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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运营现状分析和建议

吴　凌，刘美兰

（广州中医药大学期刊中心，广东 广州，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笔者对中医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运营现状进行了统计，分析了微信公众号的基本
属性、推送频次和内容等，根据统计结果总结出微信公众号目前存在的不足，提出促进微信公

众号发展的建议，希望中医药期刊能提升微信公众号的关注度，为读者和用户提供更为优质的

服务，促进中医学知识的传播，让彼此有更多的交流，令中医药期刊发展得更好。

关键词：中医药期刊；微信公众号；运营现状；建议

　　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方式以及人们的阅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这种变化导致纸质
媒介的需求量大幅减少，但在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一些传统期刊顺应时代发展趋

势，借助新媒体、互联网之力，在内容创作、呈现、传播上积极探索发展之路，从单纯的内

容提供向服务提供转型，从单一的纸媒发行创收向多产业方向发展。中医药期刊是我国乃至

国际上中医药学术交流的载体，向人们传播中医药学术情报、学科研究进展、临床研究成果

以及诊疗经验等，从而促进我国中医学的不断发展。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新媒体的发展，

微信已经普遍应用于各个领域，很多纸质期刊都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实现线上和线下两方面

发展，中医药期刊也是如此。微信公众号可以使公众号主体和用户通过实时文字、图片、语

音和视频等多种方式进行互动与交流。中医药期刊中，开设微信公众号的占比仍然不大，笔

者统计了目前该类期刊微信公众号的开通情况和运营现状，根据统计结果总结存在的不足之

处，并提出建议。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截至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５日，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资讯中文期刊服务

平台检索出中医药期刊共计１２０种，包括中医类期刊１０１种、中西医结合类期刊１９种。其
中有３种中医类期刊已停刊。

１２　微信公众号检索方法
进入微信“添加朋友”模块，输入“中医”“针灸”“中西医结合”“康复”“杂志”“学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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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微信公众号进行了模糊搜索，筛选出微信公众号，再将没有筛选出来的期刊输入全

名进行搜索，如亚太传统医药杂志、中国民间疗法等，关注能搜索出来的期刊公众号，获取

公众号的基本属性、功能菜单、历史消息等数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输入ＷＰＳ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统计。

２　统计结果

２１　公众号开通情况
调查的１１７种期刊最终搜索出４１个中医药期刊微信公众号，开通率３５０４％。

２２　基本属性
微信公众号基本属性包括微信名、微信号、头像、功能介绍、帐号主体、是否接受文章

推送、客服电话等，详实有效地展示了期刊的基本信息，可以让用户便捷、直观地了解该公

众号的功能。

２２１　微信名　４１个微信公众号中，使用期刊名作为微信名的有３９个，有２个是在刊名基

础上加上“杂志社”命名。笔者认为，以刊名作为微信名，更便于用户搜索出公众号。

２２２　微信号　４１个微信公众号中，以刊名的汉语拼音全拼、汉语拼音首字母、英文刊名

首字母作为微信号者居多，但也有为数不多的公众号其微信号是随机码。

２２３　头像　４１个微信公众号中，以期刊商标作为头像的占大多数，其次是刊名图片、期

刊封面等。相较之下，笔者认为，以期刊商标作为头像，样式较多，形状、颜色各异，较为

个性化，在众多公众号中容易辨识；以期刊封面截图作为头像，虽样式较为传统，但可与纸

质期刊在形象上保持一致性，也可相应提高用户对公众号信息的认可度。

２２４　实名认证　实名认证是微信公众平台为了确保公众帐号信息的真实性、安全性而采

取的一种手段。申请实名认证需要提交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微信

公众平台认证公函、授权书、期刊出版许可证与核准续展注册证明等资料。一方面在强化微

信主体单位责任的同时保护其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认证后，将获得更丰富的高级接口，并

能够向用户提供更有价值的个性化服务，提高用户对微信公众号的认可度和关注度。因此，

申请实名认证是十分必要的工作。在４１个微信公众号中，有３６个通过了实名认证，认证率

为８７５％；有３４个在２０１７年完成认证，有２个在２０１８年完成认证；有３个没有认证，有２

个以个人名义注册。

２２５　类型　目前，微信公众号有企业号、服务号和订阅号３种类型，而中医药期刊的微

信公众号以服务号和订阅号为主。服务号是提供功能服务的，开放出了较多的高级功能，主

要适用于不需要过多推送内容、以服务为主的账号，每月最多能够推送４次消息。订阅号开

放的功能相对有限，主要用于传播信息，构建与读者之间更好的沟通和管理模式，可每天推

送１次消息。在４１个微信公众号中，订阅号２５个，服务号１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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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信息推送频率　
１６个服务号中，推送规律的有７个，情况较好的是每月有１～４篇推文；２３个订阅号

中，较为规律推文的有１０个，情况较好的是隔天推送，或每隔３～９天推送１次。其余公众
号存在无推文、不规律推文或者只推文到一定日期后则再无推文的情况。

推送频率是衡量一个微信公众号活跃度的重要指标。考虑到服务号每月最多只能推送４
次消息，以４次为界，将每月消息推送频次少于４次的定义为低活跃度账号，≥４次则定义
为高活跃度账号。经统计，１６个服务号中只有３个为高活跃度账号。而对于订阅号，将每
周均发布消息定义为高活跃度账号，那么，２５个订阅号中只有８个为高活跃度账号。４１个
微信公众号中，高活跃度占２６８３％。统计结果表明，中医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活跃度较
低，七成为低活跃度账号。

２４　推送内容
本研究所统计的微信公众号中，历史推送的内容有期刊的目次、刊登过的文章、会议通

知与报道、养生保健知识等，以期刊当期目次、刊登的文章为多，鲜有学科动态、学科人文

知识等内容。形式上主要以图文为主，没有充分利用微信可以推送音频、视频的特点，丰富

消息发布形式，内容与形式均较为单一。

２５　广告
有３个微信公众号的推文最后附有广告。

２６　功能菜单
本研究所统计的微信公众号中，功能菜单会有过刊目录、稿件查询、论文检索、官网链

接等选项，便于作者在公众号中找到正确的投稿网站，完成在线投稿、查询稿件相关信息、

查阅目录、下载文章等流程。４１个微信公众号中，２５个有过刊目录查询功能，１８个有稿件
查询功能，１２个有论文检索功能，９个可以在线投稿，６个有下载文章功能，有２个需要登
录中国知网后方可下载文章。１９个公众号开通了微支付功能，提供在线订购期刊、在线缴
纳审稿费等服务。

３　分析不足

根据以上统计结果，目前中医药期刊公众号的发展虽呈现较好的趋势，但仍存在如下不

足：①微信公众号开通率低；②活跃度低，推送不规律，有的公众号甚至停止推送信息；③
大部分期刊没有专业设计和经营微信公众号的工作人员，使得推送的内容多采用大段专业文

字，形式较为单一，内容更新缓慢，订阅用户少；④没有充分发挥微信公众号的服务功能。

４　建议

４１　提高微信公众号用户的黏性
第一，重点凸显内容优势，推送消息不应拘泥于传统纸质期刊的目次索引以及杂志约稿

等形式，而是要丰富推文内容，策划更多专题，开设精品栏目与固定栏目。比如，业内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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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绍、中医药领域的最新研究、国际上与中医相关的新发现或者首发病例、精彩医案等。

另外，除了发布专业的中医内容外，更需要将中医学专业术语转换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订

阅户传播与科普中医基础知识。

第二，推送内容多样化。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消息应尽量避免大篇幅地照搬期刊上的原有

内容，需要将内容重新编辑，字体大小和颜色均要符合用户手机阅读的需求。可以采用错落

有致、幽默风趣的语言，或充满古韵的文言文，或平实叙述的语言等，并附上风格各异但符

合文章内容的图片，或将推文内容转化为语音、视频模式，提高推文的趣味性。首页应用的

图片、大标题和二级标题都要吸引人，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读者。

第三，保持微信公众号的活跃度。有研究者建议根据用户的阅读习惯与阅读量来确定消

息的推送频次，稳定的消息推送量能够让用户养成阅读习惯，并增强用户与公众号之间的黏

性。低推送量、低推送频率的公众号，容易造成阅读信息量偏少，不利于读者对公众号的长

期关注，易造成读者流失［１］。反之，太过频繁的推送容易造成推文质量的下降，甚至造成对

关注者的信息骚扰，导致用户取消关注。同时，高频次地推送消息对期刊来说也需要投入较

大的人力资源和较多的精力，因此，稳定、适度的消息推送频率是微信公众号运营良好的重

要指标之一。

以《新中医》的微信公众号为例，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以前，每天增加２～５个用户。自１２月
起，每月保持４篇推文的频率，平均每天增加２～１０个用户，取消关注的人数比例逐渐下
降，目前统计是每周至少增加１００个用户，关注率呈稳定上升趋势。笔者认为，消息推送频
率以每周１～２次为宜。

因此，建议微信公众号形成有序的推送规律，与此同时，微信公众号的管理人员还需定

期更新平台的自动回复内容，为订阅用户提供更为及时和优质的服务［２］。

４２　增加微信公众号和用户的互动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设计者越来越重视信息接收者的体验和参与。微信的出现，使期刊

在传统阅读功能的基础上扩展了互动交流功能。如果微信公众号没有较高的互动性，只注重

单方面地传播信息，是不利于公众号长久发展的。因此，可以使用多种手段调动用户的提问

欲与求知欲，给订阅用户一种主角感。如果用户关注的问题能够及时得到解答，并超出其原

有的期待值，将有效提升用户的满意度，从而更为关注该公众号。与此同时，部分用户会对

微信公众号的推文进行评论，提出自己的感受和对公众号的建议，公众号管理人员需要及时

解读用户的反馈，根据反馈改进并优化推送内容和服务功能。

《新中医》微信公众号管理人员根据系统后台的回复与提问，获悉用户们较为关注的疾

病种类，推送盗汗、偏头痛、痛风性关节炎、脱发等常见病的专家经验与医案，文章浏览量

较多，《朱良春：治疗痛风性关节炎》１周内的的浏览量达到１２７１次，《从营卫论治脱发验
案３则》１周内的浏览量达１１４３次，《０～６岁儿童常见中医体质辨识》１周内的浏览量达
１０７６次，短期内每天增加１０个用户，取消关注的用户也相应减少；而发布肺癌、糖尿病等程
度较为严重且难治疾病的推文，即使是名医经验，浏览量亦不多，且取消关注的人在短期内也

会较多。可见推送的内容与用户的增减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推送的内容读者多不感兴趣，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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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取消关注以减少信息骚扰；若内容多为大众感兴趣或可读性较强的，用户则会相应增加。需

要注意的是，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所有消息，都要标明信息来源和具体的使用范围等。

４３　增加服务功能与宣传，打造自身品牌
如果说传统纸质期刊提供的是有限的内容，那么在互联网时代，借助新媒体技术，传统

期刊除了能够给用户提供更多的内容，还能够给用户提供其他相关服务。一方面，尽可能地

使用户能在公众号平台上查阅过刊、浏览论文、投稿、查稿、购买杂志等，做到线上线下服

务紧密结合，实现公众号的功能最大化，便利作者、读者，这些服务能够增加传统期刊用户

的黏性，提升用户对品牌的忠诚度；另一方面，这些服务本身具有可行的盈利模式，微信公

众号需要加强自身的宣传，鼓励更多的用户订阅并关注公众号，进而延伸传统期刊的品牌价

值。期刊可以通过纸质期刊、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等多种途径宣传微信公众号及二维码，增

加关注用户量。推送的消息最好是期刊原文的摘要，属于提纲擎领的内容，全文的内容可以

通过微信公众号的原文阅读功能，将微信信息转变为期刊网站的内容，这样不仅可以为期刊

网站吸引到更多的关注，还可充分发挥微信的沟通价值，将订阅用户碎片化的阅读转变为有

深度的阅读［３］。与此同时，因为微信用户之间存在范围较广的社交关系网，微信公众号推送

的内容需要引导并鼓励订阅用户分享，可向订阅用户提示：“如果觉得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信

息不错，就将它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以吸引更多的新用户。另外，微信平台的互动性很

强，可以将期刊举办的活动在微信公众号上推荐，以吸引更多的用户参与活动。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广告商更愿意将广告投放在浏览量多的网络、ＡＰＰ等平台
上。而品牌是无形的资产，如能结合期刊特点，打造自身品牌，呈现自身特色，结合纸媒宣

传，增加用户或订阅户数量，不仅能够吸引广告的投放，增加收入，同时也有利于期刊在新

媒体环境下稳定发展。注重内容和服务已成为互联网时代诸多行业的重要发展原则，传统期刊

充分挖掘自身品牌优势打造产业生态圈，已成为传统期刊在新媒体时代的重要发展之路。

５　结论

数字技术、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快速崛起，让传统期刊行业的发展面临困境。但新技

术的出现，同样也给期刊产业的变革带来新的能量。目前的中医药期刊微信公众号存在很大

的发展空间，建议增加与订阅用户的交流与互动、提高订阅用户的黏性、增加服务功能与宣

传、打造期刊自身品牌，更好地为用户服务。作为行业的从业者，我们只有拥抱新技术，不

断进行探索与尝试，才能更好地促进期刊线上、线下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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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核心期刊微信公众平台运营现状分析

郭亿华

（热带地理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０７０）

　　摘　要：为了调查地学类核心期刊微信公众平台运营情况，以《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２０１５年核心版）》１２３种地学类期刊为样本，通过多种渠道搜索已开通的公众号并添加关注，

