈不上服务功能了。刘锦宏
等［６］２０１３年对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２０１１年版）》收录的１９８２种核心期刊进行
调查发现，建有独立网站的核心期刊约占核心期刊总数的６４５％，占６１％的核心期刊
采用了在线编审系统，６４％的核心期刊提供免费摘要；自科类期刊有２５％提供免费全
文阅读下载，社科类只有３％；其中社科类期刊均没有在相关网站在线销售数字版，自
科类期刊数字版在线销售也较少，价格相对便宜。大部分期刊出版的周期过长也严重

制约了科研成果的及时传播，同时又严重影响了期刊出版发行的良性发展，最终使期

刊的受众极不稳定。与大型数据库合作纸质翻版型仍是大多数，还处于 “媒体搬家”

形式。

１２　互动功能弱，传播功能缺失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数字技术使生产方式和传播技术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传播

渠道向受众传递着海量信息资源，学术发布成果的渠道日益多样化，学术期刊发布的

核心地位受到挑战。目前学术期刊分散经营、单打独斗、无序竞争、产业发展环境混

乱等都阻碍着期刊产业的发展，部分学术期刊内容支离破碎，对于学科前沿和概貌呈

现方面还非常欠缺，学术传播功能缺失。学术期刊的网站点击率低、资源整合能力差；

各种信息反馈不及时；缺乏作者、读者、出版者之间直接沟通的窗口；缺乏个性化服务

信息平台和窗口；缺少与其他媒体对接与互动的能力。

１３　出版盈利模式老套，观念落后

学术期刊大多数通过邮局发行，多至不过千册或者更少，如此少的发行量，广告

收入也很少量；部分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一定数量的版面费为弥补办刊经费的不足；有

些刊物有一定的赞助，但也很微薄；与大型数据库合作，收入甚微，甚至是白送。网

络技术的变革，网上支付手段逐渐走向成熟，这是网络营销具有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对于学术期刊而言，无疑提供了新的盈利和发展空间，如点击付费、下载付费、网络

广告和网上订购、信息检索等，而且范围广泛，受众面宽。



２０１５ 温优华：４Ｒ营销理论与学术期刊网络营销策略 ８７　　　

２　学术期刊网络营销与４Ｒ整合营销理论的契合

２１　网络营销与４Ｒ营销理论

期刊网络营销是把互联网作为基础手段营造网上经营活动的方式，为读者提供有

价值的精神文化产品。传统学术期刊往往注重 “内容为王”，而忽视传播渠道，根据

“短板理论”，数字变革时代，学术期刊内容的板块和营销渠道的板块应该完美结合，

才能产生最大的竞争力， “内容”和 “渠道”两者缺一不可，哪一板块短了都不行。

网络营销不但具有成本优势、价格优势，而且覆盖面广、便捷 、即时、交互和多样

化，期刊网络营销的优势和巨大潜力需要发挥出来。唐·舒尔茨 （ＤｏｎＥ．Ｓｃｈｕｈｚ）在
４Ｃ整合营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４Ｒ营销理论，４Ｒ理论的营销四要素：关系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反应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关联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ｙ）、报酬 （Ｒｅｗａｒｄ），该理论的最大特点
是以竞争为导向，以消费者为核心重组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综合协调地使用各种形

式的传播方式，以统一的目标和统一的传播形象，传递一致的产品信息，实现与消费

者的双向沟通。４Ｒ营销提出了如何建立关系、以关系营销为核心，注重企业和客户关
系的长期互动，重在建立顾客忠诚，长期拥有客户、保证长期利益的具体操作方式，

这是关系营销史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根据４Ｒ营销理论，学术期刊为了获得和消费者
双赢和互动，运用优化和系统的思想去整合网络营销，通过关联、关系、反应等形式

与消费者形成独特的关系，与消费者的沟通中，统一运用和协调各种不同的传播手段，

使不同的传播工具在每一阶段发挥出最佳的、统一的、集中的作业，目的是协助品牌

建立起与消费者之间的长期关系。以成本的最小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和回报，以快

速地树立自身的产品品牌形象，达到营销目的。

２２　与４Ｒ营销理论的契合

网络传播环境下，学术期刊营销的产业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读者的需求已

趋向多元，营销技术特别是数字化技术的更新层出不穷，如何满足不同类型读者的需

求并与之进行有效沟通及与其它媒体互动以更有效地传播，是学术期刊面对的重要课

题。如果不能持续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便很难生存与发展，解决学术期刊面临的这一

难题，整合营销理论十分适用。

首先，整合营销理论为弥合学术期刊与读者需求之间的间隙提供了可能。我国学

术期刊长期以来依托于高校和一些科研机构，着重于其社会效益，不参与市场竞争，

不以营利为目的，为我国学术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然而，目前，由于计划思维的

原因，编辑在充当组织者角色时，市场的色彩淡化了，许多学术期刊仍然封闭式办刊，

致使 “同质化”严重。读者意识、市场意识、服务意识淡薄，重要的原因是没有随着

学术期刊环境的不断变化，进行读者定位创新。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整合营销理论

为弥合它们之间的间隙提供了可能。期刊可以通过顾客市场调研，获得数据统计，并

关注期刊与顾客的关联度，与读者及时互动，注重关系营销，运用网络营销战略和手

段。随着网络传播的发展，期刊需要开展分众化经营，这就要求期刊通过网络技术，

有意识地运用选题策划等手段，随时随地挖掘创新性的选题，发现并选择营销服务信

息，生产出符合读者需求的优质产品，并对内容进行优化和组合，最大限度地吸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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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保持有效沟通，满足读者需求。

其次，期刊的发行模式契合整合营销理论。现代市场中的学术期刊营销不单单是

将期刊销售出去、获取利润的过程，还要将读者置于中心地位，考虑是否能通过延长

产品价值链降低读者的付出成本及其是否给读者提供了最大便利、提供最好的服务。

互联网的发展为实施网络营销提供了技术支持，期刊存在的意义在于传播科技成果，

期刊具有知识特征，这种产品更易于电子化。通过网络，客户可以方便、快捷的阅读，

并下载相关材料。网络的手段有助于提供个性化的营销服务，能有效降低运营成本，

有利于科技成果的传播与转化，总之，这些特点适宜于实施网络营销。

３　学术期刊的整合网路营销策略

从整合４Ｒ营销理论的四个基本要素来看，学术期刊首先应把满足顾客放在首位；
通过关联、关系、反应、回报等形式建立与客户独特的关系，与顾客保持互动，长期

拥有客户。学术期刊编辑应以学术为根本，通过网络技术，进行资源整合，开拓营销

途径，使编辑从信息整合者向用户整合者转变，使信息资源深度开发。

３１　以读者为中心，通过关系营销

首先，加强关系营销，明确读者定位。学术期刊的内外部环境由多重要素构成，

营销是通过这些要素关系相互作用而产生，其中 “消费者市场”是广大的读者；“供应

商市场”是广大的作者；“分销商市场”是一些检索机构和收录机构等；“内部市场”

是编辑部内部和编委会等；“影响者市场”是上级管理部门和各学术协会和团体；“竞

争者市场”是其他期刊［７］。这６个 “市场”当中，读者、作者、编辑和审稿专家之间

的关系是学术期刊的主要关系，其中读者关系即消费者市场是核心关系，应加强关系

营销，努力满足各方需求。明确读者定位，读者的需求是营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

读者的需求来决定期刊的选题、组稿和策划等一系列工作，生产出适应读者有用 “精

神食粮”，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学术品牌，并发展与读者之间的长期关系。

其次，利用网络加强期刊网站数据库建设，细分期刊读者市场，从读者被动适应

期刊的单一的生产和营销模式，转向使读者主动参与到生产和营销过程中来。注重运

用数据挖掘技术，利用微博、微信、读者邮箱、读者论坛等了解读者对产品的评价及

意见，建立读者数据库。完善服务数据库等相关期刊信息数据库，如科研信息、审稿

人、作者、读者及他们的反馈意见等信息，这是实施生产和网络营销的第一手资料。

３２　降低读者成本，为读者提供更多的便利

首先，完善网络出版，开发数字集群产品，提升多媒体信息整合能力。完善纸质

期刊网络版的发布，通过期刊网站免费或者点击付费，扩大期刊的影响力。发展电子

期刊，对传统期刊的内容进行分析、加工和整合，开发数字集群产品。并寻求合作平

台，拓展传播渠道，打破传统的信息加工模式。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海量的信息汹涌

而至，读者更需要简约精要的信息产品，以使更加经济节省，更加富有效率去了解信

息。因此，根据多种媒体的特征，加强内容的深度开发，不但为有显性需求的读者服

务，而且也能够激活更多潜在读者的需求［８］，注重用户体验式需求，根据受众的信息

需要和信息接受特点制定相应的网络营销形式，变 “编辑体验”为 “用户体验”。如



２０１５ 温优华：４Ｒ营销理论与学术期刊网络营销策略 ８９　　　

根据用户阅读时间、习惯、方式，以及其对信息内容与媒介形式诉求，有目标地对信

息进行筛选与定向投放［９］。对于浅阅读的读者可以通过手机等简短的信息推送，有深

阅读需求的读者群则可以通过微博、邮件、按需出版等方式服务。

其次，延长产业价值链以降低成本。信息资源日益丰富的媒体环境中，对多媒体

资源进行整合，系统化地整理零散碎片化的信息，增强学术期刊的网络报道和信息推

送功能，确保学术期刊创新信息能及时搭载传播媒介推向社会，降低读者的付出成本

及给读者提供最大便利。在网络浅阅读或者深阅读背后提供一系列的解析和导读，从

多个角度展示新的理论思维，展现新产品。学术不应该是少数文化精英的专利，应该

把学术研究与公众的关注和参与之间架设起一座桥，传承、沟通、弘扬、普及，让学

术更好地走向社会，促进社会进和发展［１０］。对于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可以利用文字、

图片、音频、视频多方位开发，充分利用不同终端的优势，实现内容增值，延伸传统

出版的价值链。期刊延长产业价值链应主要采用以下三种模式。一是系列化延伸模式。

这是指在同一媒介层次上延伸。这种延伸模式以有效利用原有的优势资源为基础，可

以迅速扩张规模，满足细分市场需求。二是跨媒体延伸模式。这是指向其它媒体进行

延伸与整合。跨媒体延伸是媒体融合趋势下迅速扩大媒介经营范围和规模、多渠道销

售媒介产品的主要路径。三是跨行业延伸模式。这是指媒介企业资源联结已经超出了

行业本身，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找有助于做大做强的机会与资源［１１］。从而找到降低读者

成本的途径。如知名学术期刊 《科学》主张不但要发表最好的学术论文和报道最新科

学信息，还要帮助青年科技人员了解今后１０年的科学发展动向，通过与其他媒体互补
来增加内容附加值。

３３　提供多元的服务，实现双赢

首先，对网站的功能进一步完善，为读者提供多样化服务，如开通引文链接、文

献检索、各种查询等功能。设置期刊导航，巩固期刊与客户的关系。如 “互助”式链

接，也应创造条件与关注度较高的商业网站建立 “扶贫”式链接。通过网站之间的链

接，实现资源互补、相互宣传，共同赢得消费者的信赖。关注其他媒介发布的新闻，

链接各个重要研究领域的网站和行业技术网站等，及时链接、摘抄、转载相关的专业

科研信息，定期通过网站或其他传播路径发布与期刊相关信息。４Ｒ理论从着眼于短期
利益转向重视长期利益，从管理营销组合转向管理企业与顾客的互动关系，学术期刊

通过导航来展示期刊的内容、传递最新的行业资讯，让客户借助网络新媒体这个免费

平台积极主动参与进来，以吸引客户关注。

其次，提供专业信息资讯。传统的学术期刊，以 “专业学术”为核心内容，其内

容的新闻性、学术性、知识性、实用性和资料性都还远远没有开发出来。而且单打独

斗的 “作坊式”很难开发出其价值链，国际上大的出版机构如斯普林格等都是通过不

断地提高内容的附加值而取得发展空间。所以编辑要善于凭借自身的信息分析，将具

有前瞻性、探索性和先导性的学术信息进行整理，及时通过网络等媒体为读者发布导

向性的学术信息，提供深层次的专业信息资讯。通过网络平台找准内容定位，加强资

讯功能建设，资讯平台建设应力求符合科研工作和实践领域对科技信息的需求，力推

科研信息的微传播，引领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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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与消费者互动的沟通

首先，利用新媒体互动，建立微互动平台，实施微博、微信营销。抓住受众的关

注点，开辟讨论区、论坛、意见栏等网上自动服务系统等方式来开展咨询，这样用户

对自己的兴趣内容和反馈意见也能及时发布和传播。借助微博 “碎片化语言”和 “浅

阅读文本”的特点构建微博出版和阅读平台，并采用 “期刊网站汇聚内容 ＋期刊微
博引导流量”的运营模式［１２］，增强期刊网络窗口的信息互动能力。微信的个性推送、

朋友圈共享和保密性等特点也为期刊业提供了新的营销推广道路。期刊充分利用这些

社会化媒体的特性，与读者零距离接触，助推科研微信息的渗透与传播［３］，建立消费

者与品牌之间持续的价值交流，增加用户订阅量，拓展推送信息的广度和深度。

其次，新媒体环境中，学术期刊可结合自传播模式与微传播模式，融入到对应的

学术关系网，建构虚拟学术社区。通过互动平台，将作者与作者、作者与审稿专家、

团队与团队的关系映射到网络，缩小学术共同体的时空距离与心理距离，增强知识创

新主体与接收主体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激发共同体之间的交流与对话；通过微传播使

优秀的学术成果能迅速地在自传播网络中扩散，促进学术交流和讨论，催生新的研究

成果生产［１３］。

网络全球化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期刊网络化和网络营销是其发展趋势。市场营销

４Ｒ理论可以为学术期刊编辑工作提供有益的启示，学术期刊应充分利用网络营销的各
种手段，积极探索适合于自身持续健康发展的网络营销模式，以实现学术成果的更快

速有效地转化，使其经济和社会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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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科技期刊组稿约稿策略

周启动，吴惠勤，龙秀芬，盛文彦，丁　岩，谭幸谊，宾仁茂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 分析测试学报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０７０）

摘　要：学术质量是期刊赖以生存的根本，刊发高质量的论文是期刊生存发展的关键，
刊发高期刊稿件的质量直接影响期刊整体质量和影响力。因此，科技期刊建立一套完善

的组稿约稿策略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针对目前常见的组稿和约稿策略进行了讨论研究，

以期为编辑工作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科技期刊；组稿；约稿；策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科技期刊向信息化、

数字化的方向发展，国际化和网络化成为主流趋势，科技期刊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发生

了重大改变，受到国家化评价方法的约束和引导，刊发优秀的论文成为期刊发展的关

键。

目前，期刊稿件的来源主要有自由投稿、组稿、约稿等，但编辑界已越来越重视

组稿和约稿对于期刊稿件质量以及提升期刊学术水平的重要性［１］。组稿是一项极其科

学性、创造性的编辑活动，编辑若能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办刊宗旨，

择优组织高水平、高质量、高影响力的论文集中发表，这对于提高期刊影响力将有着

显著效果［２］。为此，笔者对目前科技期刊中采用的组稿和约稿策略进行了简单探讨，

以期为编辑工作者提供参考。

１　组稿策略

１１　邀请编委组稿

科技期刊的编辑委员会 （简称编委会）是期刊编辑出版工作的学术指导机构，对

科技期刊编辑出版起指导、监督和咨询作用，其主要职责是把好期刊质量关。科技期

刊的编委一般都是在行业内或研究领域内有着卓越贡献以及成绩的科研带头人，对所

从事的研究领域有着较高的了解，对其研究前沿课题及热点方向亦非常熟悉，因此，

邀请编委组稿，是提高期刊稿源水平的有效措施之一［３］。

随着科技发展，科技期刊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特别是对于稿源的竞争，因此，

通过编委会进行组稿，对提高刊物质量、扩大刊物影响力显得十分必要，并且可行有

效。

１２　邀请专家组稿

编辑在组稿时，需要做充分的工作准备，首先应了解行业的前沿热点及从事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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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科研专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寻找行业知名专家。

（１）围绕国家重大科技项目［４］：每年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都是经过反复论证、多

级评审筛选后确定的，这类研究是当前急需解决并具有发展应用前景的焦点、难点问

题，具有较好的创新性和引导性，这些项目的科研成果一般都由科研论文表现出来，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创新意义，发表后亦会获得较多的被引次数，非常有利于提高

和扩大期刊的影响力 （主要表现在期刊影响因子的上升）。

（２）与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合作：目前，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开展，重点围绕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地方经济

发展战略的关键性科技问题，是国家科技创新平台，代表着学科的发展方向，这些重

点实验室每年产出大量的科研论文，在相关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深入了解这

些重点实验室从事的研究方向，与其保持密切的联系，通过相关渠道在省部级重点实

验室中进行组稿是提高科技期刊影响力的另一重要手段。

（３）锁定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是指由国家标准化主管机构批准发布，对全国经
济、技术发展有重大意义，且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标准。国家标准是在全国范围内统

一的技术要求，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编制计划，协调项目分工，组织制定

（含修订），统一审批、编号、发布。国家标准又分为强制性国标 （ＧＢ）和推荐性国标
（ＧＢ／Ｔ），其制定者往往是国内外权威科学家，在相关领域及行业内有着较高的学术影
响力和高瞻远瞩的观点，其对学科的发展有着引领和促进的作用，同时，他们往往还

是许多科研项目的评审专家，他们的稿件亦极具影响力，因此，向这些国内的知名专

家进行组稿对提高科技期刊高价质量、扩大期刊影响力有着重要意义。

１３　针对热点组稿

近来，全球重大事件日趋频繁，由于这些国内外重大事件能够在一定时间范围内

引起广泛关注，科技期刊因其本身的特殊性，在面对公共突发事件事情必须有所作为，

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通过对重大事件注入科技元素，出版特刊或专刊，对突发事

件蕴含的科技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新闻性，同时也对于科技期刊

延伸品牌效应、扩大期刊影响力有着重要作用。如笔者所在 《分析测试学报》在如三

鹿奶粉、地沟油、酸奶明胶等相关国内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后均进行了相关研究领域的

组稿工作，获得了较好的成效。

２　约稿策略

约稿是编辑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约稿的结果体现了编辑的专业素养和公关能力，

也是编辑综合能力的一种具体体现［５－８］。本文就约稿进行了简单的讨论。

２１　选　题

选题是编辑通过搜集相关资料构思形成周密的方案，明确约稿思路，是约稿成功

与否的关键。约稿的选题主要建立在编辑大量筛选有效信息和统计数据的基础之上，

因此编辑对于数据的筛选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９］。编辑可以根据最近几年的国家科技

项目审批情况、已发表论文的被引情况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再结合期刊自身的办刊

宗旨和特色，对学科研究前沿进行检索、了解选题已有论文的发展确实，估测选题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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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的难易程度等。编辑通过数据筛选和选题优化后，尽可能的选择立意新颖、内容丰

富、读者感兴趣的选题。

２２　确定约稿对象

在遴选约稿对象时，首先要确定目标的一致 性，专家的主要目的是让自己的成果

发表以供同行 交流，期刊社编辑的目的是希望利用作者论文中有 价值的信息，产生一

定的行业效益，两者共同担负着促进学术交流的使命［１０］。约稿对象的确定可以采用以

下方法。

（１）向编委约稿：科技期刊的编委与编辑部的沟通联系最为密切，同时他们还担
任着给编辑部审稿的工作，编辑部可以通过了解编委的研究方向，向编委约稿。

（２）向审稿专家约稿：科技期刊的审稿人往往都是行业或者领域内的权威专家，
他们的科研成果反应为科研论文往往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

（３）向作者约稿：科技期刊一般都有一定的作者群，这些作者会优先考虑向期刊
投稿，编辑可以根据往年的发表文章被引情况，挑选被引次数高的作者进行约稿，往

往事半功倍。

２３　实施约稿

约稿编辑在确定好选题后，将拟定好约稿文章的编写格式、要求、交稿时间、稿

酬等相关事项以约稿信的方式告知受邀专家。约稿信可通过 Ｅ－ｍａｉｌ进行发送，也可
以根据情况邮寄一份加盖单位公章的约稿信给受邀专家。在实际约稿过程中，随着约

稿对象、约稿要求的不同，约稿方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多变［１１］。编辑在实施约稿

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委托编委或者审稿专家约稿，从而提高约稿成功率。

３　结束语

组稿约稿的方式多种多样，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组稿约稿到适合本刊定位

和办刊宗旨、满足读者需求并体现、刊物风格的优质稿件，从而提高科技期刊的整体

质量和影响力［１２－１３］。科技期刊编辑人员只有明确组稿约稿范围，掌握组稿策略，才能

提高期刊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使得期刊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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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作者相关信息的审查，预防学术造假的发生
———一起来稿涉嫌学术造假给我们的启示

陈锐锋

（《中国职业医学》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３００）

摘　要：从一起来稿涉嫌学术造假案例分析中得出启示：学术造假无处不在，科技期刊
编辑在审查来稿内容科学性的同时，必须加强作者单位信息、作者信息等相关信息的审

查，采取新、旧媒体结合方式对学术造假进行曝光与警示，利用新媒体建立学术诚信档

案，并与作者单位人事部门建立联网，将学术造假者信息告知其单位，由其人事部门给

予相应的处分，使造假者的目的无法达到，从而从源头上遏制造假行为，杜绝学术造假

的发生。

关键词：科技期刊；学术造假；作者信息；审查

由于种种原因，学术造假成为学界挥之不去的毒瘤，严重影响学术的纯洁性、影

响社会风气，阻碍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本文分析最近发生在 《中国职业医学》的一

起来稿涉嫌学术造假案例，以期能为学术打假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１　学术造假概念

学术造假指人为地制造假的学术成果以获得某些利益，违背了学术上最基本的实

事求是原则。它是一种违背学术道德和科学精神的表现，是一种学风浮躁和急功近利

的产物［１］。学术造假三种表现：其一，伪造型。主要依靠自己的主观想象，而非实际

的试验和调查研究，从而变造科学研究中不具备真实性的现象、数据，具体有捏造，

篡改、拼凑等行为。其二，抄袭、剽窃性。我国有些高校指的是由别人的观点构成自

己学术作品的全部、核心或主要观点的，由他人替自己撰写论文或替他人撰写论文的。

而美国哈佛大学则认为抄袭是一种说谎、欺骗、偷袭的行为。指的是直接将原始资料

的信息、观点和句子直接用于自己的文章中而不作标注。其三，重复自我型［１］。指一

稿多投、自我剽窃、重复发表。

学术造假发生科学研究过程［２］，也发生于科研成果的产出 （包括论文的创作）、

传播 （出版）过程。而科技期刊作为科技成果传播的载体，如不严格把关，无疑也成

为学术造假的传播载体，为虎作伥，遗害无穷。

２　案例分析

前不久，本刊处理１篇学术造假的文章，题目为 《电焊作业工人光损伤性黄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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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检出率及相关影响因素》。经比较文章内容及审稿专家意见，发现该文有造假嫌疑。

作者单位为某省某市某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作者所采用的检测手段均是使用比较高

端的检查设备 （眼底彩超、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检查、黄斑色素密度检查、眩光及对比

敏感度检查），需具备非常专业的眼科知识和技术，一个基层疾控机构是否具备这方面

的仪器设备和专业人员？因此本文有数据造假嫌疑。于是，笔者去信表示质疑，作者

在回信中写道：“本研究过程中在病例确诊时得到了 Ａ市人民医院眼科和 Ｂ市中心医
院眼科的大力支持，病例确诊均是由专科医院确诊的，我们根据病例筛选情况，对相

关电焊职业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为了更好的体现医院对本研究的贡献，特又将医

院的医师加到作者中”。同时添加了第二作者 （洪医生）。为了弄清楚其真实性，笔者

在百度上进行搜索，结果显示，其所补充的第二位作者并非该作者所指的眼科医生，

而且是肾内科医生。因此进一步怀疑其真实性，于是通过百度所提供的电话，找到 Ｃ
市医院肾内科的该第二作者洪医生，洪医生称其与该第一作者是中学的同班同学，老

同学确实是打了电话要她帮忙，因此同意加为第二作者。由此可见，第一作者分明是

想模混过关，企图将其肾内科专业的同学冒充眼科医生，该文学术造假属实。因此，

笔者去电晓以利害，进行教育，并告诉作者这篇稿件涉嫌学术造假，建议退稿。

３　启　示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学术造假往往具有隐匿性，学术造假无处不在，稍一疏忽，

学术造假的现象将从我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从而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科技期