深入调查其开通情况、基本资料、平台内容、推送消息等方面的具体情况。结果发现，地学核

心期刊微信公众号开通率较低且大部分运营情况不佳，内容与官网相似度高，仍处于传统数字

化出版模式。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地学核心期刊；微信公众平台；栏目设置；消息推送

　　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科技期刊由传统出版模式向数字化出版转型已

经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由腾讯公司开发的微信公众平台，集通信、社交、平台化等多种功能

于一体为期刊数字出版提供了更为便捷、高效的互联网宣传渠道。微信对科技期刊原有的形

式和内容进行了重新切割，以适应大众的快餐式阅读［１］，因而广受欢迎。近年来，不少科技

期刊顺应潮流，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并进行相关研究，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公众号的运营情

况［２－３］、平台功能建构［４］、运营模式［５－７］、传播特点［８］、传播模式［９］、评价体系［１０］等方面。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多以某一学科期刊或者某一统计源期刊为对象，而目前对地学

类期刊微信公众平台的探讨还较少，仅有张夏恒等［１１］对大气科学类中文核心期刊微信公众

号满意度进行了评价。鉴于此，本文以地学类核心期刊为样本，调查分析其微信公众平台运

营情况，以期为科技期刊微信公众号平台发展提供一定借鉴。

１　研究对象和方法

地学类期刊包括地球科学综合类、大气科学类、地球物理学类、地理学类、地质学类、

海洋科学、水文学类等 ６大类期刊。样本选取自《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２０１５年核心

版）》［１２］，总共１２３种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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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调查方法有：１）通过手机微信“通讯录”中的“公众号”渠道，以１２３种期刊名为关

键词进行实名逐一搜索，对搜索到的公众号添加关注；２）对于那些通过手机微信搜索未能

找到相关信息的期刊，为了防止遗漏，再通过搜索期刊官方网站、主办单位官网、所属期刊

集群网等多种途径查找公众号开通信息，从而添加或扫描成为关注对象。调查内容包括开通

情况、基本资料（所在地区、开通时间、平台类别、实名认证、账号主体、功能介绍）、平

台内容（栏目设置、发布类型）、推送消息（数量、阅读量、点赞数、推送频率）等方面的具

体情况。调查时间截止至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开通情况和基本资料分析
所调查的１２３种地学核心期刊中，有３４种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并有消息发布，占比

２７６％，开通率较低（表１）。需要说明的是：《大气科学进展》开通了２个订阅号，栏目设置

相同，发布消息不同，作为１个平台计算；《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进展》共用

“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网”平台发布消息，作为１个平台计算；《世界地震工程》与其他２个期

刊（《自然灾害学报》《地震工程和工程振动》）共用公众号，也将其作为１个平台对待；《物

探化探计算技术》开通至今尚无任何消息发布，为“僵尸号”，故不作为研究对象。

对３４个开通微信公众平台的期刊基本资料进行分析（表１）发现：１）地区分布上，绝大

部分的期刊分布在东南沿海等发达省份，西部地区数量较少，其中有１８种（占比５２９％）期

刊所在地区为北京。２）实名认证方面，有２１个期刊已进行实名认证，１３个尚未认证。３）类

型方面，公众号主要包括服务号与订阅号２种，２０种期刊开通的平台为订阅号、１４种为服

务号。４）开通时间方面，最早开通的是《海洋学报》（２０１４－０７－２３），最晚是《地质与勘探》

（２０１７－０１－０４），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６年开通的期刊数量相当，分别为１４和１５种，２０１４年最少，

只有４种。５）账号主体方面，２５个平台的账号主体是期刊主办单位，６个没有账号主体，３

个是个人账号。６）功能介绍方面，２０个有详细的介绍，大多涉及主办单位、报道宗旨、刊

登范围、影响因子、数据库收录等方面的内容，而１４个介绍简短，只表明是哪个期刊的微

信公众平台，或者只涉及最基本的交流作用介绍。７）关键词方面，仅有２个期刊设置了数字

回复，分别为《气候变化研究进展》和《热带地理》。

由上述分析可知，地学核心期刊微信平台开通率仍旧较低，不足三分之一，且开通时间

普遍较晚，基本资料不完善，４０％的期刊尚未实名认证，约有３０％平台的账号主体为个人

或者缺失。

２２　平台功能与内容分析
微信公众平台功能大体可分为３大块：导航系统、互动交流系统和文献传输系统。其

中，导航系统由期刊目录、投稿及查询、期刊订阅和关于我们４模块组成，互动交流系统链

接微社区，文献传递系统主要为读者提供免费文献传递服务［１３］。这些功能主要通过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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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开通微信公众平台的地学核心期刊基本资料

学科 刊名 所在地 开通时间 实名认证 类型
账号

主体

功能

介绍
关键词

地理学 冰川冻土 甘肃兰州 ２０１６－０９－１２ 未认证 订阅号 个人 简单 无

地理科学 吉林长春 ２０１６－０５－１７ 已认证 订阅号 组织 简单 无

经济地理 湖南长沙 ２０１６－０３－１６ 已认证 订阅号 组织 详细 无

热带地理 广东广州 ２０１６－０３－３１ 未认证 服务号 组织 详细 数字回复

中国地理资源期

刊网

北京 ２０１４－１１－０７ 已认证 服务号 组织 简单 无

地质学 地质通报 北京 ２０１４－１０－１７ 未认证 订阅号 个人 详细 无

工程地质学报 北京 ２０１６－０５－１３ 未认证 订阅号 组织 详细 无

石油实验地质 江苏无锡 ２０１５－０２－１０ 已认证 服务号 组织 详细 无

岩矿测试 北京 ２０１６－０３－０４ 已认证 订阅号 组织 详细 无

中国岩溶 广西桂林 ２０１５－１２－１１ 已认证 订阅号 组织 详细 无

地质与勘探 北京 ２０１７－０１－０４ 已认证 订阅号 组织 详细 无

古地理学报 北京 ２０１５－１２－２９ 已认证 服务号 组织 简单 无

岩石学报 北京 ２０１５－１１－０５ 未认证 订阅号 未标明 简单 无

海洋

科学、

水文学

海洋学报 北京 ２０１４－０７－２３ 已认证 订阅号 组织 详细 无

中国海洋湖沼学

报（英文版）

山东青岛 ２０１６－０１－０３ 未认证 订阅号 未标明 简单 无

海洋通报 天津 ２０１６－１１－０３ 已认证 服务号 组织 简单 无

中国海洋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

山东青岛 ２０１６－１０－２６ 已认证 服务号 组织 详细 无

地球

科学

综合类

地球科学 湖北武汉 ２０１５－０９－２９ 已认证 订阅号 组织 简单 无

地球科学进展 甘肃兰州 ２０１５－０１－１５ 已认证 订阅号 组织 简单 无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北京 ２０１６－０２－０２ 未认证 订阅号 组织 详细 无

大地测量与地球

动力学

湖北武汉 ２０１５－０３－１０ 未认证 订阅号 未标明 详细
无

大气

科学

大气科学进展 北京 ２０１５－０４－０８ 已认证 服务号 组织 简单 无

大气科学 北京 ２０１５－０２－０６ 已认证 订阅号 组织 详细 无

高原气象 甘肃兰州 ２０１５－１１－２０ 未认证 订阅号 个人 简单 无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北京 ２０１４－０８－０６ 已认证 服务号 组织 详细 数字回复

气象学报 北京 ２０１５－０５－１３ 未认证 服务号 未标明 详细 无

应用气象学报 北京 ２０１５－１２－１０ 已认证 订阅号 组织 详细 无

沙漠与绿洲气象 新疆乌鲁木齐 ２０１６－０２－０５ 已认证 服务号 组织 详细 无

气候与环境研究 北京 ２０１５－０２－１７ 未认证 服务号 未标明 详细 无

地球

物理学

地球物理学报 北京 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未认证 订阅号 组织 详细 无

地震学报 北京 ２０１６－０１－２０ 已认证 服务号 组织 简单 无

地震研究 云南昆明 ２０１６－１１－０１ 已认证 服务号 组织 简单 无

空间科学学报 北京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已认证 服务号 组织 详细 无

世界地震工程 黑龙江哈尔滨 ２０１６－０３－０１ 未认证 订阅号 未标明 简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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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实现。按照上述分类进行调查发现（表２），３４个开通微信公众平台的期刊中，有３０个

设置了自定义菜单，４个没有设置。已有菜单提供的服务主要集中在：１）导航系统，包括期

刊介绍、联系方式、投稿指南、期刊订阅、期刊目录、投稿与查询、官网链接。２）文献传

递系统，包括文章检索、推荐热点论文、优先出版。３）少数公众号平台还设置了互动交流

（期刊微站、期刊论坛、问题咨询、意见反馈），如《地球物理学报》《工程地质学报》《岩石

学报》《地震学报》等。《热带地理》设置了学科头条栏目，每周推送地学重要资讯。

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１）平台所发布内容大体可分为每期目录、热点论文推介、期刊

发展动态、写作指导、学术动态、征稿启事、编辑部公告等（表２）。２）部分平台通过接口将

拓展服务模块（主要是期刊传统ＰＣ版网站）链接到平台中，提供当期目录、过刊浏览、文献

检索、投稿与查询等功能，如《地震学报》《地球科学》《海洋学报》等。３）部分平台通过将微

官网中布局好的个性化菜单与二次平台提供的功能模块进行链接，为用户提供更为方便、快

捷、人性化的服务，相比传统的模式，可以实现留言板、论坛及优先出版论文发布等更多功

能，如《岩石学报》《地球物理学报》等。４）文献传输主要有以下形式：提供中英文题目、作

者、单位、摘要、关键词等信息，如《岩矿测试》《地球物理学报》等；除了上述信息，还提

供ＰＤＦ文档下载，如《石油实验地质》《中国岩溶》《气候与环境研究》等；或者提供ＨＴＭＬ全

文链接，如《大气科学》等；或者同时提供 ＰＤＦ文档和 ＨＴＭＬ全文链接，如《气象学报》《应

用气象学报》；或者直接全文显示，如《热带地理》《经济地理》。５）有 ８个平台（占比

２３５％）部分子菜单虽然提供了服务接口，但点击进去为链接无效界面，如《地震学报》的期

刊检索栏目等。其他平台的服务接口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如速度很慢、用起来不方

便、进去后无有价值的内容、用户体验较差。６）少数平台虽设置了互动交流菜单，但并没

有实质性的互动内容，互动性较低，如《地球物理学报》和《地震学报》等。

由上述分析可知，已开通的微信平台最为主要的功能是对期刊论文的宣传与推广，通过

推送每期目录、佳文推介、链接官网提供文献检索等功能实现，文献传输上主要是提供文献

的题目作者摘要关键词等信息供读者浅阅读，再附上ＰＤＦ、ＨＴＭＬ全文等链接便于读者进行

深阅读。事实上，这种不经编辑照搬摘要或者全文的形式很容易引起读者阅读疲劳，不适合

在碎片化时间进行阅读。

２３　消息推送分析
通过浏览各个平台的历史消息统计阅读量和点赞数，并参考文献［１４］的方法计算推送

频率。结果发现：

　　１）截止至２０１７－０６－３０，《大气科学进展》发文数量最多，共５５１条；《海洋学报》第二，

２５０条；《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网》第三，１４７条；数量最少的是《空间科学学报》，仅有２条。

２）《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网》的阅读数均值最高，为１２５３２４人次，其最高阅读数为１６８９７人次，

关注者较多；其次为《经济地理》，平均６９６５９人次，其最高阅读数为４６９２人次；第三为

《工程地质学报》，平均３８９３３人次，其最高阅读数为１２５１人次。阅读数 ＞２００人次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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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地学核心期刊微信公众平台的菜单设置与发布内容
学科 刊名 一级自定义菜单 主要发布内容

地理学 冰川冻土 未设置 编辑部动态、期刊发展

地理科学 网刊管理、稿件管理、杂志信息 目录、论文推介、编辑部公告、期刊发展

经济地理 期刊在线、最新动态、互动中心 论文推介、期刊发展、

热带地理 推荐阅读、关于我们、读编往来 目录、论文推介、行业资讯

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网 往期精彩、ＣＳＮＲ２０１６、稿件管理 目录、论文推介、期刊发展、行业资讯、

会议信息

地质学 地质通报 未设置 期刊发展、编辑部公告

工程地质学报 期刊在线、期刊说明、关于我们 目录、编辑部公告、缅怀人物

石油实验地质 网刊、稿件、网站动态 目录、编辑部公告、期刊发展、会议信息

岩矿测试 期刊在线、在线检索、关于我们 目录、论文推介、写作指导、编辑部公告、

培训信息

中国岩溶 在线查询、期刊内容、联系我们 目录、论文推介、会议信息、行业资讯

地质与勘探 期刊在线、数字期刊 行业资讯、写作指导、知识普及

古地理学报 期刊在线、稿件信息、最新动态 人物介绍、栏目介绍、行业资讯、目录、

编辑部公告、会议信息、期刊发展

岩石学报 期刊在线、精品推荐、关于我们 目录

海洋

科学、

水文学

海洋学报 在线查询、期刊浏览、关于我们 目录、论文推介、期刊发展、行业资讯

中国海洋湖沼学报（英

文版）

期刊在线、精品推荐、关于我们 目录

海洋通报 论文在线、稿件查询、关于通报 目录、征稿、预告、摘要、期刊发展、行业

资讯、论文推介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期刊在线、期刊服务、关于我们 期刊发展、行业资讯

地球

科学

综合类

地球科学 在线查询、期刊浏览、关于我们 目录、论文推介、行业资讯、写作指导

地球科学进展 关于我们、服务、期刊在线 编辑部公告、目录、征稿、期刊发展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往期精彩、投稿须知、在线投稿 目录、论文推介、行业资讯