刊编辑在审查来稿内容科学性的同时，对编辑出版每个环节必须认真把关，尤其是初

审时必须加强作者单位信息、作者信息 （括姓名、出生年份，学历、职称及所从事的

专业）和通信作者信息的审查。

３１　加强作者单位信息的审查

基层单位的人员、设备技术力量相对较为薄弱。对于一些技术要求较高的研究，

往往显得无能无力。因此，对一些大题目的文章，我们首先应该从作者研究水平，单

位的技术力量是否能达到相关的要求等方面来加以考量。本案例作者所采用的检测手

段均是使用比较高端的检查设备，需具备非常专业的眼科知识和技术，基层疾控机构

是不具备这方面的仪器设备和专业人员的，不难看出，该文也有数据造假嫌疑。

单位科研技术力量是作者进行科学研究依托，与作者的科研能力息息相关。科技

论文一定程度上反映作者单位的科研水平。因此，科技期刊编辑加强作者信息的审查

至关重要。对于这样的稿件，编辑初审时，首先应该结合文章题目和作者单位进行审

查，从源头上杜绝学术造假。

３２　加强作者信息的审查

作者信息包括姓名、出生年份，学历、职称及所从事的专业。

３２１　作者姓名、出生年份　作者姓名、出生年份是作者身份的标志。如署名不当，
往往涉及著作权的纠纷及侵权的追责问题。因此。必须审查作者身份的真实性、作者

署名的排序是否符合论文创作的实际情况，否则，将他人的论文照搬照抄后以自己的

名义发表或署名顺序颠倒，导致将在他人原创文章中将自己姓名作为第一作者，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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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假之嫌。

３２２　加强作者学历、职称及专业的审查　作者学历、职称及专业直接反映作者自身
的研究水平。①学历、职称问题的审查。假如有１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来稿，
作者是大学专科，初级职称人员，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高度怀疑来稿有造假的可能性，

要求作者提供该基金的相关批文加以核实。因为我们知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

申请对申请者的学历、职称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或其他从事基

础研究的经历；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或者有２名与其
研究领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的科学技术人员推荐。部分类型项目

在此基础上对申请人的条件还有特殊要求”［３］。大学专科，初级职称人员一般是不可能

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署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来稿是国家重点支持

的科学研究成果的总结，显然会优先发表。因此，有些人投稿滥竽充数，将其文章冠

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而投稿。这样，无论作者的学历职称，还是文章的内容，都与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要求相去甚远，导致学术造假的发生。事实上，学历、职称造

假者也不少见［４－５］。因此，对于课题论文，加强作者学历、职称问题的也审查至关重

要。②作者专业的审查。作者专业包括所学专业和所从事专业，直接反映作者学术水
平。一般来说，作者所学的专业与所从事的专业是一致的。因此，作者所写的论文内

容与其所从事专业应该一致。由于客观原因，许多人所学的专业与其所从事的专业不

一致。但术业有专攻，这些人只要工作中认真进行研究，同样可以出成果并写出高质

量的论文 （成果）来，这是毋容置疑的。然而，如果论文的内容与作者的专业 （所学

和所从事）不一致，则可能有学术造假之嫌。从这一角度看，本案例原文只有惟一的

作者，她是基层单位的劳动卫生专业的主治医生，主要从事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工作

的研究，并非专业的眼科医生；作为第二作者的肾内科医生，所从事专业也非眼科专

业，根本无法完成电焊作业工人光损伤性黄斑病变的检测，那么，电焊作业工人光损

伤性黄斑病变检出率数据从何而来？经不起推敲。由此可见，对作者专业审查，有助

于及时发现学术造假，保证刊物的质量。又假如作者所学专业为文学专业，所从事专

业为行政 （某医疗单位的工会干事），而今则投来一篇微创医学的文章，那么我们审稿

时就要引起注意，既然所学和所从事的都是非医学专业，为何能写出医学专业的文章

呢？“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襒兮？”（《诗经·魏风·

伐檀》），其学术造假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这种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一些人为了晋

升，平时有疏于加强专业 （尤其是所从事的专业）的学习，待到临晋升，论文数不足，

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急忙找人 （同事、同学、亲戚甚至是网上以赚钱为目地的写手）

代笔，所提交晋升材料中，论文内容与所从事专业不一致，就不足为奇了！这些人被

称为 “枪手”的代笔者，平时并不从事专业研究，只不过熟悉写作的套路，东拼西凑，

东摘西借，胡乱将某些数据揽来充数。这些文章往往经不起推敲，从而造成重复发表

和文字重复率偏高、学术造假频发！因此，科技期刊务必须提高警惕，加强来稿中论

文的内容与作者的专业 （所学和所从事）的审查，以验明正身，杜绝学术造假的发生。

３３　加强其他作者信息的审查

本案例原作者增加了第二位作者。该第二作者某市Ｃ医院肾内科洪医生，而非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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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医生，分明与作者所称第二作者为眼科医院医生的事实不符，根本无法进行光损伤

性黄斑病变检查、诊断或研究。这就更进一步证明该文属于学术造假。由此可见，加

强其他作者信息的审查，对预防学术造假的发生，同样不可或缺。

３４　通信作者信息的审核

有些作者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或者为了达到某种个人的目的 （如提职晋升

等），利用名人的马太效应，借助名人的影响力使自己的作品更快更好的发表，往往在

其论文中将该研究领域学术权威列为通信作者。而这些通讯作者，一旦由于工作繁忙

或责任心不强，疏于对相关论文的审核把关，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学术造假的发生。

这些作者的做法，不但害己而且害人！“浙大论文造假事件”就是当事人贺海波个人造

假所为，将浙大中药研究所所长助理及中药药理研究室主任吴理茂作为其所有的文章

上作为通信作者，结果事件一败露，吴理茂也要负起连带责任［６］。通讯作者可能就是

论文的唯一撰写者，如果出现主动造假，大概也是最难预防的造假环节。一要为了防

止可能的造假行为发生带来的自身名誉受损，非贡献者不要轻易同意在论文中署名，

而贡献者在署名前也要认真阅读全文，不要事发后悔之晚矣［７］。因此，戴德哉教授强

调：导师以及通信作者对论文的学术价值、科学性、原始性、必须承担责任。在论文

投寄前、后均要审阅确认，返修中回答审稿者提问、版权转让书上签字、和清样的校

对，均要认真阅读、修改、认可，不可让第一作者包揽。这是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负

责态度。对数据和论文的核对和检查，必须重视，应该做到有记录、备案可查，以堵绝

漏洞［６］。不但如此，科技期刊也应加强通讯作者的把关，及时与通讯作者联系和核实，

以期将不良的后果消灭于萌芽状态。

３５　无情揭露与曝光

发现学术造假，科技期刊该如何处理？科技期刊虽然对作者无人事处分权，但并

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笔者认为可通过多种方式向社会进行披露和以警示。

３５１　传统媒体　①稿约声明。对学术造假，科技期刊可参照 《科学通报》、《编辑

学报》和 《科技与出版》等科技期刊对待一稿多投的做法来进行约束，可以在 《稿

约》或 《投稿须知》中声明，“如发现来稿有学术造假，将其列入黑名单”。②补白披
露。科技期刊可利用刊物补白发表消息，将学术造假事件向广大读者进行宣传披露，

并声明将其列入黑名单，将造假情况告知肇事者的所在单位人事部门。也可以起到警

示的作用。

３５２　新媒体　由于科技的迅速发展，新媒体具有传播的即时性及覆盖广泛性的优
势。因此，打击学术造假，可利用现代媒体的这一特性进行披露。①微信公众号。一
方面 利用微信公众号的宣传功能发布学术造假公告，使学术造假者的伎俩在公众面前

暴露无遗，现出原形。另一方面，与单位人事部门建立微信联网，将学术造假者信息

告知其所在单位，由单位给予相应的处分［８－９］。②ＯＲＣＩＤＯＲＣＩＤ（Ｏｐｅ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ＩＤ，科研人员与投稿身份识别开放项目。ＯＲＣＩＤ为科研人员的学术身份证，
一人一证［１０］。目前，在学术论文投稿、基金申请提交、科研产出管理和传播等科研活

动中对科研人员的识别，主流方式是通过 “科研人员身份证”，来避免姓名的混淆。文

献情报中心发布的中国科学家在线 （ｉＡｕｔｈｏｒ）平台作为ＯＲＣＩＤ中国服务平台，将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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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中国科学家获取使用ＯＲＣＩＤ号，同时管理个人科研产出。促进中国的科学家与全
球学术界接轨［１０］。除了记录科研人员 （包括作者）科研产出之外，笔者建议增加学术

不端 （包括学术造假）记录，建立学术诚信档案，为国家有关部门 （如科研部门审批

学术研究课题，人事部门审核员工晋升、晋职）提供参考。既然造假目的是获得某些

名誉或地位 （如获奖、职称、升职等等），那么，一旦发现造假，人事部门给予相应的

处分 （如撤销职务或名誉，３年内不得升报晋升等），造假者的目的就无法达到，这样
可以从源头上遏制造假行为。③其他新媒体。同样，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
展，可能还会涌现出更先进的新媒体形式，我们可以借助这些新媒体进行反学术造假

的宣传，使其原形毕露，从而起到警示作用。

实践告诉我们，学术造假无处不在，如形随影地存在于刊载传播学术成果的科技

期刊编辑出版的任何环节。因此，素有学术把关人之称的科技期刊编辑，必须提高警

惕，在做好来稿的初审、编辑加工过程中，务必加强作者信息的审查，防微杜渐，从

源头杜绝学术造假的发生。

致谢：郑倩玲主任和梁晓阳副主任医师对本文提供有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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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不端文献的发表追溯及防范对策
———基于 １８５篇疑似学术不端文献的实证分析

张辉玲

（《广东农业科学》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４０）

摘　要：根据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个刊影响力统计分析数据库，调查 《广东

农业科学》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发表疑似学术不端文献的数量、类型、年际变化和疑似源文献
类型，逐篇下载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疑似学术不端文献并调查重合度、疑似源文献、重合内
容、作者所在机构及身份等，深入分析这些学术不端文献的产生历程以及作者特征。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剖析该刊使用中国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以来仍发表在库的 １０篇
疑似学术不端文献，比较疑似源文献和本刊文献投稿日期和刊发期号，同时对这 １０篇文
献的电子版原稿及其重合度、专家审稿意见、已刊发样稿及其重合度进行溯源比对，找

出这些文献的 “漏网”原因以及编辑部管理工作上的漏洞；最后，结合工作实践，针对

编辑部提出防范对策。

关键词：学术不端；追溯；防范

近年来，社会各界纷纷对此起彼伏的学术不端事件把脉问诊，大多将学术不端事

件泛滥成灾的因素归结为制度的缺失、法规的缺位、道德的失范等，同时也有不少人

把目光投向学术期刊。不可否认的是，抄袭论文在学术期刊频频现身，学术期刊本身

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重庆维普三大检测系统的投入使用，

为学术期刊编辑初审稿件的创新性和筛查学术不端行为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广东农业

科学》（以下简称 《广东农科》）于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０日开始使用知网的中国学术不端文
献检测系统 （简称ＡＭＬＣ），然而从中国知网公布的对个刊影响力分析的结果来看，仍
有个别稿件存在不端问题，给期刊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通过对 《广东农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刊发的疑似学术不端文献进行统计与分析，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查找原因，
结合工作实践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防范对策，以期提高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和竞争力。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２０１５年３－６月，根据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个刊影响力统计分析数据

库数据 （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５日），以 “稿件质量分析”为评价内容，首先，导出

《广东农科》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已刊发的学术不端文献明细表，保存为Ｅｘｃｅｌ数据，逐篇排
查，将重复统计文献删除并最终按１篇统计，调查该刊疑似学术不端文献的实际篇数、
类型、年际变化和疑似源文献 （指发表在先的文献）特征。然后，逐篇下载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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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疑似学术不端文献，调查重合度、疑似源文献及重合内容、作者所在机构及身
份等，分析这些学术不端文献的产生历程以及作者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剖

析使用ＡＭＬＣ以来仍发表在库的１０篇疑似学术不端文献，比较疑似源文献和本刊文献
投稿日期和刊发期号，同时对这 １０篇文献的电子版原稿及其重合度、专家审稿意见、
已刊发样稿及其重合度进行溯源比对，分析以上文献的 “漏网”原因。

依据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 （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 ＞引证数据统计规
范》，“疑似学术不端文献”指全文文字重合度大于４０％且发表在后的文献，包括下列
三种情况：①一稿多发，指同一作者发表２篇文献全文重合度９０％以上；②疑似自抄，
指同一作者发表２篇文献全文重合度为４０％ ～９０％；③疑似抄袭，指不同作者发表２
篇文献全文重合度４０％以上。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 《广东农科》疑似学术不端文献发表情况