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 未设置 目录、编辑部公告、写作指导、行业资讯

大气

科学

大气科学进展 期刊内容、在线查询、关于我们 写作指导、论文推介、行业资讯、会议信

息、投稿指引、编辑部公告等

大气科学 期刊内容、在线查询、关于我们 编辑部公告、目录、论文推介

高原气象 未设置 编辑部公告、目录、科技知识介绍、期刊

发展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最新资讯、最新期刊、关于我们 编辑部公告、目录、论文推介、行业资讯

气象学报 在线检索、期刊在线、关于我们 约稿、目录、论文推介、会议信息、实验

报道、科普知识

应用气象学报 期刊在线、编辑推荐、关于我们 目录、编辑部公告

气候与环境研究 在线查询、期刊内容、联系我们 目录、编辑部公告

沙漠与绿洲气象 在线查询、期刊内容、用户中心 目录、编辑部公告

地球

物理学

地球物理学报 期刊在线、精品推荐、关于我们 目录

地震学报 期刊在线、联系我们、我的账户 目录、行业资讯

地震研究 读杂志、查稿件、看动态 问卷调查、目录、期刊发展、论文推介

空间科学学报 在线期刊、稿件系统、关于我们 新年寄语

世界地震工程 期刊在线、过刊浏览、联系我们 编辑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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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号平台仅有９个，占比２６５％；阅读数 ＜１００人次的公众号平台有１６个，占比４７０％。

３）点赞数均值最多的是《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网》，为１７２２人次，其最高点赞数为４３０人次；

其次为《地震研究》，７９１人次，其最高点赞数１６人次；其余期刊的点赞数均值都 ＜７人

次，其中，点赞数均值＜３人次的有２４个，占比７０６％。４）推送频率最高的是《大气科学进

展》，２０４１条／月，且其推送时间间隔较为规律，一般２天左右会有更新；其次为《地质与

勘探》，为１０５０条／月。该平台虽然是最晚开通的，但是推送消息积极性高；《海洋通报》

第三，８７５条／月。最早开通的是《海洋学报》，推送频率也较高，为６１０条／月。推送频率

最低的是《地质通报》，０１５条／月，从２０１４－１０－１７开通之间只发过５条消息，且最近６

个月都没有消息发布。《空间科学学报》开通约半年时间，推送频率也较低，０３３条／月。推

送频率≥４条／月的平台有９个，≤１条／月的平台有１２个。可见，大部分平台推送频率低。

由上述分析可知，只有少数平台的发文数量、阅读数、点赞数、推送频率表现较为良

好，如《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网》阅读数和点赞数均值都最高，说明了其运营情况较佳，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集群平台资源整合的优势。《大气科学进展》表现也不错，其推送内容较

为贴近社会热点，时效性高，在推送方面最为频繁且时间上比较规律。而绝大部分平台运营

情况不佳，开通至今发文数量少、阅读数和点赞数也很少，反映了其在运营上投入的精力较

少，发布的消息内容价值较低，吸引力不够。其中不排除个别平台是随波逐流，对本身期刊

所处发展阶段的认识、定位不清晰，缺乏人力物力运营平台。

３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２０１５年核心版》１２３种地学类期刊微信公众平台运营

情况进行调查可知：１）开通率较低（２７６％），且绝大部分位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２）基本

资料不完善；３）平台功能与内容形式单一，主要是对期刊论文的宣传与推广，与官网相似

度较高，内容缺乏特色和个性；４）截止２０１７－０６－３０，大部分平台在消息推送方面表现较

差，仅有少数平台表现良好，其中，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网各项表现突出；５）缺乏与用户的

互动交流。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３１　搭建功能完善、具有特色的公众号平台
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微信公众号平台功能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完善，栏目缺乏特色，

相似性较高，较多的平台存在无效链接，或者界面设计不够人性化，用户体验感较差。搭建

功能完善、具有特色的公众号平台，简化使用流程、提供多种智能化服务，是吸引用户使

用、关注的重要手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１）明确微信公众号的定位，包括传

播目标、服务对象、传播内容及功能，定位清晰有利于有针对性地进行有效经营，避免盲

从，形成自身特色。２）完善基本资料，特别是实名认证，提高平台的公信力。３）根据期刊

实际情况设立特色栏目，避免与官网雷同。４）发布内容需具备特色和个性。如何保持官方

微信的受众关注度，形成特色是最根本的办法，应该有一些独特的内容、形式、组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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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地学核心期刊微信公众平台消息推送情况１）

学科 刊名 开通时间 数量／条
阅读数／人次 点赞数／人次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推送频率／
（条·月－１）

地理学 冰川冻土 ２０１６－０９－１２ ７ ５３～４３９ １４６．２９ ３～７ ３．８６ ０．７８
地理科学 ２０１６－０５－１７ ４０ ７６～２２４５ ３３０．５０ ０～１１ ２．８０ ２．８６
经济地理 ２０１６－０３－１６ １３ ６６～４６９２ ６９６．５９ ０～１７ ６．４０ ０．８１
热带地理 ２０１６－０３－３１ ５２ １０～３１５ ８９．７０ ０～６ ０．９２ ３．４７
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网 ２０１４－１１－０７ １４７ ５３～１６８９７１２５３．２４ ０～４３０ １７．２２ ４．５９

地质学 地质通报 ２０１４－１０－１７ ５ ２１～２７０ ８４．６０ １～６ ２．２０ ０．１５
工程地质学报 ２０１６－０５－１３ １５ ７５～１２５１ ３８９．３３ ０～２１ ６．４０ １．０７
石油实验地质 ２０１５－０２－１０ ２３ ４４～２６４ １４０．１３ ０～９ ２．２６ ０．７９
岩矿测试 ２０１６－０３－０４ ７２ ４～１６７ ３３．３１ ０～７ １．００ ４．５０
中国岩溶 ２０１５－１２－１１ ３１ １４～６６８ １０２．６８ ０～１７ ２．６５ １．６３
地质与勘探 ２０１７－０１－０４ ６３ １０～４８２ １２１．５１ ０～６ １．４４ １０．５０
古地理学报 ２０１５－１２－２９ ６３ ２０～５７２７ ２９１．１０ ０～５８ ６．７９ ３．５０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５－１１－０５ １９ １３５～３０２ ２１５．１６ ０～４ ０．６８ ０．９５

海洋

科学、

水文学

海洋学报 ２０１４－０７－２３ ２５０ ３～３８８ ３１．８０ ０～９ ０．２７ ６．１０
中国海洋湖沼学报

（英文版）

２０１６－０１－０３ ８ １１～１３０ ３４．１３ ０～６ １．００ ０．４４

海洋通报 ２０１６－１１－０３ ７０ １０～５５７ ６５．６６ ０～２１ ２．１１ ８．７５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

２０１６－１０－２６ ２６ ４～５９ １５．０８ ０～１２ １．１５ ２．８９

地球

科学

综合类

地球科学 ２０１５－０９－２９ １１５ ７～２７９０ ７７．６５ ０～４２ １．１０ ５．４８
地球科学进展 ２０１５－０１－１５ ２３ ４０～３３８ １４２．７８ ０～２０ ４．９１ ０．７７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２０１６－０２－０２ ９３ ２７～２４８９ ４２４．４７ ０～３９ ５．７５ ５．４７

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

学

２０１５－０３－１０ １０７ ９～８２５ ７４．６５ ０～６ ０．８８ ３．８２

大气

科学

大气科学进展 ２０１５－０４－０８ ５５１ ６～３９３３ １８９．８３ ０～５７ ２．１１ ２０．４１
大气科学 ２０１５－０２－０６ ６３ ２９～２７４ ８９．８５ ０～５ １．２１ ２．１７
高原气象 ２０１５－１１－２０ １９ ８～１２０ ４２．３２ ０～４ ２．５８ ０．９５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２０１４－０８－０６ １６８ １１～１５９４ １６５．２３ ０～１２ １．８９ ４．２０
气象学报 ２０１５－０５－１３ ３３ １２０～２９６５ ３５５．１５ ０～１０ ２．１５ １．２７
应用气象学报 ２０１５－１２－１０ １３ ２１～１０５ ６８．００ ０～１ ０．９２ ０．６８
气候与环境研究 ２０１６－０２－０５ ４２ ５～４３９ ４４．１９ ０～１３ １．３５ １．４５
沙漠与绿洲气象 ２０１５－０２－１７ １０ ８８～１３３ １０８．６０ ２～８ ３．５０ ０．５９

地球

物理学

地球物理学报 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２１ ２１５～５６４ ３７４．２４ ０～６ １．４１ １．１１
地震学报 ２０１６－０１－２０ １２ ４１～８１ ５０．９２ ０～４ １．０８ ０．６７
地震研究 ２０１６－１１－０１ １１ ４６～２５３ １３６．０９ ４～１６ ７．９１ １．３８
空间科学学报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２ ４６．００ ４．００ ０．３３
世界地震工程 ２０１６－０３－０１ ２０ ２２～５５ ３７．３５ ０～１ ０．２５ １．１１

　１）统计时间截止至２０１７－０６－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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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从根本上吸引受众，保持增长［１５］。微信公众平台所推送内容要符合微信阅读特点———

简短、趣味、可读性强，也要与期刊研究领域有一定相关性，满足小众群体的需求。切记避

免不经编辑转载资讯或者论文，而应该与期刊本身特色、社会热点、时事新闻等紧密结合，

对海量信息进行二次加工和改编，形成自身特色和个性。另外，如能利用期刊的人才资源如

编委、作者等，撰写原创性内容进行推送，则对平台的长远发展更为有利。值得注意的是，

要保证持续更新，这是公众号稳定运营的必要条件。

３２　提高编辑新媒体素养
新媒体时代要求科技期刊编辑需具备能与之相匹配的新媒体素养。目前，大部分学术编

辑是掌握学科领域知识较为广泛的传统型人才，对微信新媒体的运营模式、管理手段、编辑

技巧等方面的知识知之甚少，处在摸索阶段。这也是大部分微信公众平台运营效果不佳的主

要原因。为了尽快弥补知识结构上的欠缺，有必要对科技期刊编辑进行微信公众平台等新媒

体运营的业务培训，快速提升期刊编辑的新媒体应用能力。

３３　重视用户
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重视用户。新媒体时代，期刊编辑要树立以用户

需求为导向，以提升用户体验为核心的意识。要善于利用微信后台的大数据对用户进行分

析，挖掘用户的特点、使用习惯、兴趣点、需求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向用户传播其感兴趣的

内容，提供精准的服务。

３４　重视社交
本次调查发现，大部分公众平台仍处于传统的“我传你看”模式，交流系统形同虚设，

用户处于被动、单向交流状态，无法调动用户的参与性与积极性。微信作为一种新型社交工

具，便捷社交是其优势，公众号平台应该充分利用此优势，加强与用户的互动。既包括用户

与平台的互动，也包括用户之间的互动。要善于利用微站、论坛等有针对性地设置话题引导

用户进行讨论，形成互动的氛围，满足用户多向交流的社交需求。

３５　建立集群式公众号平台
本次调查发现，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网的影响力和关注度远高于单个期刊平台。集群式平

台能整合多方力量和资源，将资源和人才进一步集约化，集群化，集团化发展，最大程度地

实现优势互补。客观来说，运营好一个微信公众号的工作量不少于运营一本科技期刊，而且

更需要智慧和创造力，投入更多的精力，承受每天接受反馈的巨大压力［８］。而单一期刊平台

力量弱小、资源短缺、人力物力有限、传播面窄，编辑部人员忙于日常繁重的编辑出版工

作，难以有足够的精力去更好地运营，导致一些平台开通后表现不佳，造成用户流失。另

外，集群式平台在用户关注度、消息推送方面有绝对的优势，因为各个期刊都有其较为固定

的作者群、读者群、专家群，可以将其进行整合，扩大传播面，而在消息推送方面，各个期

刊将其较为有价值的信息精心编辑后推送，可以保证质量和推送频率。因此，一些期刊也可

以考虑以学科为依托，集合多方力量搭建一个功能完善的集群式平台，组建专业运营团队，

集思广益，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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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科技期刊微信公众号推送内容可读性现状调查研究

张　琳

（口腔疾病防治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２８０）

　　摘　要：微信公众号推送内容的可读性是维持用户黏性的主要因素，改善微信公众号推送
内容的可读性有利于新媒体背景下广东省科技期刊传播力的提升。本研究从入选《２０１７年中文

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八版）的广东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会员期刊中抽取４３种期刊作为调查样

本，通过手机查找微信公众号内容推送方式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推送目次

标题命名、推送目次文末下方是否附有往期内容链接、推送目次文末是否有原文阅读超链接、

论文推送文末是否有“阅读原文”超链接及说明、推送文内是否附有引用著录格式等方面，均存

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关键词：科技期刊；微信公众号；内容推送；超链接

　　新媒体时代，微信公众号是科技期刊内容数字化传播的重要媒介［１］，以微信公众号为代

表等新媒体的实质是社群平台，而用户黏性是维持社群平台健康发展的保证，推送内容的可

读性和用户体验是维持用户黏性的主要因素。目前广东省已开通微信公众号的科技期刊中，

微信推送内容的可读性和体验性良莠不齐，不利于用户黏性的维持。了解广东省科技期刊微

信公众号推送内容可读性现状，制定相应措施，通过改善微信公众号推送内容的可读性和用户

体验，有助于提高广东省科技期刊的用户黏性，对新媒体背景下广东省科技期刊传播力的提升

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调查广东省科技期刊微信公共号的推送内容可读性现状，报告如下。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从入选《２０１７年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八版）的广东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会员期刊

中抽取４３种期刊为调查样本，通过手机查找微信公众号内容推送方式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调查数据截至２０１８年９月底），以可查到的最近日期的内容和形式为准。

１２　调研指标
包括是否有内容推送及推送内容分类、推送内容的格式、推送内容文末是否附有该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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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全文超链接以及其他相关内容推送消息的超链接、推送内容文末所附超链接是否为有效链

接、推送内容内是否附有引用著录格式等。

２　结　果

抽取的４３种期刊中，有１７种科技期刊没有开通微信公众号，有２种科技期刊开通了微

信公众号，但未进行内容推送，１种科技期刊开通了微信公众号但正在变更中，未查到推送

内容。对余下２３种中文核心期刊微信公众号推送内容的可读性阅读现状调查结果如下。

２１　推送内容分类
推送内容主要包括短讯、非源自本刊的行业指南或科普短文、最新目次、论文等，短

讯、最新目次和论文是推送类别最常见的３种，１３０％（３／２３）的期刊推送内容类别中不包

括目次和论文推送，仅包括短讯、非源自本刊的行业指南或科普短文；３０４％（７／２３）的期

刊推送内容类别中不包括论文，仅推送短讯、非源自本刊的行业指南或科普短文、目次；

５６５％（１３／２３）的期刊推送类别中包括短讯、目次和论文。

２２　推送目次可读性
４３个科技期刊微信公众号中，有２０个期刊微信公众号有做推送目次的工作，具体如表

１所示。推送目次标题中有１个期刊未标注年份，不便于微信公众号素材的管理和消息的查

阅；５个期刊未标注刊名，缺少刊名不利于本刊内容的转发与传播，在具备刊名、年份、期

号的１４种杂志中，仅有１个期刊同时具备了刊名、年份、月份、卷号、期号，便于数字化

传播。

表１　２０种入选《２０１７年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广东省科技期刊微信公众号

目次推送可读性调查情况

调查指标 推送或缺项 期刊数目

推送目次标题命名 缺年份 １
缺刊名 ５
具备刊名、年份、期号 １４

推送目次文末下方有往期内容链接 ２
推送目次文末是否有原文阅读超链接 无阅读原文超链接 ９１）

有阅读原文链接（无效网址） ２

有原文链接１） ９
目次下方另外有往期推送消息的超链接 ２

　１）９种有阅读链接的期刊中，１种超链接至知网，３种没有对阅读原文超链接的说明，５种有对“阅读原文”

超链接的说明。

２３　推送论文可读性
４３种期刊中，有１３种期刊微信公众号有做论文推送，３８４％（５／１３）微信公众号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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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原文”超链接，而且其中有２个期刊在同一个公众号的固定栏目中或通过关键词回复

可获得全文；２３０％（３／１３）既有“阅读原文”超链接，同时也有对超链接的说明（表２）。

这１３种期刊中，有３８４％（５／１３）期刊微信公众号论文推送内是附有引用著录格式便于

作者引用的。

表２　１３种入选《２０１７年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广东省科技期刊微信公众号

论文推送可读性调查情况

项目 原文链接情况 期刊数目

无“阅读原文”超链接 无链接 ５１）

有“阅读原文”超链接 有链接无说明 ２
有链接有说明（说明中未交代可以获得的全文格式是ｐｄｆ还是ｈｔｍｌ格式） ３
有链接有说明（说明中交代可以获得全文格式是ｐｄｆ或ｈｔｍｌ格式） ３
有链接且论文内附有引用著录格式便于作者引用 ５

　１）推送文末没有“阅读原文”超链接的５个期刊微信公众号中，有２个期刊在同一个公众号的固定栏目中
或通过关键词回复可获得全文。

３　讨　论

３１　目次推送可读性
定期的目次推送除了可维护固定的作者读者之外，还可以吸引潜在的期刊受众，有利于

期刊的数字化传播和影响力提高，本文调查的４３种期刊均是２０１７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

总览》入选期刊，是广东省科技期刊的佼佼者，但只有不到５０％的期刊在做目次推送，广东

省科技期刊的微信公众号目次推送工作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目次标题的命名如果缺少年份或刊名，不利于内容的转载，长期下去，也不利于微信公

众号素材编辑人员对消息的整理以及再次整合利用，目次的命名建议改为“？年？月？卷？

期目次已开放下载”。推送目次末端的超链接是无效链接会影响读者的体验，在期刊微信公

众号“竞相争宠”的背景下，面临着易被用户“取消关注”的风险。

做推送目次的２０个期刊微信公众号中，只有２个期刊在推送目次底部附有往期其他精

选消息的超链接。目次底部附有往期或其他内容推送超链接的优势在于：可以更多吸引作者

的注意力流连在该微信公众号的“辖区内”，而不是早早跳到其他微信公众号的阅读中。

３２　论文推送可读性
４３种期刊中，只有不到１／３的期刊微信公众号在做论文推送，说明期刊的微信公众号

在争取作者读者黏性方面还有很大空间。论文推送文末的“阅读原文”４个字是微信平台统一

设置好的，虽然点击此处即可进入原文超链接，但是原文具体是何种格式在点击进入之前读

者并不清楚，而且有时需要点击不止一次才能查看到全文。所以推送论文文末建议添加对阅

读原文的说明：“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可阅读 ＨＴＭＬ格式”；或是“点击下方‘阅读全文’可

查看ｐｄｆ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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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是基于期刊网站的公众平台［２］，由于网刊系统的不同和手机系统的不同，有的期刊

ｐｄｆ格式原文，苹果手机如果直接点击就会显示为乱码，读者容易误以为都是无效链接，可

读性和体验感较差，需要期刊对此专门作出说明，建议以《中山大学学报（医学版）》为例对

此专门作出说明，便于读者阅读（图１）。

图１　中山大学学报（医学版）微信平台

　　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符合读者碎片化阅读习惯［３］；相较于学术期刊网站或多或少受虚假

网站冲击而言，目前尚没有虚假微信公众号，不存在用户被虚假公众微信号诈骗的问题；利

于锁定目标用户精准推送，提高作者黏性。目前全国的学术期刊尚都处于摸索阶段，基于微

信公众号的期刊传播与出版将有广泛的发展前景，做期刊微信公众号运营时，如果可以多从

读者角度的出发，提高内容推送的可读性，有利于维持作者好感度，进而“吸粉”，有助于

科技期刊微信公众号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１］顾艳，赵俊杰．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科技期刊增值服务模式探析［Ｊ］．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６，２７

（１２）：１２８５－１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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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重大事件策划约稿的实践与热点约稿的长效方法

黄　瑜

（南方电网技术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６３）

　　摘　要：为提高期刊质量，《南方电网技术》利用创刊１０周年的契机开展了专刊约稿活
动。本文给出了组稿策划、约稿和跟进的详细过程，探讨了约稿过程中发掘行业热点、开展长

效约稿的方法。实践结果表明：利用重大事件策划约稿有助于提高约稿成功率；合理选择约稿

主题与特约主编，有助于定位热点、准确策划；周密准备与及时跟进是约稿成功必不可少的手

段。最后，善于从热点中不断提炼新的科研方向，是热点约稿的长期有效方法。

关键词：重大事件；专刊策划；约稿；长效方法

　　期刊的发展与优质稿件息息相关［１］。而稿件的来源分自然来稿和编辑部主动约稿两部

分。由于存在主题与期刊选题存在偏差、稿件质量良莠不分等情况，自然来稿经常无法满足

期刊专业发展的需求。期刊社在保障编辑质量的基础上，必须牢牢把握行业热点，将约稿作

为提高期刊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中国电力行业的发展领跑全球，特别是在高压、特高压输电技术和智能电网方面已经居

于国际领先地位，拥有独有的技术特点。在此环境下，电力行业的期刊百花齐放，形成一系

列涵盖面广、切入点独特、紧密跟踪热点的期刊群，各期刊积极交流互通，宣传成果，传播

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电力行业的发展。《南方电网技术》期刊身处这样一个学术水平极高、

优质稿源竞争极为激烈的环境下，需要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来获取优质稿源，提高期刊学术

质量，进一步扩大期刊影响力。《南方电网技术》抓住创刊１０周年的契机，参照中国生态农

业学报的约稿方法［２］，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约稿活动，策划院士、ＩＥＥＥＦＥＬＬＯＷ专刊。在

出版的１０篇当期文章中，１篇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论文，１篇为美国工程院院士论文，其他文

章均为ＩＥＥＥＦＥＬＬＯＷ赐稿。专刊论文水平高、涵盖了电网技术、新能源、微电网、热能系

统、大数据分析和综合能源等的最新科研及远景策略。专刊出版后得到行业内各领域专家的

首肯，获得了极好的反响。

本文基于《南方电网技术》期刊创刊１０周年专刊的策划，对期刊在发掘行业热点、组织

策划约稿的全过程进行总结，探讨期刊借助重大活动和重大事件策划约稿的具体实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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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行业热点约稿的长效方式与策略。

１　专刊约稿实践

１）以主编名义策划高水准专刊。《南方电网技术》期刊成立时间较短，期刊的影响力与

行业内知名期刊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在这种限制条件下，主编发挥身为行业领军人物的号

召力，向行业专委会发出专刊筹备请求，将１０周年专刊的作者水平确定在院士、ＩＥＥＥＦＥＬ

ＬＯＷ的水平，并联系了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商讨专刊的选题。最终确定以展望电力发展前景、

分析电力前沿技术为核心，围绕电网技术工程、科研的最新研究和策略进行选题策划。

２）聘请行业内权威专家作为特约主编。行业内权威专家对领域内的科技发展情况把握

清晰，了解最新的科研动态与科研成果，与领域内多数知名专家学者的交流比较密切。为确

实把握行业创新点和发展前景，编辑部由主编出面聘请了澳洲电网首席科学家、国家千人计

划专家作为特约主编。

３）借助学术会议动态和实验室研究课题发掘热点。编辑部提前一年参加各类学术会议，

通过收集相关学科研究领域的学术会议的主旨发言，了解行业内的研究动态和热点问题，掌

握行业发展动态。同时积极关注并跟踪行业内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课题，把握他们近期推

动的科研项目、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特别重点关注近一年来在相关学科研究领域的学术会

议上担任过主旨发言的专家学者，以及研究课题成果的主要贡献者，通过邀请他们为审稿专

家的方式提前与他们接触，并保持密切联系，从中选择具备骄人业绩或突出贡献的专家为此

次专刊的约稿对象。

４）借助编委的力量广泛约稿［３］。编辑部详细梳理了编委的职称职务、研究方向、文章

发表情况、项目主持内容、科研成果、奖项与专利等信息，选择最近一两年内职称职务处于

上升期、科研活动比较活跃的编委，聘请他们作为特约撰稿人。同时，积极向编委深入了解

近年来电力行业的发展动态，根据收集到的行业热点和此次专刊出版需求，由编委组织牵线

联系核心研究者撰写稿件。

５）缩短稿件评审与编校时间，加快出版速度。１０周年专刊的稿件工作量大，时间紧张。

稿件作者来自世界各地。如果采用编辑部固有的稿件评审与编校流程，整个出版周期可能会

超过６０天。为此，编辑部采取专刊专办，加急处理的措施，在稿件评审的前期充分与赐稿

作者、审稿专家沟通联系，尽可能缩短审稿周期［４］；同时，规定了特殊情况下的编辑加工措

施，将编辑加工环节提前到审稿环节，合并编辑修改稿与外审意见稿，压缩审稿与编辑加工

的周期；最后，将作者核对绘图与公式环节合并到排版清样环节，减少了反复与作者联系修

改的时间需求，极大地缩短了出版周期。

２　约稿工作的方式与策略思考

这次专刊出版工作中，约稿工作是重中之重，关系到整个专刊出版的内容质量。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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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创刊１０周年庆贺这一特殊事件，具备了约稿工作的可行性，可操作性也很高。同

时，编辑部在约稿时对期刊１０周年发展进行宣传，也达到了推广期刊知名度，提高期刊影

响力的目的。在整个约稿工作过程中，编辑部使用了重大事件约稿、聘请特约主编共同约

稿、前期约稿详尽准备，以及针对性推进式约稿等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１）根据其他编辑部的约稿实践，利用重大事件出版特刊有助于提高约稿成功率［５］。编

辑部利用创刊１０周年这一特殊事件向专家约稿，得到了许多专家的首肯，并在后期接连得

到投稿响应。表明利用重大事件或特殊事件的约稿，其可行性比一般的约稿实践高。今后在

行业内发生可能会造成一定社会影响力的重大事件或重大创新时，编辑部应把握机遇，积极

主动出击，对该事件涉及的热点问题展开研究，有针对性地开展约稿工作，对事件和热点问

题进行跟踪和分析，为行业以后处理类似重大问题、落实重大创新指出参考方向，从而提高

期刊影响力。

２）聘请特约主编共同约稿，是此次约稿工作成功的关键。特约主编本身是行业权威，

具备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把握本领域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同时个人治学严谨，学术声誉

极佳，在行业内拥有相当高的号召力。通过聘请行业权威为特约主编，利用专家的知名度和

权威性为期刊背书，可以充分延展期刊的知名度，直接扩大了期刊的影响范围，提高了期刊

的影响力。特约主编眼光独到，在选题策划时提供了多项技术前沿问题，均是行业当前发展

的重心，切中了行业发展的趋势，获得了许多专家的响应。另外，主编还约请该专家就行业

内的重大科研进展撰写专题综述，以他们前瞻性、创新性的重头稿件吸引更多优质稿源，容

易赢得轰动效应。

３）编辑部通过前期参加学术活动等积累专家近况信息，详细准备资料，分别为专家和

热点内容建立详细的档案和相关资料，根据期刊自身的栏目特点绘制“栏目—热点—专家”