２１１　疑似学术不端文献数量变化分析　从表１可以看出，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 《广东农

科》刊登的疑似学术不端文献共１８５篇、占７年总发文量的１９６％，其中一稿多发２
篇 （分别出现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有），疑似自抄９０篇，疑似抄袭９３篇。在２０１２年未使
用ＡＭＬＣ之前，每年刊登学术不端文献数量均占当年总发文量的１７％以上，２０１０年
达到顶峰６０篇、占全年发文量的４０％。使用该系统后，本刊疑似学术不端文献的发
表数量逐年下降。

表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 《广东农业科学》疑似学术不端文献发表数量统计

年份 总载文量 一稿多发 疑似自抄 疑似抄袭 合计（占比百分比） 疑似源文献类型

２００７ ５５６ ０ ６ ７ １３（２３％） 全部是期刊

２００８ ８３０ ０ ５ ９ １４（１７％） 全部是期刊

２００９ １１３８ ０ ５ １７ ２２（１９％） 全部是期刊

２０１０ １５１０ １ ３４ ２５ ６０（４０％） 全部是期刊

２０１１ ２００５ １ ２０ ２３ ４４（２２％）
３７篇期刊，１篇博士论文，
５篇硕士论文，１篇会议论文

２０１２ １８０１ ０ １７ １１ ２８（１６％）
２４篇期刊，１篇博士论文，
２篇硕士论文，１篇会议论文

２０１３ １６１０ ０ ３ １ ４（０２％） 全部是期刊

合计 ９４５０ ２ ９０ ９３ １８５（１９６％）

注：有些文章重复统计，表现形式有以下两种：①同一篇文章在疑似自抄、疑似抄袭中均有统计；
②有些文章属于交叉学科，在不同学科中被重复统计２次甚至３次以上。这些重复统计的文章我们
均排查筛除并最终按１篇统计。总载文量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统计数据。将发表在先的文献定
义为疑似源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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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疑似源文献特征分析　下载分析１８５篇疑似学术不端文献发现，这类文章抄袭
的疑似源文献数量从最初的１篇到后来的２～３篇甚至６～７篇以上，具体表现形式有：
（１）同一作者以基本相同 （重合度６０％以上）的内容发表在２个甚至３个以上期刊。
例如，某作者于２０１１年在本刊发表 《果胶的研究》，此前他已将相似内
容 （重合度均在６０％～７０％）于２０１０年同一年发表于 《山西化工》《河南化工》《河

北化工》《粮油加工》《云南化工》《安徽农业科学》《食品工业》７个期刊。（２）不
同作者抄袭基本相同 （重合度６０％以上）的内容发表在多个期刊。例如，某作者于
２００７年在本刊发表 《防护中的应用》，此前这些基本相同 （６０％～７７％）
的内容已于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间被８个不同作者发表在８个不同期刊，其中５篇文题完全
相同。

调查结果 （表１）显示，近年来疑似源文献的类型越来越多样化，在本刊刊发的
疑似学术不端文献中，２０１０年之前仅表现为引用、抄袭期刊，２０１１年开始出现抄袭硕
士、博士论文以及会议论文的情况，２０１２年的２８篇疑似学术不端文献中有１篇抄袭博
士论文、２篇抄袭硕士论文、１篇抄袭会议论文。这可能与中国知网对期刊的收集较为
全面有关，引用期刊的文献更容易被 ＡＭＬＣ检测出来，部分作者开始寻找其它捷径，
或者是个别作者 （尤其是在读研究生）过度引用导师其他学生的学位论文。

２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 《广东农科》疑似学术不端文献产生原因分析

从理论上来说，ＡＭＬＣ的采用应该能基本上杜绝学术不端文献的对外传播，但事
实并非如此，《广东农科》自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０日开始采用该系统后仍刊登了多篇学术不
端文献 （表２），下面将对这些文献的产生进行深入分析。

表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 《广东农业科学》学术不端文献发表情况分析

年份 类型 序号 文章标题
重合度／％

发表后 收入稿时

疑似源文献

作者及重合内容

作者所在

机构及身份
本刊收稿日期

２０１２年
疑似

自抄
１



状况调查分析
４０ 未检 本人 学院，在读本科生 ２０１１－０２－２８

２


人才需求分析
４３ 未检 同一团队 学院，讲师 ２０１１－０９－２８

３


投融资体系
５８ 未检 本人 普通大学，讲师 ２０１１－１１－０２

４


克隆与测序
５０ 未检 本人 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２０１１－１１－２９

５


的研制
４６ 未检 同一团队

２１１／９８５大学，

在读硕士
２０１１－１１－３０

６


分离及鉴定
８５ 未检

本人，篇章

结构和语言表述

２１１／９８５大学，

副教授
２０１１－１２－０１

７


分析监测研究
４４ 未检 本人 普通大学，讲师 ２０１１－１２－０５

８


一体化研究
８１ 未检

本人，文题和

主体内容

普通大学，

在读硕士
２０１１－１２－１６

９


的选育
４３ 未检

同一团队，

主体内容

地市级试验场，

农艺师
２０１２－０１－０８

１０


品质的影响
７６ 未检

同一团队，

主体内容
学院，副教授 ２０１２－０１－０８

１１


高产栽培技术
６５ 未检

本人，

主体部分

省农科院，

助理研究员
２０１２－０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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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年份 类型 序号 文章标题
重合度／％

发表后 收入稿时

疑似源文献

作者及重合内容

作者所在

机构及身份
本刊收稿日期

１２


产量的影响
４８ 未检 本人 学院，副教授 ２０１２－０１－１７

１３


方式的响应
６７ 未检

同一团队，

主体内容
学院，讲师 ２０１２－０２－１０

１４


及核型分析
４２ ２９３ 同一团队

２１１／９８５大学，

助理实验师
２０１２－０２－１５

１５


配套栽培技术
４５ ４１１

同一团队，

主体部分

省农科院，

研究员
２０１２－０２－２８

１６


品种的选育
４１ ３６７ 本人

地市级研究所，

农艺师
２０１２－０６－２８

１７


的选育
４２ ４２７ 本人

地市级科研机构，

农艺师
２０１２－０９－１１

疑似

抄袭
１８



估算
４５ 未检 他人 学院，讲师 ２０１１－１０－１３

１９


提纯复壮技术
７１ 未检 他人

地市级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２０１１－１１－１２

２０


研制与试验
５６ 未检 他人 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２０１１－１１－２８

２１


物流体系建设
５１ 未检 他人 学院，讲师 ２０１１－１２－２１

２２


经济发展对策
６７ 未检 他人硕士论文 普通大学，讲师 ２０１１－１２－２６

２３


价值的评估
４３ 未检 他人硕士论文

２１１／９８５大学，

在读硕士
２０１１－１２－２７

２４


及推广应用
４７ 未检 他人

地市级试验场，

农艺师
２０１１－１２－２９

２５


区域差距研究
８６ 未检

他人，文题和

主体内容

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
２０１２－０１－０５

２６


生理调控机制
４１ 未检 他人硕士论文 学院，馆员 ２０１２－０１－１７

２７


的影响研究
５５ ２６４ 他人

区园林绿化管理所，

农艺师
２０１２－０４－１２

２８


及建设策略
４３ ２８１ 他人会议论文 中科院，博士 ２０１２－０５－３０

２０１３年
疑似

自抄
２９



承载力评价
５８ ２３２

同一团队，

２０１２－１２－０５发表，

２０１３－０１－１７上网

２１１／９８５大学，

在读博士
２０１３－０１－０８

３０


及酶的影响
４０ ３９１ 本人

省生物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２０１３－０３－２０

３１


的选育
４２ １７１ 本人 学院，研究员 ２０１３－１０－１６

疑似

抄袭
３２



鉴定及分布
４４ ２６９ 他人 普通大学，在读硕士 ２０１３－０３－２０

注：①本刊自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０日开始采用ＡＭＬＣ系统，因此表中只有编号１４～１７和２７～３２等１０篇文献在收稿时通过ＡＭＬＣ检测；

②考虑到对作者个人声誉的影响，本表仅列出疑似学术不端文献文题的末尾几个字。

２２１　重合度、疑似源文献作者及作者主观意愿分析　３２篇不端文献中，重合度在
４０％～４９％的１８篇，５０％～５９％的６篇，６０％～７９％的５篇，８０％以上的 ３篇；与作
者本人论文重合的１２篇，与同一团队成员重合的８篇，与他人重合的１２篇。根据重
合度和重合内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断作者抄袭的主观意愿。我们将重合度在６０％
以上的８篇文献以及个别特殊文献调取出来与疑似源文献比对，发现有以下４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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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主体内容相同，实属一稿一人两发。文献８中８１％的主体内容与作者本人之
前发表文章重合，连文题都完全相同，应归入 “一稿多发”的范畴。然而，这两篇文

章发表时间很接近，笔者宁愿相信这个学生不是有意为之。据笔者了解，目前一些作

者为尽快得到录用答复往往会一稿同时多投，但有些期刊在未通知作者情况下抢先发

表，导致作者又接受另一期刊的录用发表。文献３０则是隐蔽的一稿一人两发，虽然重
合度仅４０％，但该文的数据图与同一作者发表于２０１１年 《吉林农业》的 《
变化规律研究》完全相同，语言表达基本相同，但供试茶树品种却不相同。

（２）主体内容相同，同一团队，实属一稿两人多发。文献１０的作者将通讯作者团
队另一成员４年前已发表论文进行改头换面，修改了文题、试验年份、参考文献，将
折线图改成柱形图，其他内容几乎一字不改。文献１３的作者在同一团队成员已发表论
文的基础上，修改了摘要，增加了 “根径”这一测定指标及分析内容，其他内容完全

照搬。进一步挖掘发现，文献１３和文献３０作者所在研究团队均非常 “高产”、非常

“团结”，近年来在国内期刊发表了很多论文，有些甚至还是国家一级学报。据笔者比

对，仅仅一稿一人两发、一稿两人两发这种情况就至少有３对６篇文章，有些甚至一
文三人三发。经过分析可知，这两个团队逃避学术不端检测的伎俩如下：一个实验结

束后，以同样的几组数据为基础，经过不同人员或者同一人员采用不同表达方式撰写，

以不同的第一作者在短期内分别投往不同期刊，由于同时投稿无法检测出两文的重合

度，大多能逃避检测。像这样的团队必须引起每个编辑部的高度警惕，必要时列入黑

名单。

（３）主体内容相同，不同团队，实属将他人论文窃为己有重复发表。文献２５的文
题和主体内容与２００８年某期发表在 《乡镇经济》上论文完全相同，前者只是将统计数

据更新到２０１０年，其他内容完全照搬。这也很可能是同一个论文中介公司卖出的作
品。文献２２的作者更大胆，直接将他人硕士论文据为己有。

（４）主体内容不同，但表述完全参照作者本人或他人论文。文献６重合度高达
８５％，经比对发现，作者照搬本人已发表的同研究系列论文的表述，包括材料与方法、
结果与分析等所有能共用的内容，但实际上这是同一个系列的两个不同研究，这有其

客观原因：对于 “材料与方法”部分，由于有些测定指标是常用指标，很多试验方法

也都是成型的规范化的常用方法，很种研究都会采用到，有些作者不懂得采用参考文

献标注的方式，就容易导致高重合度；对于 “结果与分析”部分，很多作者都有其固

定的表达习惯或贪图方便，再次发表类似题材文章时更倾向于引用本人或他人已发表

文献，而不愿重新组织文字。文献９、１１、１５、１６、１７、１９、２４、３１都属于品种选育
及栽培技术类文章，因为这类文章通常都有其固定表述，且同一种类农作物不同品种

间的栽培要点大同小异，作者大多倾向于 “拿来主义”；加上这类文章大多来自期刊协

办单位或主办单位，因此编辑部对这类文章的重合度放得较宽，但前提是报道的是新

品种，如文献１５～１７。对于这类作者，笔者宁愿相信他们是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定义在
理解上有偏差。

２２２　作者所在机构及身份　由表２可知，在３２篇学术不端文献中，来自学院或地
市级科研机构的１８篇，普通大学或省级科研机构８篇，２１１／９８５大学或中科院６篇。
可见，来自于学院或地市级科研机构以下的科研人员，由于单位科研力量较薄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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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资源有限，其做出高水平研究和写出高水平论文的概率较低，但迫于职称晋升和应