索引表格，再根据热点选择专家、编制栏目。前期详细的准备，如参加学术会议，进入高校

与专家面谈等，使得编辑部深入了解专家当前的研究内容，与专家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从

而为后期选择有价值的热点、联系领域内的资深专家打下深厚基础，为编辑部的约稿工作迈

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从编辑部收集的信息显示，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是呼应约稿的主体，以第

一作者的身份投稿的数量占比较高；而资深专家则多提供纲要和思路，由其带领的团队内某

成员或学生执笔撰写，资深专家往往以第二作者的身份投稿。不同专家的撰写方式略有区

别，但从实践上看，文章本身都能够提供准确的热点信息、指明创新发展趋势，影响深远。

４）确定主题之后，编辑部将需要在专刊中呈献的主题、拟定的目次、栏目内容和相关

作者等信息分别为每位专家制作约稿函，根据专业领域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向不同专家分别进

行汇报，同时将专刊收稿、审稿和出版的各个时间点列于其上。以此含蓄地将后期催促的时

间点告知撰稿专家。之后，分别在专刊截止收稿前一个月、半个月时将收稿情况和审稿进度

发送给专刊撰稿专家，表达希望专家尽早赐稿的期盼，提醒他们尽早开始撰写稿件。当看到

其他同人已经提交稿件时，撰稿专家也会产生交稿的紧迫感，在后续的时间内加快稿件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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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同时，发给撰稿专家的进度中提供了所属领域其他专家已赐稿件的标题和概述，从

潜意识中让撰稿专家产生“一较高下”的想法，激发“攀比”的心理，从而重视稿件的质量。

从实践结果看，采用有针对性的渐次推进的约稿跟进方式，比以往采用单一征稿启事约稿的

方式获得的稿件数量多，说明细致周密的准备和及时有效的实施有助于提高约稿成功率。

３　长效约稿方式

借助重大事件进行广泛约稿，通过聘请权威、发动编委和参与各种行业学术会议等方

式，能够让杂志社以正当的理由更为便利地与专家建立联系，加深专家对期刊的印象，提高

约稿的成功率，进而提高期刊在整个行业内的影响力。同时，通过选择恰当的热点进行约

稿，可以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通过热点折射的理论、技术、设备等各方面的问题，可以提

前发掘行业发展趋势，发现技术前沿，从而开展进一步的约稿。

编辑部在完成此次约稿行动后，准确把握了行业在近一两年内的发展趋势与重点发展方

向，根据专刊提供的电力前沿技术与专家进行深入探讨，在约稿的过程中不断获得专家对所

处领域发展方向的看法，从而提炼了不少行业发展的重要科研方向。在后续的一年内坚持以

会议、网站和新闻推送等方式推广优秀稿件，同时回访各约稿专家，对赐稿表示感谢，进而

了解行业的科研进展。通过对行业内各种事件和科研成果的进一步分析，结合已经提炼的重

要科研方向，编辑部总结了将来可能成为热点的几个关键技术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围绕这些

技术问题接连开展了多次专刊征稿。由于切入点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后续的几次约稿行动收

获很大。可以说，编辑部最开始确定的以宽泛的“电力前沿技术”作为主题，既完成了行业

发展重点成果的收集，也开拓了十多个相关前沿技术的热点，通过后期的跟踪与提炼，打造

了一个开枝散叶的连续性约稿行动。

４　结束语

南方电网技术编辑部针对创刊１０周年开展了一次较为周密的约稿，从组稿策划、选择

特约主编、发动编委、收集约稿专家信息、跟进落实稿件、推进评审等各方面，给出了具体

的实施过程，并对约稿的实践进行总结，认为编辑部可以利用重大事件开展约稿活动，在组

织过程中要充分借助行业权威与编委，准确策划热点，详细准备约稿工作并及时跟进。最

后，要善于从热点中不断开发提炼新的科研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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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固有思路，多维度组织策划
———《南方电网技术》专家集群专刊策划实践

李艳菁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 南方电网技术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６３）

　　摘　要：结合近年来《南方电网技术》专刊和专题组稿实践，总结分析了高层次专家组稿
策略。《南方电网技术》在办刊实践中，突破固有的针对某一专题、某一领域的内容组稿，策划

高水平、高水准专家集群专刊，集中报道不同领域专家学者当下学术前沿的研究进展，给读者

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拓宽了科技期刊编辑部组稿的思路和方向，取得了良好的出版效果。

关键词：组稿；专题策划；科技期刊；办刊

　　科技期刊的竞争日益激烈，吸引优质稿源成为科技期刊编辑部工作的重点［１］。有效的专

题专刊组稿对提升期刊影响力和学术质量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２］。《南方电网技术》创刊于

２００７年，是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主管、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主办的电力科技期刊。

《南方电网技术》以高起点、高要求、高水准在创刊之初就获得了业内的肯定和好评。２００９

年《南方电网技术》成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数据库来源期刊，２０１５年７月入编北京大学图

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２０１４年版）。２０１８年８月入编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

刊要目总览》（２０１７年版）。

随着科技期刊出版的发展和进步，期刊的组稿方式已经发生改变，不仅要组稿走出

去［３］，还要开拓思路，不断探索和尝试，开辟新的组稿方式和途径。《南方电网技术》通过

多种渠道和各种机会策划组稿，在专题策划专刊组稿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色，期刊影响力逐

步提升，期刊品牌效应日渐呈现。本文结合《南方电网技术》的办刊特色及策划组稿方式方

法，总结分析了以高层次专家集群组稿策略，尝试提供具有可借鉴性的科技期刊组稿约稿的

经验，以期为同行提供参考。

１　专刊策划实践

为了进一步提升期刊影响力，南方电网技术编辑部将组稿策划列为工作中心，通过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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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常审稿、读者交流等手段，建立了与电力专家长期的沟通和良好的关系，密切关心

专家读者的学术动态和研究进展，为组稿策划打下坚实的基础。近年来《南方电网技术》从

组稿着手，立足于电力系统特色，有针对性地组织出版了多期专题专刊和３期专家集群专

刊，其中较有特色的是：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杰出专家论电网技术热点专刊”、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千人计划专家论电力系统专刊”，以及２０１７年第３期“南方电网首席技术与高级技术专家

专刊”。

“杰出专家论电网技术热点专刊”汇集了活跃在我国电力系统研究前沿的优秀中青年学

者的成果。专刊邀请清华大学电机系康重庆教授担任特约主编，论文作者主要是电气工程领

域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优秀青年科学基金会获得者、国家千人计划专家、ＩＥＥＥ

Ｆｅｌｌｏｗ、ＩＥＴＦｅｌｌｏｗ、国家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等。１６篇文章分别从“能源互联网”、“电

力系统分析”、“高电压与绝缘”以及“电力电子与电机”等不同视角，探讨电力系统新需求，

分析电气技术新进展，展望电气工程新变革。

“千人计划专家论电力系统专刊”分享了电力领域“千人计划”专家近期研究工作。从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起，中央决定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

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等引进并支持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这些“千人计

划”专家及其团队已经分别在电力科技创新、技术突破、人才培养和高新技术发展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专刊邀请“千人计划”专家董旭柱担任特约主编，共收录了１９篇论

文，涵盖了电力系统、高电压技术、直流输电与电力电子、信息通信技术等。

“南方电网首席与高级技术专家专刊”邀请南方电网首席技术专家饶宏担任特约主编。

南方电网公司是国内两大电网公司之一，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技术人才的发展，近年来出台了

一系列促进人才发展的政策和措施。２０１６年南方电网公司选聘了１名首席技术专家和１９名

高级技术专家。“南方电网首席与高级技术专家专刊”，从高压直流输电、输变电技术和交

直流电网的分析与仿真３个方面充分展示了各位专家的风采和最新的技术成果，反映了南方

电网公司在相关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２　专刊策划心得

编辑策划是对编辑活动的事先谋划，是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制定的有关策略和详细的运

作计划［］。《南方电网技术》努力创新专刊组织形式，突破以往针对某一专题或领域组织专刊

的思路，采用主动约稿方式，集中报道站在学术前沿的不同领域专家学者的研究进展，出版

了多个以专家群为主线的专刊，主要工作方法和思路总结为以下四点。

２１　创新思维
在过去的组稿策划中，科技期刊一般围绕某一重大课题组织专题出版，联系开展该课题

的专家学者执笔，约定时间，集中发表该课题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专题方式出版很好地保证

了课题内容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读者可以在同一期杂志中获得不同作者多角度、多视点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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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果，有利于对该课题整体的理解和接受。

但在科技期刊编辑部实际的组稿实践中，往往会碰到众多困难和问题。国家每年拨一定

经费支持各行业各领域项目研究和开发，但获得经费支持或大课题资助的专家学者有限，有

些技术前沿的学者并未获得资助，但成果也亟待出版发表，报道其研究进展。另外，在同一

课题中各学者研究进展不一，研究方向和角度稍有覆盖，或者由于研究结论尚存疑义，还待

论证和辩论。这些问题都导致获得可发表的文章数量有限，不足以专刊的形式出版，只能暂

缓专题出版，或改为专栏出版，结果造成编辑部出版计划被动，不能达到预期的最大限度扩

大期刊影响力的目的。

为了获得优质的稿件，提升期刊的学术质量，南方电网技术编辑部向高层次高水平专家

学者集群约稿，出版特定层次专家专刊，突破课题进度的限制，及时展示多学科跨领域的新

理论、新进展、新成果、新技术等。这样的专刊也给读者耳目一新的阅读享受，并能多方位

的吸引更多不同领域的读者群，有效扩大期刊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２２　精准服务
由于专家集群约稿在科技期刊组稿策划中比较少见，在电力期刊中更是首次尝试。专刊

的作者都是分别在著名院校、科研院所及电网企业里的高层次科技和技术人才，每一位作者

都极具份量。南方电网技术编辑部高度重视专刊的策划和实施，从组稿、审稿、编辑加工、

编排设计、出版印刷全过程都精心设计，用心组织。

在一般的科技论文中，在文章末尾会附录作者简介，用少量文字简要介绍作者情况。针

对集群约稿的专家作者，专刊在封二刊登特约主编寄语，紧接着前插彩页中特设彩页专家简

介，用相片和半版的篇幅介绍专家学者，而当期商业广告也提早协商均改采用后插的位置，

这样封面、主编寄语、作者简介和正文连贯排版，获得了最佳的版式效果，极大地提升了阅

读的舒适度和满意度。

２３　及时出版
当今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技术更迭推陈出新。科技期刊的时效性决定了专刊出版必

须实行快节奏，以获取最佳的社会效应。不仅是期刊编辑部，专家作者自身也同样希望能尽

快出刊，通过期刊出版加速科技成果转换，引起社会的关注。

面对作者权威、稿件质量高的专家集群专刊，南方电网技术编辑部开启了绿色工作通

道，实行从审稿、编辑、校对、出版全过程的优先处理机制。在主编的安排和协调下，编辑

部树立起出版紧迫感，在很强的时间观念和责任意识下，每位编辑加班加点，按时保质地完

成了各期专刊的出版任务。

２４　全方位传播
随着网络、新媒体技术的持续发展，新媒体用户数已日益增大。新媒体技术给读者阅读

带来了便利，读者的阅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新媒体的传播速度也是传统的纸质书刊无法比

拟的。单一的纸质出版已不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难以完全体现期刊内容的价值，更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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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期刊内容的增值。南方电网技术编辑部秉着服务读者的原则，不断挖掘和拓展出版手

段，利用新媒体技术以不同形式进行更深远的内容传播。专刊出版后，第一时间通过编辑部

网站、微信公众号、定向邮件等推送，及时快速地将热点文章第一时间呈现给作者。

３　专刊策划效果

通过精心设计和策划，专刊出版发挥了名家效应。根据中国知网统计结果显示，文章的

阅读量和下载量均超过同年其他期的文章。如表１所示，截至２０１８年６月５日，中国知网

（ｗｗｗｃｎｋｉｎｅｔ）上，《南方电网技术》２０１６年出版的１２期刊物中，下载量排名前２０名的文

章中，有１４篇为第３期或第５期的文章，皆为专家集群专刊。由此可见，名家专刊稿件水

平得到认可，文章内容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关注。

表１　《南方电网技术》２０１６年文章下载量前２０名排名１）

排名 篇名 第一作者 年／期
１ 电动汽车及其驱动电机发展现状与展望 曲荣海 ２０１６／３
２ 可再生能源参与电力市场：综述与展望 康重庆 ２０１６／３
３ 智能电网大数据的特点、应用场景与分析平台 刘广一 ２０１６／５
４ 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及其应用探讨 梅生伟 ２０１６／３
５ 电动汽车充电对电网的影响及其优化调度研究述评 王斐 ２０１６／６
６ 碳化硅电力电子器件在电网中的应用展望 盛况 ２０１６／３
７ 美国电力市场的发展和实现方法分析 朱继忠 ２０１６／５
８ 电能系统未来发展趋势及其对电力电子技术的挑战 刘进军 ２０１６／３
９ 适合需求侧主动响应的中国电力市场机制的思考与建议 丁一 ２０１６／３
１０ 能源互联网中的关键设备与支撑技术 文劲宇 ２０１６／３
１１ 深圳柔性直流配电示范工程技术方案研究 刘国伟 ２０１６／４
１２ 直流配电网保护技术评述 毕天姝 ２０１６／３
１３ 智能配电网研究热点 董旭柱 ２０１６／５
１４ 基于能源路由器的能源互联网结构与能源交易模式 田兵 ２０１６／８
１５ 大型无人直升机电力线路全自动巡检技术及应用 彭向阳 ２０１６／２
１６ 柔性直流配电网典型运行方式及切换方法 季一润 ２０１６／４
１７ 分布式新能源接入电网的谐波热点问题探讨 何正友 ２０１６／３
１８ 全固态直流断路器在低压直流配电系统中的应用 朱童 ２０１６／４
１９ 碳化硅电力半导体器件在现代电力系统中的应用前景 沈征 ２０１６／５
２０ 新背景下电力系统的建模思路 鞠平 ２０１６／３

　１）数据来源：中国知网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１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在北京发布了《２０１７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印证

报告（核心版）》，其中给出了２０１６年度３２种电气工程类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的主要指标。

《南方电网技术》的综合评价得分为３２１，较上一年度提升了６０％，综合排名为第１１位，较

上一年度跃升了１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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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束语

策划组稿是期刊编辑出版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编辑工作能力的综合表现，也是最能体

现编辑智慧和价值的。《南方电网技术》通过多年的组稿实践，开拓思路，突破创新，建立

了与专家、读者和作者良好的长期关系，充分利用和挖掘各方资源，开创了全方位多层次的

组稿渠道，形成自身鲜明的办刊特色，杂志在电力期刊中的影响力不断加强。

本文结合《南方电网技术》策划组稿的实践，总结了近年来专家集群专刊的组织策划经

验，建议应立足杂志自身和定位，充分发挥编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断探索，勇于尝试，

不断拓展出适应新形势下的组稿方式，为杂志长期发展和提高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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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动态认知逻辑的编辑言语策略分析

王景周

（暨南大学学报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３２）

　　摘　要：随着稿件处理系统和即时社交软件的普及，人们对 Ｅｍａｉｌ的依赖逐渐弱化，但
邮件仍然是编者、审者、作者和读者深度沟通的重要工具。本文以电子邮件的“抄送”、“密

送”、“群发单显”等功能为例，基于动态认知逻辑，探讨编辑工作中编者、作者、审者等多主

体互动的言语行为策略。“抄送”是多主体间的一种公开宣告行动，产生群体间的“公共知识”，

实现编辑稿件处理中一些必要信息的共知，从而避免版权争议、学术不端等问题；“密送”或

“群发单显”是主体间的私密行动或部分公开行动，产生非对称信息，对编辑、主编、编委与审

稿人的工作起监督和权责制衡作用，且有利于维护作者和审者关系。编辑邮件发送方式的选择

体现其言语行为沟通的技巧，善于利用言语策略有利于办刊水平的整体提升。

关键词：动态认知逻辑；沟通力；编辑工作；言语行为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ｓｐｅｅｃｈ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ｌｏｇｉｃ

ＷＡＮＧＪｉｎｇｚｈｏｕ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Ｊｉ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６３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Ｅｍａｉｌｓｕｃｈａｓ“ＣａｒｄｏｎＣｏｐｙ”（ＣＣ），

“ＢｌｉｎｄＣａｒｄｏｎＣｏｐｙ”（ＢＣＣ），ａｎｄ“ａｍａｓｓ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ｓｈｏｗ”ａｓ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ｌｏｇｉｃ，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ｓｉｎｍｕｌｔｉ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ｍｏｎｇｅｄｉｔｏｒｓ，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ｅｒｓｉｎｅｄｉｔｉｎｇｗｏｒｋ．Ａｓ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ｎｏｕｎｃｅ

ｍｅｎｔａｃ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Ｃ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ｃｏｍｍ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Ｂｙｓｏｄｏ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ｈａｒｉｎｇｏｆｓｏｍ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ｅｄｉｔｉｎｇｃａｎｂｅ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ｂｙ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ｍ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ｉｓｓｕｅｓ；Ａｓａｐｒｉｖａｔ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ｒｐａｒｔｏｆ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ａｇｅｎｔｓ，ＢＣＣｏｒ“ａｍａｓｓ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ｓｈｏｗ”ｐｒｏｄｕｃｅｓ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ｓｔｈｅ

ｗｏｒｋｏｆｅｄｉｔｏｒｓ，ｃｈｉｅｆｅｄｉｔｏｒｓ，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ｅｒｓ，ａｎｄｂａｌａｎｃｅｓｔｈｅｉｒｄｕｔｉｅｓ

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ｃａｎａｌｓｏｉｎｃｌｕｄ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ｏｆｅｄｉｔｏｒｓ’ｓｇｏｏｄｒｅ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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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ｗｉｔｈ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ｅｒｓ．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ｓｏｆｅｄｉｔｉｎｇｅｍａｉｌ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ｋｉｌｌｓｏｆｅｄｉｔｏｒｓ’ｓｐｅｅｃｈ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ｇｏｏｄｃｏｍｍａｎｄｏｆｓｐｅｅｃｈ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ｉｓｃｏｎ

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ｒｕｎｎｉｎｇ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ｌｏｇ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ｅｄｉｔｉｎｇｗｏｒｋ；

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ｓ

　　网络互联时代正在变革着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过去３５０多年的出版范式受到越来

越多的冲击，编辑力的内涵也有所革新，基于大数据分析、全媒体到达的编辑“新四力”（判

断力、决断力、发现力与呈现力）［１］受到广泛关注。颜帅等［２］在对中国科技期刊的展望中指

出：“十三五”期间网络出版将被真正置于优先地位，编辑工作很有可能分成“学术组织、生

产管理和营销推广”３个环节。戎彦［３］认为：无论形式如何，用户追逐的归根结底还是内容，

传播媒介时代被奉为圭臬的“内容为王”的法则，如今仍然适用。笔者认为：编辑的“中介功

能”仍然是编辑工作的核心内涵，体现在出版内容组织、选择、优化、传播和互动的“借力”

和“给力”上，即有效沟通能力。“编辑力”的探讨中，涉及编辑“沟通力”的文献还比较少。

蓝艳华等［４］提出了“因人而异”的沟通技巧在“处理人情稿、防止一稿多投、约稿”等过程中

的应用；谢文亮［５］探讨了“在互联网时代，学术期刊编辑因地制宜，采取媒介融合的手段，

运用交流理念和沟通技巧，有效地解决退稿问题”；王景周［６］从语用的角度分析了编辑稿件

处理过程中，模糊限制语使用的必要性、技巧及模糊语言使用中应注意的技巧。随着科技的

发展，编辑与作者、读者、审者等之间的沟通方式由传统的书信、电话过渡到了电子邮件和

即时社交软件，分散的稿件处理流程也统一到稿件处理系统的集成管理阶段，沟通媒介不断

地更新和改进，渠道和技术发生了重要变化，但沟通交流的在出版活动中的根本意义没有本

质变化。沟通的方式和技巧直接关系到编辑工作质量的高低，编辑沟通过程中的语言技巧对

于文稿质量、稿件处理效率以及编辑、作者和审稿人的个人情感有很大的影响［６］。

尽管多数期刊已采用期刊在线处理系统处理稿件，当某份稿件的处理需要下一个角色参

与时，系统会发信到相应的电子邮箱，提醒该角色登录执行操作。流程中的角色连接是靠电

子邮件来实现的，信函（约稿信、邀审信、返修信、退稿信等等）仍是编辑工作的基本方式，

所以编辑与作者、审者等沟通的语言主要是书面语言。本文基于言语行为理论和动态认知逻

辑，以电子邮件的“抄送”、“密送”、“群发单显”等功能为例，探讨编辑工作中的言语策

略，以期促进编辑工作实效，改善工作质量，更好地服务于期刊建设和发展。

１　言语行为理论与动态认知逻辑

言语行为理论［７－８］由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提出，后经过美国哲学家塞尔修正发展而来，

“在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脑神经科学乃至整个认知科学的发展史

上，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９］。言语行为理论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言语是一种行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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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说事来做事”。奥斯汀将言语行为理论分为：语谓行为（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ｃｔｓ）、语旨行为

（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ｃｔｓ）和语效行为（ｐｅｒ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ｃｔｓ）。比如，编辑ａ发现作者ｂ投稿的论文存

在“一稿多投”问题，并邮件告知 ｂ：“发现您的论文属一稿多投”，ｂ见到邮件后提出了撤

稿。“发现您的论文属一稿多投”是ａ的“语谓行为”，即说了什么；ａ对ｂ说这句话陈述了一

个事实，即实施了“语旨行为”，意图警示和劝告ｂ；ｂ得知ａ发现自己不端行为后提出撤稿

（被警告），这是ａ这一话语的“语效行为”。

表达或理解话语交际过程的话语意义，不仅包括话语的字面（言内）意义，而且包含话

语的意图（言外之意）。成功的会话、有效的交流，有赖于交流者之间的知识、信念、意图

等高阶信息的交互。塞尔以言语行为理论为出发点，建立了语用逻辑（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ｌｏｇｉｃ）理

论。语用逻辑的建立表明对言语行为和语用的研究从语言分析阶段进入逻辑分析阶段［９］４８９。

Ｂｏｎａｎｎｏ［１０］认为：“只有通过认知逻辑才能精确表达主体认知互动中的推理机制。”知道逻辑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ｌｏｇｉｃ）和动态逻辑（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ｏｇｉｃ）是刻画主体认知和行为的经典逻辑［１１］，为了更

精细地刻画主体间的认知、行为及其相互影响，学者们［１２－１３］提出了动态和认知的融合、认

知动态以及动态认知等概念，并构建了多种动态认知逻辑系统，可以更精细地刻画主体间的

公开行动、半公开行动和私自行动。公开宣告逻辑（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ｌｏｇｉｃ，ＰＡＬ）［１４］是动

态认知逻辑的基础系统，被广泛用于刻画在公开交流中知识的变化的推理问题。ＰＡＬ是通过

在标准认知逻辑语言中增加动态算子［］，描述和刻画公开宣告一个事实后主体间的高阶信

息变化。［］φ表示公开宣告 成功后 φ成立（和 φ表示两个命题）。ＪｏｈａｎｖａｎＢｅｎ

ｔｈｅｍ［１５］举例说明邮件交互中信息变化的复杂性：我发一封邮件 Ｐ给你，是在我们两人之间

进行的一个公开宣告；你回一封邮件 Ｑ给我，并抄送给其他人，是在你、我和抄送人之间

进行的一个公开宣告；我选择“回复所有人”回邮件Ｒ，但同时再添加新的“密送”对象。经过

３轮交流后，我们看到“私密行动（或半公开行动）”使得主体间的信息不再对称。

２　邮件发送中的主体认知分析

邮件发送涉及发件人和收件人，编辑工作中的邮件发送可以看作是多主体（编辑、作

者、审稿人、主编、编委等）间的信息交互行为。发件人使用电子邮箱发送邮件时，除了直

接发给收件人外，还可以通过“抄送”、“密送”、“群发单显”等同时发给其他人。邮件发出

后，收件人接收到邮件内容，并且可以看到此邮件抄送给了哪些人，但不知道是否也密送或

群发给了其他人；抄送人接收到邮件内容，并且可以看到此邮谁是收件人，谁是抄送人；密

送人接收到邮件内容，并且知道谁是发件人、谁是抄送人、谁是密送人；群发单显，不同于

群发，对于多个收件人，采用一对一分别单独发送，每个收件人只看到自己的地址。发件人

是单一个体，收件人，包括抄送、密送者可以是单一个体，也可以是一个主体集。

邮件抄送、密送或群发单显，“实际上是在对公开信息和秘密信息进行明智的辨别，不

仅如此，我们还竭力追踪由此产生的知识和信念等认知状态的变化”［１６］。邮件抄送、密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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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发单显，虽然不是编辑邮件内容中的直接书面语言，但它的文字呈现，对阅读者而言事实

上就是一个“言语行为”。当接收邮件者打开邮件，看到“抄送”时，“抄送”就是发件人对收

件人的一个公开宣告行动，宣告的内容是邮件中包含的信息，宣告的结果邮件的内容成为了

发件人和所有收件人之间的公共知识（ｃｏｍｍ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比如，当编辑ａ把“退修”邮件 φ

（φ表示邮件内容）发给通讯作者ｂ，同时抄送给该论文的合作者 ｃ（当然可以是多个合作者，

这里为简单其见，仅考虑一个合作者）时，不同个体得到他人知识的知识，即高阶知识

（ｈｉｇｈｅｒｏｒｄｅ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比如：Ｋｂφ，Ｋｃφ，ＫｂＫｃφ，ＫｃＫｂφ，ＫｃＫｂφ，ＫａＫｂＫｃφ，…这样迭代

下去，即可得到公共知识ＣＧφ（Ｇ＝｛ａ，ｂ，ｃ｝）。其中，Ｋ和 Ｃ分别是认知逻辑中的“知道

算子”和“公共知识算子”；Ｋｂφ表示通讯作者ｂ知道邮件内容φ；ＫｂＫｃφ表示通讯作者ｂ知道

合作者ｃ知道邮件内容 φ；ＫａＫｂＫｃφ表示编辑 ａ知道通讯作者 ｂ知道合作者 ｃ知道邮件

内容φ；［］ＣＧφ表示公开宣告，φ成为群体Ｇ的公共知识，表示抄送这一行为产生的相

关知识。但如果编辑分别把邮件发给各个合作者或者“群发单显”给各个作者，此时关于 φ，

各个合作者具备的仅仅是“普遍知识（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即每个主体都知道的知识

（ＥＧφ＝ｄｆ∧ｉ∈ＧＫｉφ），虽然每个人都知道φ，但并不知道其他人是否知道邮件内容，而公共

知识是指系统中每个成员都知道，并且每个成员还知道该群体内的其他每个成员都知道（ＥＧ
（φ∧ＣＧφ）。“发送”和“抄送”是公开宣告，生产主体间的对称信息，“密送”和“群发单显”