付各种考核所需，不顾学术道德铤而走险的概率相对较大。

以作者职称或身份而言，这些学术不端文献中有２篇出自研究员 （均为品种选育

及栽培技术类文章），３篇出自副教授，２０篇出自讲师或助理研究员，２篇在读博士生
或博士，６篇在读硕士生或本科生。可见，本刊疑似学术不端文献的作者以青年居多，
其中不少是在读硕士、博士，他们对著作权的意识淡薄，可能没有认识到重复发表和

部分抄袭、剽窃他人的行为已经违反道德规范，甚至构成违法侵权，再加上迫于科研

考核、职称评定、毕业就业的压力，学校或导师也没有对此进行规范管理，使得青年

研究人员或在读研究生被撤的稿件数量偏多。

２３　使用ＡＭＬＣ后学术不端文献产生原因分析

鉴于编辑部使用ＡＭＬＣ后，仍有一些稿件成为 “漏网之鱼”顺利发表，包括文献

１４～１７、２７～３２共１０篇，本文进一步剖析了 《广东农科》编辑部工作上的漏洞，这

些学术不端文献之所以能够发表，可能存在以下一种情况，也可能存在两种以上情况。

（１）检测方法有误。在刚开始采用系统后一年内，未能充分理解掌握 ＡＭＬＣ的检
测方法，检测稿件为整篇上传，包括中英文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和正文等所有内

容，而中国知网对已刊发论文学术不端的检测仅仅是对正文文字重合度的对比情况，

因此前者的检测结果势必低于后者而被判定为通过第一关，这是本刊已刊发论文被检

测出学术不端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文献１４。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作者未严格按照本
刊投稿模板格式规范全文，投稿时图片、表格和参考文献等都附有中英对照，而本刊

还未实施图表中英对照，责任编辑编修稿件时会删除这些内容，也导致收稿重合度低

于发表后的重合度。

（２）未进行出版前二次检测。稿件录用后，有些作者还会做较大幅度的修改，要
么在补充内容和调整原文表达时引用已报道文献，要么大量精简原文冗余文字；在编

修过程中，责任编辑也会按照本刊格式规范对稿件内容进行编辑加工或删减，且同一

编辑对不同稿件在文字上也有相似的取舍原则。以上这些过程都可能造成修改后稿件

重合度的增加，但编辑部在论文出版前又未进行二次检测，导致中国知网对已刊发论

文检测时重合度大幅升高，如文献３１和３２。
（３）检测标准尺度未把握好。统计发现，有些文献在收稿时重合度就较高，当初

应该可以判定为疑似学术不端，但却仍被发表出来，这与本刊使用该系统时间较短、

尺度把握不准有关。本刊在刚开始使用ＡＭＬＣ时审稿尺度放得较宽，尤其是在疑似自
抄文献中，认为引用、摘抄本人及其团队的部分研究成果或文字表述是被允许的。从

表２也可以看出，在使用ＡＭＬＣ后仍出现学术不端的１０篇文献中，有７篇与本人或其
团队成果重合度较高。此外，对于主办单位、协办单位或经常在本刊发表论文的忠实

作者，编辑部前几年往往会给予适当照顾，如文献１５～１７和文献３１。但是，本刊近两
年来已逐渐注意到这个问题，已严格控制甚至杜绝这类稿件的刊发。

（４）发表时间与上网时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目前国内多数期刊发表周期都在 ６
个月以上，而本刊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为半月刊，发表周期多在４～６个月之间。有些研究
团队将属于同一系列研究内容的稿件同时或不同时投出，但当本刊收稿后进行学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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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检测时，疑似源文献仍未刊发出来，或者文章已在他刊纸质版发表但还未被上传至

中国知网，即文章在纸质版发表和上网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这也造成投稿检测时

文字重合度并不高而通过，如文献２９。２０１３年以后编辑部严格按照中国知网的规定只
对正文进行检测，文献２９在收稿时的重合度为２３２％，但发表后却与同一团队成员论
文的重合达５８％。追踪两篇文章发现，疑似源文献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被投出、同年
１２月５日纸质发表、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７日上网，而本刊作者在不知有意还是无意下于
２０１３年１月８日投稿，此时疑似源文献已发表但还未被上传至中国知网，避开了检测。
还有一种情况是，作者为得到快速审稿回复往往一稿多投，但其中一个期刊在未通知

作者情况下抢先发表，导致作者又接受另一个期刊的录用发表。

（５）编辑未能深入研究比对。文献３０其实是一稿多发，这在２２１（１）部分已
有详述，但是收稿检测时发现是不同茶树品种，重合度并未超过４０％就没再深究，而
系统对图片的重合又无能为力，编辑在繁重的工作下也未能一查到底，并未下载疑似

源文献仔细比对，否则一定能查出端倪。

３　 结论与对策建议

学术不端现象是一个社会问题，涉及主体众多，包括政府部门、体制机制、社会

环境、作者、学术共同体、出版机构等，根据 《广东农科》近年刊发的疑似学术不端

文献的表现情况，下面笔者仅从出版机构的角度提出以下防范措施。

３１　严格规范审稿流程，提高录用前查重标准

除了题材符合刊物报道范围外，低重合度是最基本的底线，因此编辑部应严格规

范审稿流程，杜绝不经三审就发表的论文，即便是特约综述稿件也需进行初始检测。

初始检测文字重合度的控制应更严格一些，视刊物来稿情况可以控制在 ２５％甚至更
低，有些稿件在送审前就存在一定的文字重复问题，虽未达到不予接收的程度但已很

接近，一旦返修稿中再增加一些重复文字，那么其重复率将超过规定数值，对于这类

稿件一定不能 “带病提拔”。稿件经三审通过后，每个期刊无论收不收取版面费，录用

后和刊发论文前都应知会作者并得到其授权和允许后方能发表，不能抢先发表，以避

免作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一稿多发”。

３２　强化责任编辑的学术把关职责

目前大部分学术期刊都在 “投稿须知”中告知作者 “文责自负”，但 “文责自负”

只是强调作者需严谨科研、认真书写校对文稿、对发表内容和观点负责，并没有否定

责任编辑和审稿专家在论文发表过程中所持有的编辑权和审阅权，尤其是责任编辑需

要审查作品的独创性和真实性、对论文进行编辑加工、规范内容和格式。因此，作为

责任编辑，对于科研成果要持有客观态度，应以高度的责任心、严谨的科学态度加强

学术不端行为的审查，要辨别哪些为合理重复和引用，哪些需要进行文字表述修改，

而且要综合各类信息对一篇研究成果做出科学评价并提供给终审负责人，既不能让剿

窃而来的文章堂而皇之地发表，也不能错杀一些好文章。一方面，对一些重合度较高

的论文不应搞 “一刀切”，而应深入分析疑似源文献以及重合内容，有些作者将本人学

位论文整理后发表导致重合度很高，笔者认为这不属于学术不端行为；另外对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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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会议论文重合的文章是否纳入学术不端行为目前也未有定论，对于这些稿件，责

任编辑都应耐心地向作者了解情况。再如，一篇稿件重合度超过３０％，但如果大部分
重合都出现在引言或试验方法中，且标注了参考文献，那么对于这种稿件还是应该谨

慎对待的。另一方面，对一些重合度低于查重标准的稿件，也不能掉以轻心，随着检

测系统的普及，作者容易提前进行检测修改，这对责任编辑识别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一些论文的造假手段非常隐蔽，如刻意修改供试材料数量、修改试验地点、调换

文字表达、方法不同而部分数据相同等情况，查重时难以察觉，需要责任编辑认真核

对结果及数据后才能发现。要求因此，责任编辑应转变文责自负的观念，承担文责共

负之责，

另外，在编辑加工中，如遇作者提出添加或删除作者、更改作者顺序等要求，责

任编辑除应请作者阐明原因并提交一份新的作者承诺书外，还应对初审查重结果进行

重新评估，判断其是否符合著作权法的规定，因为作者变更了其结果也不同。

３３　坚决执行收稿时查重＋发表前二次检测，有条件的可采取双系统检测

大多数学术期刊编辑部认可 ＡＭＬＣ对稿件的初审效果，只有文字重合度满足编辑
部要求的才予以接收，但较少编辑部对修改稿进行刊出前检测，这是采用检测系统后

仍出现重合度较高文献的主要原因。因此，除了初审检测外，编辑部有必要对修回稿

件进行刊出前的二次检测，如果重合度方面仍超过标准，那么必须退回作者重新修改

后方能发表。在不影响及时出版的情况下，查重日期距出版日期越近，越有可能防范

不端文献的发表。

为了垄断数据资源，近年来中国知网、万方数据两大数据库纷纷与学术期刊出版

单位签署 “独家协议”，目前以上两大数据库已经分别与 １０００多家出版单位签署了
“独家协议”，这种商业竞争人为地造成数据库资源的割裂和不完整。鉴于此，建议学

术期刊编辑部在进行论文相似性检测时，要进行中国知网 ＡＭＬＣ和万方数据论文相似
性系统两大系统的双向检测，将双系统检测结果进行科学分析后再决定是否需要进一

步送审。

３４　建立学术不端问题共享数据库，联合抵制学术不端行为

目前，我国各期刊出版机构各自为政、合作甚少，一个期刊发现学术不端论文退

稿后缺乏有效的资源共享，难以防范 “问题”稿件再次投向其他期刊。建议根据学科

方向的不同，整合全国同类期刊社或编辑部的力量，建成全国性的学术不端问题共享

数据库，并在同类期刊编辑同行中共享，或者通过ｑｑ群、微信ＡＰＰ等平台发布相关信
息。如有编辑发现此类问题，将其放入各专业问题数据库，并说明其问题所在，以供

其他编辑部参考，避免重复劳动。例如，某作者有多次 “造假嫌疑”，但都不能自证其

清白，即使作者单位没有最终给出学术造假的定论，但期刊社或编辑部也可推断，这

些 “造假嫌疑”应可以认定为 “学术造假”，并在其之后投稿时格外注意，让违规者

无机可乘，以更好地防范学术不端行为。

此外，由于国内论文代写代发的现象非常严重，而代写代发的论文通常是没有实

验根据，数据大多为虚构、杜撰，导致很多科研人员因此上当受骗。对于这类论文中

介组织，同类编辑部更应共享信息，联合抵制封杀，严厉打击这种不正之风，让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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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无机可乘。

３５　注重刊后学术不端文献的撤销处理

抄袭、剽窃他人研究成果等均是损害他人著作权的行为，如果没有撤稿声明，即

使作者以非法手段获取他人研究成果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而获得荣誉，其仍享有著作

权，这是对原作者著作权的极大侵犯。然而，据报道，在已发现的疑似学术不端文献

中，被撤销的问题论文仅占学术不端论文总量的一小部分。因此，作为学术期刊配合

打假的重要手段的撤稿声明，需得到期刊编辑的进一步重视，编辑部应在搜集齐全不

端证据并警告作者后，坚决在期刊上针对该文发布正式撤销声明，同时在各大数据库

撤销该文献，以免作者凭借不端文献用于各种用途并获取相关利益，同时严格防范这

类研究内容被当成有效内容而被继续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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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探讨
———以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为例

王志娟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中华神经医学杂志》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２８２）

摘　要：中文科技期刊以我国母语为知识载体，传播国内科学研究成果的作用更具潜力。
以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２０１４年版）中的３５种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为代表，分
析其海外论文比、聘请海外编委、独立网站建立状况和刊物被国际著名检索系统收录情

况，探讨中文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存在的问题和提升的途径。以期更好地发挥中文科技

期刊的作用，促进我国科学技术领域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的传播和交流。

关键词：科技期刊；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期刊影响力；国际影响力

科技期刊的办刊要义是研究、交流、传播进而发展学术思想，一个国家学术期刊

的地位和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国科技发展的状态。我国中文科技期刊在国际

上的学术影响力有限，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的传播

和交流。

虽然目前英文版科技期刊在整个科技期刊国际化发展中起带头作用，但中文科技

期刊以我国母语为知识载体，易于被国人接受，传播国内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载体作

用更大且更具潜力。中文科技期刊在国内同行中的影响及其对国内科学技术领域学术

水平的提高作用甚至大于外文期刊。在目前科技期刊国际化发展的大环境中，中文科

技期刊如何借鉴英文期刊优秀办刊经验［１－２］，走出国门，更好地开展对外沟通交流，

更好地发挥中文科技期刊的载体作用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国内神经病与精神病

学期刊国际化发展的现状为例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２０１４年版中的３５种神经病
与精神病学期刊的一般情况见表１），试分析阐述提升中文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的措施
和办法，以期为我国中文科技期刊的发展提供努力方向和参考依据。