是私密行动，产生非对称信息。工作中，编辑可以针对不同沟通对象和目的灵活选择邮件发

送方式。

３　基于动态认知逻辑的编辑言语策略

３１　通过邮件“抄送”或“群发”，有效解决论文署名纠纷
学术论文署名纠纷通常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１）投稿争议：论文为署名作者共同完成，但（１）署名排序没有达成一致意见；（２）投稿

期刊或投稿时间没有获得认可。比如，一些导师和学生的合作成果，导师更注重自己的学术

声誉，也许认为有些结果还不够成熟，或者希望在更高级别的期刊发表，而学生迫于就业压

力或奖学金评定等需要希望能早日见刊。

２）修改争议：“修改后录用”或“修改后重审”的稿件，返修时作者常有变更现象：添加、

删除作者或变更作者署名顺序等。这里有学术不端的嫌疑，当然也可能是合理的变更。因为

在修改过程中，根据同行评议和编辑意见做相应修改时，论文仍可能有较大改动，尤其是某

些关键环节的重大修改，以致作者在终稿中的作用发生变化，甚至需要新的合作者加入。国

际医学杂志编辑委员会（ＩＣＭＪＥ）［１７］关于作者署名资格标准中也明确指出“对论文重要智力性

内容做出关键性修改”者可列为署名作者。

为减少当前署名的纠纷，卡珊德拉·艾特沃和克里斯汀·莱恩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之一

是：确保所有的作者／贡献者审阅和批准最终的稿件［１８］。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统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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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ＲＭ）［］指出“论文署名作者应清楚了解合作者对其他部分工作的贡献”。可见，信息不对

称是造成纠纷的关键因素，共同确认是避免纠纷的重要途径。目前，编辑部在作者投稿时，

通常要求上传带有所有作者签名的“版权转让协议”或“作者投稿及发表论文承诺书”。当然，

作者签名的真实性有待考证，另外，在修订过程中终稿论文如果没有得到所有作者的最后一

致确认，仍可能产生纠纷。稿件处理过程中，编辑联系的对象一般是通信作者（多个通信作

者情况也越来越多），通信作者在文稿修改中未必和其他作者确认同行评议意见和修改内

容。编辑通过稿件系统工作时，如果选择“发送邮件给所有作者”，此时每个作者具备的是

“分布知识”，即群体没有交流的情况下，“邮件内容”不是合作者间的公共知识，由于稿件

处理对象不明确，稿件修回时间容易延误；如果选择“群发”，这是群体之间的一个公开宣

告行动，“邮件内容”成为合作者间的公共知识；如果编辑发邮件给通信作者的同时，“抄

送”给其他合作者，不但公开宣告了 “邮件内容”，而且明示了负责回应评议意见和稿件具

体修改的主体责任人。通信作者发修改稿给编辑时，也“抄送”给其他合作者，这样始终保

持所有作者的知情权，并且有利于文稿内容及署名变更的监督和确认，把问题解决在事前，

减少事实纠纷。

３２　通过邮件“抄送”，有效遏制学术不端行为
３２１　“被署名”问题　常见“被署名”有两种：标签式和推责式。“标签式被署名”是指投稿

者为增大自己论文录用的可能性，私自把对该文不具有署名资格的知名学者（如院士、杰

青、长江、博导等）列为作者，被署名者不知情。“推责式被署名”是指论文的“荣誉作者”①

或“事实作者”在论文被举报存在严重学术不端时为逃避责任而谎称自己不知情。标签式被

署名容易扰乱编辑、审稿人的判断力［１９］，是事实作者的造假，属欺骗行为；推责式被署名

隐蔽性强、责任困难。比如，辽宁大学一副校长在《哲学研究》发表的《何谓“理论”？》一文

被爆涉嫌抄袭，随后辽宁大学校方表示，该论文第一署名人对此事并不知情，第二署名人承

认是自己抄袭，对此很多人持有异议。标签式被署名和推责式被署名区别在于：前者被署名

者不知情，属利益受损者；后者被署名者知情，属受益责。当出现说谎者时，更新逻辑（ｕｐ

ｄａｔｅｌｏｇｉｃ）可以进一步精细刻画多主体之间认知变化关系。针对这两种不端行为，编辑在稿

件处理过程如果采用邮件抄送方式，既可以保证标签式被署名者的名誉不被盗用，也避免了

推责式被署名者狡辩的机会。

３２２　代投问题　论文代投是指论文署名作者未亲自完成提交论文、回应评审意见等全过

程而由他人代理的行为，是发表学术论文“五不准”行为之一，在科技部、中国科协关于对

集中撤稿论文涉事作者处理指导意见（国科办政［２０１７］５０号）中被认定为严重学术不端行

为。代投催生各种论文造假和买卖交易，是一稿多投、一稿多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多数编辑

部已经注意到了论文代投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加强了对代发论文的甄别和防范。第三方代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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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运营时间长、专业化程度高、反侦察能力强，个人注册信息也在不断更新，识别越来越

困难［２０］。最近，我们发现，一些代投论文除稿件处理系统中注册的用户名、密码和第一作

者或通讯作者的Ｅｍａｉｌ为代投者所掌控外，所有作者的其他注册信息（包括联系方式）都是

真实的。如果编辑稿件处理过程中同时抄送邮件给其他所有合作者，可以有效规避一些更隐

蔽的代投行为。

３２３　一稿多投问题　编辑部发现待发稿件存在一稿多投时，通常采取退稿、拉黑名单、

限制投稿或要求作者赔付稿件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等措施，但效果并不显著，没有引起作

者的足够重视，甚至有的作者置之不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术诚信办公室主席 Ｔｏｎｙ

Ｍａｙｅｒ［２１］说：针对学术不端行为，出版机构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涉及到的科研人员是

科研院所的职员，与出版机构没有直接利益关系，所以出版机构没有合法的身份对作者进行

处置。但出版机构可以起到的一个重要作用便是分享信息，并与相关科研单位和基金单位进

行联系。编辑发邮件通知作者一稿多投不端行为事实时，可以同时抄送给其所属部门的学术

诚信管理机构。《暨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与医学版）》对拟录用稿《针刺常规穴位配合董氏奇

穴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观察》ＡＭＬＣ查重时，发现一稿多投。编辑与作者邮件联系，

不回复；电话沟通发现，第一作者对学术诚信认知肤浅，完全认识不到其行为失范的错误和

严肃性。当我们提出将与第二作者联系并保持进一步追究责任时，他说第二作者是其导师，

目前不在国内，完全没有表示出任何担心。后来，我们将作者一稿多投证据及教育部、科技

部等相关管理规定邮件给作者并抄送了其学院学风管理办公室，很快收到了作者的道歉信，

并表示愿意赔付稿件处理过程产生的一切费用。

３３　通过邮件“抄送”或“密送”，实现编辑内部监督和权利制衡
同行评议的公正性和学术评价的科学性决定期刊选稿的质量。稿件的送审环节直接影响

同行评议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因为送审一般是由学科编辑完成的，送给不同的专家审稿，审

稿的结论会有很大的差别。如果编辑和审稿人私下有沟通，很容易主导论文的评价结果，

“同行评审造假”正是中国近年大规模国际论文被撤稿的重要原因。目前同行评审有单向匿

名、双向匿名、开放评审等形式，大家比较认可和普遍执行的多是双向匿名评审。Ｒｅｍｃｏ

Ｈｅｅｓｅｎ［２２］论证了三重匿名的合理性。即不仅仅作者和审者之间是双向匿名的，在论文被接

受之前，作者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对编辑也是隐藏的。对编辑匿名在实际工作中会比较困难。

如果编辑在发送论文送审邮件时抄送或密送给主编或编委，可以起到监督作用。抄送使得邮

件内容成为审稿人、编辑和主编或编委之间的公共知识，对编辑和审稿人起到一定的监督作

用；密送形成编辑和主编或编委之间的权利制衡。

３４　通过邮件“群发单显”，维护作者和审者关系
和谐的编者与作者关系，有利于增强作者黏性、拓展优质稿源、发掘和培养优秀审稿

人。编辑可以定期向作者推送期刊最新资讯、论文、征稿函、节日问候等电子邮件，与作者

保持长期的联系。如果一对一发送邮件，编辑工作量太大；如果采取群发，接收者感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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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和尊重；如果采用群发单显，既减少了编辑的工作量，又切实增进了编者和作者之间的

感情。

审稿是论文遴选的关键环节，随着学科的细分和研究者工作强度的加大，仅仅从学者的

学术义务出发很难找到审稿速度快、评价客观、细致、富有建设性意见的审稿人。恰当的邮

件沟通方式，有利于编者和审者之间关系的维护，有利于审稿效率和质量的提高。

４　邮件发送中的注意事项

恰当的邮件发送方式提高编辑工作的效果，但是不当的选择或失误，容易造成编者、审

者和作者之间的不信任和误会，甚至可能会暴露匿名信息，泄露不该公开的保密信息。提醒

大家注意以下事项。

１）充分了解不同邮件发送条件下各主体的认知状态和信息变化状况。

２）发送前要仔细审核发送对象身份，慎重选择抄送和密送，以免造成的信任危机，影

响审稿的效率和结果。

３）发现不端行为时，要根据作者反馈情况分级抄送，以免作者受到过度处分。一般先

抄送给导师，再抄送给学院，最后抄送给学校。以威慑和教育为目的，起到宣传和警示作

用，促进学风建设。

４）抄送的邮件中不要包含一些过激性语言。营造和谐氛围，引导审者和作者客观、公

正地评价和反馈。

当然，编辑在注意沟通技巧的前提下，更要注重真情实感的付出和脚踏实地的工作。时

间允许的情况下，编辑要把作者和审者的维护工作做得更细更实。

５　结语

随着稿件处理系统和即时社交软件的应用和普及，人们对 Ｅｍａｉｌ的应用也逐渐弱化，

甚至很少注意到这些功能在编者、审者、作者和编委沟通中的特殊作用。本文结合编辑工作

实践，以电子邮件的“抄送”、“密送”、“群发单显”等功能为例，基于动态认知逻辑，探讨

编辑工作中编者、作者、审者等多主体互动的言语行为策略，进一步丰富了期刊编辑研究的

内涵，拓展了其研究路径和理论支撑。新媒体条件下期刊的内容组织、呈现、传播、评价和

获取方式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内容为王”还是“渠道为王”的争论也一直在持续。但毋庸置

疑，随着出版模式的不断创新，编辑的核心竞争力会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编辑的信息素养和互

动能力上，正如日本编辑鹫尾贤所言，一个编辑的“编辑力”应该体现在从创意、策划到人

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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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职称制度改革背景下高校学报发展机遇及路径

贺嫁姿１，温优华２，柳　丰１，陈先军３

（１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学报编辑部，广东 茂名，５２５０００；２韩山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广东 潮州，５２１０４１；３嘉应学院学报编辑部，广东 梅州，５１４０１５）

　　摘　要：《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发布将给高校学报带来很多机遇，将有利于高
校学报构建协同创新机制，有利于推动“以文评文”等评价机制的完善，可让高校学报获得更多

的竞争优势和发展空间。面对机遇，建议高校学报创新协同发展机制，加速转型发展，革新编

辑理念。

关键词：职称制度改革；高校学报；协同创新；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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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ｔｌｅ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ｆｏｒｍ”，ｗｈｉｃｈｗｉｌｌｂｒｉｎｇｍａｎｙ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ｔ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ｗｉｌｌｇａｉｎｍｏｒ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ｐａｃ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ｄｖｉｃ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ｔｏｂｕｉｌｄ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ｓｐｅｅｄｕｐ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ｅｄｉｔｏ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ｏｌｌａｂｏ

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７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的倾向，推行代表作制度，下放职称

评审权，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１］。意见发布后，全国几乎所有的省、

市、自治区都发布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积极贯彻落实“意见”的相关要

求。２０１７年开始全国绝大部分普通高校的教师、实验师等系列的初、中、高级职称都已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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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至高校自主评审。“意见”中关于论文的相关要求，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把论文写在祖国

大地上”的有力举措［２］，也将给以论文为生命线的高校学报带来深远的影响。本文首先分析

“意见”发布给高校学报（不包括高职院校学报）带来的机遇，然后探讨高校学报该如何抓住机

遇以获得健康快速的发展。

１　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给高校学报带来的机遇

１１　有利于构建协同创新机制，促进学报转型发展
“意见”发布以前，除了少数“双一流”高校，其他普通高校教师系列的职称都是由省、

市教育厅统一评审，关于论文的要求，有些省、市硬性规定晋升副教授以上职称必须在国家

部委、全国学会、科学院所属的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或者相当级别的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

２篇以上的学术论文，把我国的高校学报排除在外。受此影响，我国高校各学科优秀的学术

论文首选发表的平台往往不是本校学报甚至不太喜欢投至本校学报，很多学术论文由于追逐

所谓的“ＳＣＩ”“核心刊物”等导致发表时滞加长，从而影响了科研成果的转化，甚至使学科梯

队建设出现断层的局面［３］。“意见”发布后，要求下放职称评审权限，逐步将高级职称评审

权下放到符合条件的市地或社会组织，推动高校、医院、科研院所、大型企业和其他人才智

力密集的企事业单位按照管理权限自主开展职称评审。从２０１７年开始，全国绝大部分普通

本科高校都拥有了各级职称的评审权，高校内部与职称评审相关的职能部门可以自主制定职

称评审的标准和条件，这将使高校学报向主办高校争取一系列的支持变得相对容易，将有利

于高校学报与校内职称评审的相关职能部门、学科建设等构建协同创新机制，从而促进高校

学报的转型发展。

１２　有利于“以文评文”评价制度的完善，增强高校学报的竞争优势

“意见”要求推行代表作制度，重点考察代表作的质量，北京等地发布的“实施意见”，

更是将代表作的质量作为职称评审考核的主要内容［４］，这对遏制“以刊评文”的现象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职称评审不再只关注论文所发刊物的级别、影响因子、是否入录核心期刊目