１　如何理解中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

中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反映了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及国际同行对我国科

学技术水平的认可程度。客观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中文科技期刊文章中引

用近期外文文章的比例和数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文章是否能在该研究领域内

跟上国际步伐，代表了该文章的科研水平，也代表了该中文科技期刊的学术水平；第

二就是知名外文期刊对该中文科技期刊文章的引用率，该指标直接反映了国际学术界

对该文章及中文科技期刊学术水平的认可程度。

 基金项目：２０１２年度精品科技期刊工程期刊出版人才培育资助项目；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
工程期刊研究资助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资助项目 （２０１３Ｂ０６０２００００５）

作者简介：王志娟 （１９７９－），女，硕士，编辑；Ｅｍａｉｌ：５７４５１６１８５＠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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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的一般情况

期刊
语言

中文 英文

出版周期

双月刊 月刊 半月刊 季刊

期刊定位

综合 基础 临床

刊数 ３２ ３ ２０ １０ ２ ３ ２７ １ ７

比例／％ ９１４ ８６ ５７１ ２８６ ５７ ８６ ７７１ ２９ ２０

２　如何提升中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

２１　语言关

无论期刊原本的出版文字如何，如果想要被国际认可，获得更高的国际影响力，

就必须以国际通用语言英文提供足够的信息以供检索。所以提高国外知名科技期刊对

我国中文科技期刊文章的引用率，首先要通过的就是语言关。

目前虽然国内中文科技期刊多数提供了英文摘要以供检索，但从一个外文文章作

者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够的。因为作者进行科研工作时参考的多数都是文章全文，写

文章时也尽可能引用有英文全文的文章。对作者来说，参考全文才能对其他学者的研

究成果有更科学、全面的认识，才能对其研究有更直接的指导意义；引用有英文全文

的文章才能保障自己的研究的可靠性，才能经受国外 ＳＣＩ期刊审稿专家苛刻和挑剔的
目光。

针对这一点，如果想提高中文科技期刊在外文期刊中的引用率，首先要提供英文

全文译文，或者设专门的英文专栏。借鉴目前国内一些科技期刊杂志在发表英文文章

的同时提供中文全文以保证其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力，中文科技期刊也可以在发表中

文文章的基础上，由专业的英文编辑结合作者的意见提供英文译文。这样既保证了作

者的国内学术交流目的，也提高了文章、作者、期刊的国际影响力。

２２　稿源的国际化

稿源的国际化是期刊国际化的必然趋势。一方面，期刊的国际认可度越高，自然

就能吸引更多的海外稿源；另一方面，较高的海外论文比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国外

学者对期刊的关注度和认可度。从国内３种海外论文比相对较高的神经医学期刊数据
（见表２）可以看出，海外论文比越高，期刊的扩展影响因子越高，提示稿源的国际化
与期刊的学术地位是相关的。

表２　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中海外论文比高于均值的期刊

期刊名称 海外论文比 期刊语种 扩展影响因子

上海精神医学 ０３２８ 英语 （网站附中文译稿） ０６７７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０３２６ 英语 ０５７５

Ｎｅｕｒａｌ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０２０８ 英语 ０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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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３５种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中，１６种期刊 （占４５７％）的海外论文
比为零，１９种期刊 （占５４３％）不为零，海外论文比平均为００５７，高于均值００５７
的仅有３种期刊。国内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整体的稿源国际化程度仍偏低，提示中
文科技期刊在通过吸纳更多的国际化稿源来间接提高期刊国际影响力方面有很大潜力，

可以通过国际化平台宣传、增加海外稿约等形式来实现。在这方面，最大的障碍来自

于语言关，３种海外论文比高于均值的神经医学期刊均为英文版期刊即说明了这点。
所以中文科技期刊除了为国内作者中文文章提供英文译文外，还需要有修改和编辑英

文稿件的能力。

２３　国际化的审稿标准

中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最主要还是取决于其文章的学术水平是否达到国际

水平，而严谨的审稿过程是稿件学术水平的重要保障。国外审稿专家或编委基本上本

身都是本专业的学者，在西方学术环境影响下，对自己的学术声望要求相对更高，对

稿件的质量要求也相对更严格，所以聘请海外审稿人及海外编委对于提升中文科技期

刊的质量是有帮助的。

另一方面，目前在我国经济水平快速增长的带动下，科学技术领域的科研设备、

科研水平和文章的学术水平实际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中文文章国际化欠缺更多的是

如何与国外ＳＣＩ期刊文章思路接轨的问题。国外审稿专家在审稿时通常会对研究的意
义、实验设计、数据统计，甚至文章的书写和英文语法都提出详尽的意见，而这些意

见正是中文科技期刊、文章国际化接轨所欠缺的。

再者，海外编委大多在某研究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可以更好地与国外作

者沟通，承担起约稿、审稿以及协助策划专题等工作。这些，在提升期刊的影响力方

面也不容忽视。

目前，国内３５种神经病与精神病学医学期刊中聘请了海外编委的期刊仅有１０种
（占２８６％），无海外编委的期刊２５种 （占７１４％）。海外编委最多的为英文版期刊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中文期刊的海外编委相对较少。

因此，对中文科技期刊工作者来说，邀请国际知名专家担任编委和审稿人，组建

一支庞大的国际审稿专家队伍是非常必要的［３］。一方面，中文科技期刊应该主动的联

系和邀请国外编委、审稿专家并加强沟通，洽谈审稿标准等问题；另一方面，国外的

专家往往也愿意通过在学术期刊任职和审稿来提高自己的学术视野和影响力，尤其是

现阶段海外专家已经对我国的学术水平有了一定的认可，更有不少的专家本身就是中

国人，因此中文科技期刊在通过语言关后实现审稿专家的国际化是可以水到渠成的。

２４　数字化、网络化

随着期刊出版方式的多元化发展，数字化、网络化已经成为科技期刊发展的重

点［４］。要扩大中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就应该有国际化的网络展示平台。

国内３５种神经病与精神病学医学期刊中有电子版期刊２种，分别是中华脑科疾病
与康复杂志 （电子版）、中华脑血管病杂志 （电子版）；除国际精神病学杂志外全部期

刊在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学术期刊中有单独的链接，可以查看期刊的基本信息、
征稿启事、学术评价指标并能阅读期刊发表的文章。３５种期刊中５种为中华医学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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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杂志，统一利用中华医学会信息管理平台完成投稿、查询、审稿、编辑加工等流程

的网络化和期刊的数字化出版。３５种期刊中有独立网站的２８种 （占８０％），除了 《临

床精神医学杂志》，大部分可查询期刊基本信息，完成在线投稿、期刊电子版阅读等。

但是仅有很少的杂志网站有英文版。

可以说，国内中文科技期刊在数字化、网络化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面向

国际化网络展示平台的方面，下一步工作应该努力开发期刊自建网站的英文界面，提

供刊发论文的英文题目、英文摘要甚至全文，与世界著名的数字图书馆或期刊网站互

联，提高网站的点击率和期刊的展示度［５］。另外，中文科技期刊还可以根据自身的特

色创建用以宣传和展示期刊的双语移动数字终端，提供适合本刊特色的数字化服务。

总而言之，以电子版为载体的数字化科技期刊既符合国际出版业的发展趋势，又符合

国际加快信息化数字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有利于推动中文科技期刊走向世界。

２５　加入国际交流平台和争取被国际检索系统收录

无论是中文期刊还是外文期刊，如何让刊发的文章更快的被国内国际同行检索到

是提高期刊影响力、获得学术界认同的重要一环［６］。一方面，期刊通过介入国际化网

络数字平台和国际科技交流圈，可以提高国际用户的下载和引用潜力；另一方面，大

多数的作者对国际交流平台和知名检索系统收录的文章和期刊有更高的认可度，会增

加文章的引用率，带给期刊更广阔的国际影响力。再者，国际优秀的交流平台和检索

系统都有严格的审查标准，加入优秀的交流平台和被国际检索系统收录也是对期刊本

身的考验和提高。

总体而言，被知名国际检索系统收录扩大了学术研究的传播范围，提升了期刊的

国际知名度，将会吸引更多的国内外优秀稿源。只有作者是广泛的、内容是全球的，

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方能真正体现［７］。

选取４个检索系统，即科学引文索引 （ＳＣＩ，美）、化学文摘 （ＣＡ，美）、科学文
摘 （ＳＡ，英）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ＣＳＣＤ）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国内３５种神经病
与精神病学医学期刊中被 ＳＣＩ收录２种，为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Ｎｅｕｒａｌ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被ＣＡ收录１２种，ＳＡ收录０种，被 ＣＳＣＤ收录９种，被３个数据库收录的
期刊２种，被其中２、１个数据库收录的期刊分别为７、８种，未被收录的期刊２０种。
说明整体上我国科技期刊被著名检索系统收录的情况尚不乐观。这方面的工作，需要

期刊整体实力提升的同时，更需要进一步了解检索系统要求，有针对性地改进，以期

与国际接轨。

３　结　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飞速发展的经济水平带动下，我国科学技术领域的学术水平已

有了长足的发展，很多方面已跟上甚至超过国外水平。中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化，可以

带动我国的学术文明走向世界。在大力发展英文期刊的同时，如何提升中文科技期刊

的国际影响力？语言关、国际化的稿源、国际化的审稿标准、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建设、

加入国际交流平台和扩大被国际检索系统收录等环节至关重要。笔者在此抛砖引玉，

以期更多的讨论和研究，进而促进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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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类期刊宜发表一点人文类文章
———以 《机电工程技术》实践为例

向　飞
（《机电工程技术》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３５）

摘　要：结合 《机电工程技术》办刊实践，探讨了机电类科技期刊在考虑到学科性、学

术性等专业主体特征之外，如何通过开设人文专栏，提炼出学科中所蕴藏的文化价值，

从而充分挖掘并发挥其在受众心灵启迪、情操陶冶和美学熏陶的人文教育功用。

关键词：人文；机电；美学；教育

科技期刊作为大众传媒，除了要实现其保存和传播知识、促进学术交流的固有功

能之外，还应充分发挥科技期刊的教育和引导作用［１－２］。尤其是技术类期刊，如果在

发表科研成果的过程中，增加具有人文特色的栏目，既能丰富期刊的内容和功能，为

严谨的技术类期刊带来一丝清新，又能宣传和弘扬人文精神，增添艺术氛围，令该类

期刊独树一帜，进而提升技术类期刊的品质和社会影响力。

１　办刊实践

１１　领略铸造之美

铸造是机械工业的基础，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铸造。但 “术业有

专攻”，如果不是从事机械行业，又有多少人了解铸造的重要性。即便是机械学科出

身，非铸造专业的人恐怕也对铸造知之不详。本刊特地约请了 《艺术铸造》一书的作

者———华南理工大学吴春苗老师，撰写了 《与艺术相伴，与时尚同行———铸造让生活

充满诗意》，文章谈古论今，集历史性、艺术性、科普性于一体，精美的彩色图片配上

灵动隽永的文字，令读者徜徉在铸造世界的时间长廊里，该文发表后好评如潮，是不

可多得的佳作。

在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关温顺可爱的羊的传说趣

闻不胜枚举。而 《机电工程技术》所在的广州，别称羊城，也流传着一个古代广州人

民向往美好生活而衍生出来的神话故事——— “五羊衔谷，萃于楚庭”。今年适逢羊年，

杂志抓住时机，在２０１５年第１期刊登了 《羊年的祝福———感悟历史、艺术、铸造之精

华》，轻松惬意的字里行间，可以静心欣赏四方羊尊的磅礴大气，为时代的弄潮儿和领

头羊鼓掌喝彩，在喜气洋洋的 “羊意”餐具中感受生活的乐趣。

生活中从来就不缺乏美好的事物，缺乏的只是一双慧眼，一双善于发现美、欣赏

美的眼睛。《产品因美而升值》一文中，作者用轻松畅快的文笔，为我们展示了铸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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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充满艺术灵气的一面。掩卷而思，不禁让人感慨：只要拥有一颗积极乐观的心，

美就会无处不在！

１２　领略设计之美

工业设计是工程技术与美学艺术相结合的新学科。工业设计作品，既是科技与艺

术的统一，也是科技与文化的统一。因为好的工业设计产品不亚于一次 “头脑风暴”，

不仅具备观赏性、造型独特、优美，而且更具实用性，与人便利，使人的生活更加舒

适。

２０１２年８月７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了我国工业设计领域首个国家政府奖项
——— “２０１２年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评选工作。该项举措表明，工业设计在国家层面
受到重视。

本刊于２０１２年９月，及时约请到了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工业设计分会的专家撰写
了 《设计理念———观念引导设计》，此文瞄准最新工业设计理论及产品，对工业设计的

价值观念进行了归纳，指出设计的智慧在于 “和而不同”，即工业设计是一种创造性活

动，而非简单的重复，为读者奉上了一顿 “美味可口”的精神大餐。

１３　领略品牌之美

广东是中国的经济大省，但广东机械产品在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却不如人意。

一提起 “广东制造”，往往认为是贴牌、ＯＥＭ之类。为此， 《机电工程技术》杂志筹
划、准备多年，计划推出 “广东机械名牌”栏目，大力宣传、全面推介广东机械的名

牌产品，打造 “广东机械”的整体品牌，为名牌企业扩大影响力开启 “绿色通道”，

从而激励企业在不断的自主创新中走上世界的舞台。同时，通过这个窗口，吸引更多

国内外采购商了解广东机械名牌［３］。

１４　领略关怀之美

在我国多数地方甚至一线城市，售卖盲人产品的场所甚少。所以，编辑部请广东

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的作者撰写了 《通用设计理论下盲人产品的设计手法》，分析了

盲人的身心特征以及当今社会在对盲人认知上的误区，结合通用设计的理念，对市面

上具有代表性的产品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出能改善盲人产品适用性、真正关怀盲人用

户的设计手法［４］。

１５　领略见闻之美

有感于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在办刊上的成功，编辑部在讨论后，决定以各省市

的标志性建筑为对象，结合其蕴含的人文历史或涉及的最新工业技术，为读者讲述这

些建筑背后隐藏的故事。比如，东北是国家老工业基地，这一点为人熟知，但却很少

有人知道在有着 “共和国长子”和 “东方鲁尔”美誉的沈阳，有着一座全景式展示共

和国工业发展历程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工业博物馆。２０１２年６月刊登的 《见证中

国工业发展的光辉历程———中国工业博物馆见闻》一文，辅以精美的图片，带读者走

进中国工业博物馆，一同领略中国工业发展的辉煌与进步，喜悦与辛酸。读罢此文，

仿若接受了一次工业文明的洗礼，虽未亲至，却犹如亲眼目睹了记载数千年历史的壮

丽图卷，发人深思，给人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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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

《机电工程技术》人文类文章刊登以来，通过杂志网站、微信公众平台的发布，积

累了不少的人气，读者反应热烈，编辑部受到很多鼓舞，决心在已有基础上，再接再

厉，在人文类文章的数量和质量上下功夫，使之成为杂志的特色，在众多技术类期刊

中独树一帜。实践中发现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如下：

（１）设计方面，人文类文章不同于一般的科技论文，但目前排版的样式和美观度
还不是很理想，不能第一时间抓住眼球，有待提高。

（２）内容方面，人文类文章目前刊登的内容多限于工业设计、铸造等学科，但机
电行业还有诸多学科，许多素材尚有待挖掘。２０１５年将在 “魅力人物”中增加 “学者

风采”内容，由专职编辑负责采写，旨在介绍广东乃至全国机电行业有影响的前辈或

有杰出贡献的专家的求学和成长的道路，及他们对事业的执着和科研的贡献，展示其

高尚品质和严谨治学的态度，弘扬其优秀品质和人格，给年轻一代以启迪。

（３）稿源方面，《机电工程技术》作为技术类科技期刊，受众一般具有工程技术
背景，撰写一篇个人工作方向的论文不难，但 “跨界”撰写人文类文章却委实不易，

这也导致了人文类稿源极为匮乏，有赖于编辑约稿，这使得编辑经常 “单打独斗”，从

选题到约请专家，均由编辑个人完成。显然，这不是开放的流程，容易陷入闭门造车。

今后，在充分调研后，充分将发挥编委对杂志的学术指导作用，这样在组稿阶段就会

得到同行专家的支持，容易约到高质量的稿件［５］。

（４）人员方面，限于人手不足，编辑的主要精力花费在了处理来稿及与编委、审
稿专家和作者的沟通上，人文类文章的约稿时断时续，没有坚持做到每期都有，考虑

到策划在期刊特色和栏目内容上的重要性，本刊拟增设策划编辑岗位，专职负责人文

类文章以及人文专栏的约稿和 “魅力人物”栏目的采访。

３　结束语

不止 《机电工程技术》，每种期刊都应珍惜并保持自己的获得读者肯定和喜爱的特

色风格和形象，使之具有稳定性。但 “守常”并非一成不变，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

是科技期刊的发展之道。

刊登人文类文章，乃至设立人文专栏作为技术类科技期刊的特色专栏，既是技术

类科技期刊从被动编辑到主动编辑的一个转变［６］，是科技期刊的编辑思路从仅仅追踪

报道和致力推动行业技术发展和动态，到肩负起人文思想和精神传播使命的重大转变，

也符合技术类科技期刊增加可读性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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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期刊争创核心的实践与思考

阚　杰
（《广东电力》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０８０）

摘　要：带领期刊进入核心期刊是每个办刊人追求的目标，一个已经创办２１年的老刊要
想进入核心期刊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为此，笔者结合 《广东电力》创核所做的工作，介

绍了老刊争创核心中遇到的问题，解决办法，以及成功的关键点。

关键词：办刊实践；中国科技核心；目标定位；编委引导；载文质量

《广东电力》为１９８８年创办的期刊，创刊２０多年来其办刊水平在不断进步，尤其
是编辑加工质量不断提高，但因一直没有具体的目标，故前进步伐缓慢。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随着主办单位工作重心向科研倾斜力度的加大，其科研成果不断涌现。２０１０年初，
主办单位认为作为其主办的期刊的办刊水平也应相应地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为此，提

出进入核心期刊的目标。编辑部在对期刊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与行业较早进入核心的

期刊进行了对比，以找出差距和不足；在仔细了解核心期刊要求的基础上， 《广东电

力》将目标锁定为进入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在主办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编辑部在人员

增补配备的同时，转变原有办刊观念，经过５年的探索和改革，于２０１４年９月完成了
设定的目标。回首５年的办刊之路，引发笔者诸多思考，现就主要工作进行回顾和介
绍。

１　原办刊存在的问题

《广东电力》创刊虽超过了２０年，但由于办刊当初的定位问题，以及隶属于企业
管理，不属于企业主要技术部门，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编

辑部的人员也不是按照期刊性质需要配备的专业人员，人员知识结构不甚合理；稿件

基本为自由来稿，编辑加工质量虽逐渐提高，但因没有具体的目标定位，办刊质量和

影响力一直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突破。２０１０年在主办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编辑部为了寻
找突破口，进行了办刊总体策划分析，在对办刊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深入了解核心期

刊的评审方法，并对已入选核心的行业期刊进行全面的指标比对，通过比对发现办刊

的不足，通过了解评审情况确定前进的目标。分析发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１１　编委会没有发挥作用

虽然 《出版管理条例》、《期刊出版管理条例》规范没有对期刊编委会设置作出规

定，但科技期刊多数设有编委会，教育部１９９８年颁布的 《高等学报管理办法》第９条
规定：“学报编辑委员会是学报编辑出版工作的学术指导机构，应对学报编辑出版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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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监督和咨询作用”，也就是说编委会应在这三方面发挥作用。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要

求编委会由全国范围内的权威专家组成，以能够对期刊论文进行严格的学术评审。从

对比的期刊来看，其编委组成人员地域范围广，分布在全国各地，有行业专家也有高

校教授，且知名度较高。反观 《广东电力》的编委主要由省内行业系统的行政领导组

成，缺乏行业技术专家和高校学者；编委会也仅在１９９５年成立之初召开过一次，虽经
过２次换届，但近１５年再未开过编委会，编委工作没有有效开展，编委会形同虚设，
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１２　载文地域范围窄

载文地区分布广是对比刊的特点，而 《广东电力》主要是以刊载广东省电力系统

文章为主；比对刊载文作者机构多为全国性高校，高校载文率大于５０％，且高学历、
高职称作者较多，而 《广东电力》高校载文仅为１２％，且主要为省内高校，高学历、
高职称作者较少；从载文基金资助情况来看，对比刊基金资助文章较高，达到５２％以
上，而 《广东电力》明显缺失科研热点文章。

１３　作者来稿量不足

来稿量充足、来稿渠道多、来稿质量高、刊发率低是对比刊的特点，而 《广东电

力》来稿量２０１０年前约为７００篇，基本为作者自由来稿，高质量文章较少，并且存在
写作等方面的不足，刊发率在３５％左右。

１４　未进入国际检索系统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评估入编期刊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是：来源刊是否被国内外著

名大型检索系统收录。从对比刊来看，每个期刊都或多或少地加入了中国科技核心期

刊提到的国外著名检索系统。而 《广东电力》除国内数据库，基本没有涉及国外大型

检索数据库。

２　解决措施

针对上述问题，编辑部提出了整改措施和实施步骤，一方面从编委改选入手，启

动编委办刊、加强期刊学术引导的办刊理念；二是从提高载文质量入手，从期刊质量

的根源上来抓；三是用政策做保障，争取主办单位支持。围绕这几个方面，编辑部开

始了持续不断的改革创新。

２１　改选编委会

为了充分发挥编委会的作用，２０１０年编委会换届时，编辑部定下的改选目标就是
去行政化，加强学术指导，为此增补了全国范围内相关高校专家和知名教授，以加强

期刊学术质量把关和学术导向，同时制定了本刊编委会章程，完善了编委会制度，强

化了编委会的作用。并于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初分别召开了编委会会议。第一
次会议，编委们肯定了 《广东电力》进入科技核心期刊的目标定位，并就栏目设计、

编排质量、期刊地域性、刊物宣传力度、审稿等方面的不足给出了相应的建议。第二

次会议，编委们主要对栏目设置和来稿地域范围窄以及期刊更名等问题进行了重点讨

论，探讨其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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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争取主办单位支持

主办单位的支持是期刊稳定持续发展的保障。在人员方面，主办单位聘任了有影

响力的主编，以加强刊物的管理和学术领导，同时对编辑部人员进行了补充和调整；

在科研产出文章等政策上向编辑部倾斜；鼓励院内专家、博士撰写高质量文章；在审

稿费、外出约稿等方面给予编辑部更多政策上支持。

２３　改善载文质量

坚持质量第一是我国出版工作必须贯彻执行的方针原则，期刊载文质量的提高与

充足的稿源和高质量的来稿是分不开的，如何扩大来稿量？如何提高来稿的质量？如

何提高载文质量？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编辑部主要从扩大稿源、改进管理、主动约稿

三方面来抓。

２４　扩大稿源

为了扩大稿源，编辑部改变过去坐等自由来稿的做法，主动进行约稿，从编委、

作者、新入职员工等各方面入手，如在编辑加工工作中发现好作者，在日常交流中发

现高学历、高职称作者，不断联系沟通宣传；同时向其他编辑部取经，吸收好的想法，

采纳可行的做法。虽然沟通和交流不一定在短期内收效，但从长期来看，主动积极宣

传还是利于扩大稿源的。

２５　改进管理

编辑部的管理间接影响载文质量。按照规定编辑部处理日常来稿要做到及时登记、

及时审读、及时答复。但有些编辑部的管理者不是从制度的执行角度和利于读者角度

出发，而是从自身权利的使用角度出发来管理的，结果导致稿件发表时滞人为延长，

优秀稿件外流，间接影响了期刊的载文质量。

为了改善原管理中出现的各种弊端，从２０１０年开始，编辑部制订了来稿处理流程
节点并逐渐完善，不仅缩短了论文发表时滞，在读者中建立起了良好的口碑，而且在

工作中摸索出适用的稿件刊用策略。为了避免刊载质量有问题的稿件，编辑部制订了

主办单位人员推荐稿管理制度和流程。为了提高来稿质量，编辑部不仅修改完善了投

稿须知，明确投稿细节要求，并且针对基层作者写作上的不足，编辑部走入省内各基

层单位为其开讲科技论文写作规范。为了杜绝原审稿流程实施中出现的各种弊端，编

辑部实施了双盲审，并逐步建立了高级工程师以上级别的行业审稿专家团队和博士

（或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高校审稿团队，对外审稿件严格把关。为了严控不端文献的

发表，２０１３年编辑部开始启用不端检测系统，对重复率超过３０％的文章直接退稿。为
了提高稿件流转时效和透明度，编辑部自主开发了网络投稿系统。

从上述针对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而改善管理的实践来看，其有助于编辑部工作效

率的提高，较大程度地改善了载文质量。

２６　组稿约稿提升质量

为了获取优质稿源，在立足区域技术的基础上，编辑部持续不断地跟踪国内外技

术发展态势，跟踪科研前沿和理论前沿，积极拜访编委，主动向高校、研究院所基金

项目，主管单位及下属或相关单位的科研项目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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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年来，各位高校编委给予期刊大力支持，不仅亲自为期刊撰写文章还多次为期
刊推荐优秀稿源。经过持续不断地前往各相关高校约稿，编辑部每年都会收到拜访的

编委、审稿老师的投稿或者推荐的文章数十篇。科研项目是论文产出的重要渠道，且

论文质量较高，具有技术前瞻性，从２０１１年开始，编辑部由副主编负责，逐一向项目
负责人约稿，经过几年的努力，约发科研项目文章几十篇。此外，编辑部还有针对性

地向高学历、高职称且文章写作规范的作者约稿，获得主办单位和相关单位新入职高

学历作者的大力支持。

经过几年持续不断地宣传，改进管理，层层把关，严格审稿，主动约稿，期刊的

优质稿源不断提升。据统计，除刊发的基金文章稳步上升 （基金论文比 ２０１０年为
９９％；２０１２年２９％；２０１３年为３５３％）［１－３］外，第一作者单位为高校的文章稳步增
加 （２０１３年５２篇；２０１４年５５篇），同时，第２作者单位为高校的文章数量也在逐年
增多 （２０１３年５９篇，２０１４年６４篇），编委亲自撰写的稿件也呈上升趋势。

３　目标完成后的思考

２０１４年９月期刊成功进入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成功之后，在继续努力的同时，笔
者也在思考，已经创刊多年的期刊，争创核心期刊过程中，那些方面是比较重要的，

通过总结，笔者认为本刊之所以能够成功，以下几点是主要的：

（１）明确的目标定位。没有目标就像大海中行船没有方向。办刊也同样，没有明
确可行的目标定位，是无法办出一份好的期刊的。明确以进入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为目

标定位前，《广东电力》已经创刊２１年，其随着广东电力的蓬勃发展不断前进，出版
和编辑加工质量越来越好，也取得了许多成绩，但因其目标定位比较模糊，虽然提出

要办精品期刊，但概念和定位都不明确，不知该如何努力，主要抓什么，所以，期刊

总是无法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２０１０年明确进入核心这个大目标后，在分析期刊现状
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目标锁定为进入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并且明确该从什么地方入

手改进不足，这就给日后的行动指明了方向。

（２）及时转变观念。制定目标是为未来勾画了一个蓝图，但如何起步，如何打开
局面，如何实现，还得从转变观念入手，原有的办刊观念不转变，就不可能按照现在

的目标主动积极工作，就无法拓宽思路，不会主动想办法，改善办刊中不足。

（３）充分依靠主办单位的支持。隶属于企业下属部门的期刊编辑部是一个没有独
立人、财、物权的部门，要想打开工作局面，进行改革，引领发展，调动发挥人的主

动积极性是比较困难的，要在现有情况的基础上实现发展和飞跃，一定要充分依靠领

导的支持和主办单位的支持。

（４）行动是试金石。再伟大的目标、再好的想法，领导给予再大的支持，自己不
行动，或者遇到困难就停止前进，目标也是虚幻的，“取得成功的灵魂就是行动”，同

时也应记得滴水能穿石的道理，持续不断的行动加上积极主动想办法才是走向成功的

不二选择。

４　结束语

在冲核的路上，我们尝试各种方法，但始终将提升载文质量作为工作的重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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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其做好每一个环节的工作。核心期刊评比采取的是新刊新办法、老刊老办法，新刊

人才多，起步高，目标容易实现，而对于创刊２０多年的老刊，指标在，人员结构改变
难，转变思维，转变工作方式、效率等方面困难确实很多。但只要有明确的目标，有

主办单位的强有力的支持，有编委的大力协助和引导，有编辑人员的同心协力，只要

敢于探索，突破必将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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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继续教育，提升期刊影响力
———以 《护理学报》为例

江　霞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护理学报》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５１５）

摘　要：以 《护理学报》为例，介绍其对读作者采取多途径开展继续教育以提高学术影

响力的实践和体会。护理期刊以刊授为基础对读作者进行继续教育、以举办学习班和学

术会议的形式举办继续教育项目、派资深编辑外出进行论文写作指导与现场点评等继续

教育实践，在提高读作者专业理论水平及科研素养的基础上，提高了科技期刊的学术影

响力，更好地发挥了科技期刊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充分体现了科技期刊的社会价值。

关键词：科技期刊；继续教育；学术影响力

科技工作者一生中所需的知识，只有１０％是在学校学习的，而其余９０％要靠自己
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和积累［１］。我国护理人员的学历层次由于专业与历史的原因，目前

仍然以中专为主，本科生只占３４２％，研究生仅占０１３％，而教育系统中只有本科及
以上层次的学校才开设护理科研的相关课程，以致护理期刊的作者群大部分在学校中

并未系统接受过科研方法和论文写作的教育［２］。利用护理期刊作为继续教育平台，为

护理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经济、方便的学习机会，在提高读作者专业理论水平及科研素

养的基础上，可提高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护理学报》十余年来尝试采取多途径对读作

者进行继续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现将实践方法介绍如下。

１　实践方法

１１　以刊授形式开展继续教育

科技期刊是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最好教材之一［３］。临床一线护理人员外出学

习机会少，接收新信息、新知识受客观条件的限制，鉴于此，《护理学报》于２００３年
率先推出以刊授的形式举办继续医学教育项目；２００６年开辟 《继续教育园地》，针对

护理论文中存在的统计学问题，以及护理专业热点、重点问题开设专题讲座与问答；

为了进一步拓宽刊授的服务平台，本刊充分发挥过刊的价值，将过刊赠送给期刊发行

未覆盖地区的医院、边远地区［４］；为了满足越来越多的护理人员撰写护理论文的需求，

本刊近几年来利用自主开发的网站功能，将过刊全部放到网站，免费供护理人员查阅

下载，供她们进行专业学习和论文写作参考。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资助项目 （２０１５０３０２）
作者简介：江霞 （１９７５－），女，副编审；Ｅｍａｉｌ：１０６２１２３５８８＠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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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以举办学习班、学术会议的形式开展继续教育

继续护理学教育是以学习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为主的一种终身性护

理教育［５］，其内容应贴近当前国内外护理、医学发展动态，且需紧扣护理理论及临床

的热点问题，适合不同专科护理需求；同时，还应遵循成人教育 “干什么学什么，缺

什么补什么”的原则［６］。《护理学报》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紧密结合临床护理人员的实际
需求，申办国家级、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共１６项。其中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举办的 《临

床心理护理科研设计与心理量表的应用》、２０１０年举办的 《护理科研与写作提高班》

继续教育项目被评为广东省高新技术研修班，受到了继续教育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

本刊以举办学习班、学术会议的形式，在全国各大城市陆续举办这些继续教育项目２０
余次，会议以理论授课、学术交流、实践演示、现场辅导操作技术、现场论文点评、

一对一论文写作辅导等方式进行，参会学员普遍反映项目内容科学、实用，真正起到

了督导护理人员学习和获取新信息、新知识、新业务的作用。

１３　提供论文写作辅导开展继续教育

论文写作是体现科研成果的重要环节，而８０％以上基层医生的论文都被退稿，其
问题最多的就是投稿论文的内容与杂志的要求不符，医生尚且如此，护理人员的遭遇

则更甚［４］。针对此情况，本刊编辑部积极与各省市护理学会联系，合作举办护理科研

与写作指导的培训班，培训期间，资深编辑结合实践工作与审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

自身论文写作实践，列举大量的、典型的病文和优秀论文写作实例，系统详尽地讲解

护理科研选题与设计相关知识和注意事项、不同题材护理论文的撰写方法等内容，并

对合作办会单位选送的论文从审稿者的专业角度在现场进行具体、深入的点评，或者

与学员面对面沟通交流，启发她们的选题思路；或者对学员提供的论文现场进行一对

一写作辅导，让学员知道自己的文章存在的问题及修改思路等。同时，编辑部也经常

派资深编辑到各护理学术年会上或是本刊读者密集的大单位进行论文写作指导与现场

点评。

２　效　果

２１　开展继续教育，显著扩大了期刊的对外宣传力度，提升了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在刊授期间，本刊设置了问卷表对读作者进行调查，９３％以上的人认为，本刊推
出的以刊授为基础的继续教育内容能充分反映当期学报的核心内容和本学科的最新成

果与动态，读作者认为此类学习方式让其开阔了思路，提高了专业理论水平和科研能

力。自本刊举办刊授项目以来，明显扩大了期刊的对外宣传与影响，月均发行量近１
万册，至２０１４年止，已有近１０万人次参加刊授学习，众多读者通过刊授学习不仅丰
富了其专业理论知识，还提高了其科研素养与论文写作水平，这类固定的读者群成为

了本刊的稳定作者群，近年来，年均收稿量均在７０００篇左右，且其投来的论文写作格
式及学术质量不断贴近本刊的规范与要求，从而促进 《护理学报》学术影响力的不断

提升。

２２　开展继续教育，提高了读者作者专业水平，促进了期刊学术质量及影响力的提升

本刊近１０年来在海口、昆明、乌鲁木齐、呼和浩特、舟山、银川等全国２０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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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举办继续教育项目２０余次，参会人员数千人次。许多学员从本刊举办的继续教
育项目 “学习班”、学术会议上吸取了宝贵、丰富的学术前沿信息与实践经验，回到单

位与全院人员分享经验，并被指定为单位开展新业务新技术的负责人，或是被指定为

全院护理科研与论文写作辅导把关的负责人等。如几名来自广西、四川的学员，在本

刊举办的 《专科护士模式下临床科室慢性伤口护理联络护士培训班》上学习了相关课

程及现场慢性伤口的处理实例、先进伤口敷料的选择与使用技巧后，深受启发，回到

单位极力向领导推荐，其所在单位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论证和思考筹备后，终于在这几

名学员的牵头下，开展了使用先进的湿性愈合伤口敷料进行伤口护理的新技术。读作

者通过继续教育项目的学习，在丰富、提高专业理论水平的同时，也提高了总结工作

经验并将之撰写为学术论文的能力，本刊特为此开辟的 《专科护士园地》就刊登了不

少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增强了临床指导性及实用性，明显提高了 《护理学报》的学术

影响力。

２３　开展继续教育，提高了读者作者科研素养和论文写作水平，促进了期刊学术质量
及影响力的提升

本刊近１０年来受各地护理学会、各大医院护理部的邀请，外出进行护理论文写作
讲座近１００场，编辑采取编者授课、现场讲评论文，与读者面对面交流、一对一论文
辅导等方式为护理人员进行护理论文写作的继续教育，有针对性地解决了临床护士科

研薄弱、写作困难等问题，进一步加大了科技期刊培训功能的深度和力度，受益最大

的广东省临床护理人员，近几年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护理论文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

除了自身科研素养及职称级别不断提高外，其所在单位的科研水平也得到大幅提升，

本刊经常接到类似来电来信的相关赞扬，明显提高了 《护理学报》的学术影响力。

３　体　会

《护理学报》多年来在始终坚持以学术质量学术导向为宗旨的基础上，通过以刊授

为基础的继续教育，为边远地区及没有足够时间外出学习的临床一线护理人员提供了

继续教育的学习平台；以举办学习班、学术会议的形式举办继续教育项目，为护理人

员了解国内外护理专业学术热点与动态、专科护理发展前景与实践现状等提供了学术

交流的园地；派资深编辑外出进行论文写作指导与现场点评，更直接地发挥了护理科

技期刊编辑对临床一线护理人员科研与论文写作的指导作用。通过开展继续教育，在

全方位满足各级各类护理人员的继续教育需求的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 《护理学报》

的社会影响与经济效益，从而不断提升其学术影响力：国内同行护理专家、管理部门、

读作者以及社会各界对 《护理学报》学术质量给予了高度评价，本刊在同行竞争非常

激烈、本刊改为半月刊面临影响因子大幅下滑的趋势下，影响因子仍在全国护理核心

期刊中名列前茅；据 《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

研究中心》统计的１８种护理学学科期刊中，《护理学报》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影响因子稳定
位居统计年中的第２至第３位。因此，笔者认为科技期刊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在本专业
领域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尤其在继续教育方面具有许多便利和优势，办刊人可以

充分利用这些条件，真正把科技期刊办成没有围墙的大学，更好地发挥科技期刊在学

科发展中的作用，充分体现科技期刊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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