录等，而是更加注重论文的质量，这将使“以文评文”和“以文评刊”得到越来越多学人的认

可。“以文评文”的论文评价制度将有效遏制我国优质稿件流向海外，这样一来，一大批高

水平的学术论文将投至国内的学术期刊，高校学报作为我国学术期刊的主要组成部分，也将

获得一部分优质的稿源。此外，高校学报办在校园里，高校许多卓有成就的两院院士、专家

学者、教授等都是从高校学报发表其科研生涯第１篇论文而得到锻炼、开始起步的［５］，如果

不“以刊评文”，他们创作的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将更青睐本校的学报，这样高校学报将获得

更多优质的稿源，而优质的稿源正是期刊获得竞争优势最重要的因素。

２　发展路径

“意见”的发布将给高校学报带来一定的机遇，但同时也让高校学报面临挑战，本文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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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机遇探讨高校学报的发展路径，具体为创新协同发展机制，加速转型发展，革新编辑

理念。

２１　创新协同发展机制
２１１　与校内职称评审的相关职能部门构建协同发展机制　首先，与人事、科研等部门协

同创新，推动论文评价机制的完善。“意见”发布前，我国高校的职称评审、科研项目的结

题，在学术论文要求方面，理工科要求发 ＳＣＩ，甚至还要求国外的 ＳＣＩ，科研奖励方面国外

的ＳＣＩ比国内的ＳＣＩ更高；文科要求发ＣＳＳＣＩ。只要是发在 ＳＣＩ、ＥＩ、ＣＳＳＣＩ或者所谓的“核

心”刊物上的文章，不管质量如何，在职称评审和科研项目结题时都非常管用。这种倾向在

无形之中贬低了国内的很多刊物，特别是贬低了高校学报。［６］“意见”发布后，职称评审权下

放，要求将代表作的质量作为职称评审考核的主要内容。高校学报可与人事、科研等部门协

同创新，推动论文评价机制的完善，破除 ＳＣＩ论、“核心”论，如加强同行专家的评议，对

刊发在本校学报上的论文进行严格的审核，审核认定质量优秀的论文，在职称评审、科研项

目结题和科研奖励时可与实际比本校学报影响因子、质量、知名度等高一级别或高几个级别

的期刊同质等效看待，这将有效遏制我国高校大量优秀学术论文流向海外，让高校学报获得

更多的发展空间，也能将习近平总书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号召落到实处。

其次，争取财务部门的支持，加大对学报的投入力度。充足的经费支持是办好刊物的基

础，目前，高校学报的人员工资、办公经费、排版印刷费等都由主办高校全额拨款，但是大

部分高校学报的办刊经费只够维持正常的办刊费用。在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背景下，高校学

报可以争取与高校财务部门构建协同发展机制，让其对学报投入建设资金，用于高水平编辑

人员的引进，学报技术的改进、数字化建设等。高校学报也可争取让财务部门对学报投入奖

励资金，用来奖励已发表在高校学报上的优秀论文（包括校外作者的论文），奖励为本刊认

真审稿的审稿专家，奖励积极为本刊组稿的院系、研究机构，奖励本刊的优秀编辑等。建设

资金和奖励资金对提高高校学报的学术质量和编校质量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２１２　与校内重点学科协同发展，加强产学研平台建设　“意见”要求职称评审实施代表作

制度，要求高质量的论文，注重考核专业技术人才履行岗位职责的绩效、创新成果，要求增

加技术创新、专利、成果转化、技术推广、标准制定、决策咨询、公共服务等评价指标的权

重，将科研成果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内容［１］，这就需要高校学报

与校内学科建设，特别是重点学科建设协同发展，充分发挥其作为产学研平台的作用。

首先，依托重点学科，打造高校学报学术品牌。高校学报的特色和专业化发展有赖于学

科的专业水平和研究方向，高校重点学科的力量可促使学报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从而打

造学报自身的学术个性和风格，建立学报品牌。因此，学报编辑可带着真诚深入到学校的重

点学科团队，去熟悉各学科的带头人、国家和省部级基金项目的负责人，并争取与他们建立

良好的互动关系［５］；可以学报编辑部的名义邀请他们担任学报各栏目的主持人或学报发展的

顾问，让他们为学报的发展出谋划策［３］；可根据重点学科开设专栏，主动关注重点学科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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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讨，并在第一时间发表重点学科、重点课题的发展动态和研究成果；可采取优稿优酬的

政策鼓励他们为学报撰写或推荐优质稿件，并优先发表，对表现积极的学科带头人可给予一

定的物质奖励或颁发荣誉证书［７］。

其次，加强产学研平台建设。高校学报可依托高校的重点学科，加强与重点学科团队研

究内容密切相关的企业进行合作，以企业在生产实践过程中碰到的问题为导向，设置相应的

专题和栏目，引导高校重点学科团队和企业的科研人员针对此问题展开研究，并为其科研成

果的发表提供方便快捷的渠道。这在学术上可以解决科学研究的由头问题，在科研成果的应

用上可以解决转化的渠道问题，对提高高校学报的质量、影响力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也能

使高校学报积极为我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等的发展服务。［８］

２２　加速转型发展
“意见”要求推行代表作制度，要求高质量的论文，然而目前我国高校学报优质稿件匮

乏，“千校一刊，千刊一面”，同质化严重，缺乏个性和特色，很多高校学报长期在低水平

上徘徊［９－１０］。高校学报唯有加速转型发展，才能充分利用“意见”带来的机遇，从而实现快

速健康发展。

首先，在运营模式上转型。目前，我国高校学报一般都是“一校一刊”，办刊规模小，

而且被高校列为教辅部门，配给高校学报的人员也偏少，高校学报编辑不仅要负责选题策

划、组稿、约稿、稿件初审、送外审、稿件的编辑加工，还要负责高校学报的出版发行。这

使编辑的精力涣散，导致高校学报的编辑一般仅注重稿件初审和编辑加工这些环节，严重阻

碍了高校学报的发展。为了整合资源，提高效率，高校学报须在运营模式上转型，可实行编

辑和出版发行分离的模式。高校学报编辑部仅负责出版前的选题策划、组稿、约稿、稿件初

审、送外审、稿件的编辑加工等工作，各省市教育部门、高校学报研究会、高校期刊协会等

可牵头组建高校学报期刊集群，由高校学报期刊集群负责高校学报的出版发行。高校学报期

刊集群可作为市场主体，与各高校学报的主管主办单位签订产权清晰、分工合理和权责分明

的合作协议，可将重心放至提高集群期刊的影响力、曝光度及规划集群内期刊的发展策略等

方面，以使集群内期刊达到资源整合和深度合作的目的。高校学报编辑部也应顺应市场需

要，重新整合编辑流程，合理进行人员分工，极力配合期刊集群化的发展。［１１］运营模式的转

型不仅有利于高校学报降低办刊成本，还有利于提高高校学报的质量和传播力，可助高校学

报实现整体转型升级。

其次，在技术上转型。我国高校学报编辑和出版发行分离、集群化发展等运营模式的转

型需要技术转型的支持，如高校学报不再使用单独的投审稿系统和编校系统，而是各省市高

校学报期刊集群内的全部刊物统一使用集约化的投审稿系统和编校系统。作者在此系统上注

册一个账号，即可自由切换不同高校学报的投稿页面，向集群内的任何一家高校学报投稿，

可缩短作者投稿的时间，提高投稿效率。在稿件质量尚可并征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编辑可

将质量要求较高的高校学报的拒稿，在系统中直接推荐给集群内质量要求相对较低的高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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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这可减少作者修改稿件格式等繁琐的工作，也可为集群内相对弱势的高校学报提供稿

源。在此系统上，各高校学报可以共享审稿专家、作者等资源，可有效管理审稿、同行评

议。各学报的编辑也可以直接在系统上编校稿件，可缩短论文出版时间，提高论文出版效

率。［１１－１２］

２３　革新编辑观念
目前很多高校学报的编辑仍然抱守“坐等来稿”“来稿就编”“对稿照编”等传统观念，这

对高校学报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意见”要求高校学报大幅提高学报质量，而高校学报质

量的提高与编辑的理念息息相关，高校学报的编辑应革新编辑理念，由单一型编辑向复合型

编辑转变，不仅应具备在编辑室伏案编校稿件的扎实的编辑素养，还须走出编辑部，具备开

放的思维和市场运营的素养，须增强协同工作的理念和为读者服务的理念等。

首先，须增强协同工作的理念。如在选题策划阶段，高校学报编辑可与校内重点学科、

校外的企业和科学院所协同工作，以企业在生产实践过程中碰到的核心问题为导向，遵循创

新、特色、前瞻、主动的原则，用独特的眼光发现别的刊物尚未发现的有较高组稿价值的选

题，并协同高校重点学科团队和企业的科研人员对此选题展开深入研究。在审稿阶段，可与

审稿专家协同工作，写初审意见时，除了对论文的语言、结构、层次等进行评价外，还可对

论文创新性和学术性等进行评价，实行有深度的初审，为审稿专家的审稿提供参考。在编校

阶段，可与作者协同工作，对论文的字词句进行订正、润色、修改、删减以外，还可与作者

协同一起对论文的创新性进行提炼，如对题名进行编辑加工，用最精炼的文字概括论文的创

新之处，对结论进行编辑加工，让读者能在论文的结论部分看到作者在理论、技术、应用等

方面的创新；对论文的可读性进行雕琢，如注意行文组织结构的严谨性、合理性，删除重

复、嗦、无效的论证语句和论据，重点突出论文的创新信息等。［１３］

其次，以用户思维，为读者提供更专业化的服务。目前，高校学报的编辑往往只重视为

作者服务，重点在版面，常忽视读者的需求，这对提高高校学报的质量和传播效果是非常不

利的。高校学报的编辑须革新观念，增强为读者服务的理念。高校学报的读者是各大科研院

所的科研工作者或从业人员，是小众的学术研究者，他们一般只对本专业或主要对某个研究

方向上的成果感兴趣。为读者提供更专业化的服务，编辑须加强读者调查工作，深入了解读

者的基本情况，如读者类型、层次和社会分布等；须了解读者的需要、读者的心理等，并根

据读者的需求调整学报的选题、栏目甚至是学报的定位；给读者推送学报的内容时，须创新

内容发布的方式，可利用大数据，根据读者的阅读行为以及阅读时位置的转换等信息推测读

者对学术内容的具体需求，并为读者重组学术内容，最后利用新媒体向读者推送其迫切需求

的内容。［１４－１５］

３　结语

本文分析了“意见”的发布将有利于高校学报构建协同创新机制，有利于推动“以文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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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获得越来越多学人的认可，让高校学报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和发展空间。对此，建议高

校学报通过创新协同发展机制、加速转型发展、革新编辑观念以迎接“意见”的发布给其带

来的机遇，实现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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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审稿人科研能力的调查与分析

谢文鸿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护理学报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５１５）

　　摘　要：分析《护理学报》杂志审稿人科研能力的现状，以期完善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队
伍建设。采用一般资料问卷和科研能力自评量表，对《护理学报》杂志审稿人采用网络发放的方

式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科技期刊审稿人科研能力总分为（９５３６±１７３９）分，得分指标为

７９４７％，处于高水平组。科研能力量表６个维度得分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论文写作能力、

问题发现能力、科研实践能力、文献
!

阅能力、科研设计能力、资料处理能力。护理科技期刊

审稿人科研能力处较高水平，论文写作能力和问题发现能力较强，但科研设计能力和资料处理

能力较为薄弱。审稿人队伍完善需提升其科研能力水平、加强其薄弱知识培训学习，并适应学

科细化、交叉及新研究领域发展的需要，以期确保审稿质量及期刊学术水平。

关键词：科技期刊；护理；审稿人；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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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ａｍｉｎｃｌｕｄｅ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ｗｅａｋ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ａｄａｐｔ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ｎｅｅｄｓｏｆ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ｃｒｏｓｓ
ｃｕ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ｎ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ａｐ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ｕｒｓ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ｅ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ｂｉｌｉｔｙ

　　护理学是研究、诊断和处理人类对现存和潜在健康问题反应的学科［１］，兼具社会、自

然、人文学科特性［２］，是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主要是从护理人员中筛

选，这要求护理审稿人需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临床经验及实践技能，还应该重视科学研

究［３］，必须具备科学研究的能力，护理人员的专业核心能力就包括科学研究能力［４］。科研

能力指在自然、社会、人文科学等领域，进行探究真理的普遍理智创造活动所需要的能力，

即科研人员顺利完成科研活动任务所需要的能力［４］。审稿人是学术论文创新性的鉴定者、科

学性的把关者、学术期刊质量的支撑者。审稿人的科研能力与其知识储备、创新思维和科研

个性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是一个多维的多层次的动态综合体［５］，审稿人科研能力水平对

审稿质量有一定影响。

本文以《护理学报》为例，由于本刊收稿量较大，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分别总计

收稿 ７６００、７６００、７０００、７３００篇，刊登稿件 ６５０、６３８、５４３、５２１篇，刊登率 ８６％、

８４％、７８％、７１％，退稿率则维持在９０％以上。２０１７年《护理学报》编委会换届前审稿人

将近１００人，承担大量审稿工作不能满足实际审稿工作需求，并且审稿人数量过小不利于审

稿质量的保证。为了满足本刊审稿工作需求，遴选审稿人及加强审稿人队伍的建设显得极其

重要。２０１７年８月《护理学报》编委会换届遴选审稿人途径主要从投稿作者中选取、编委推

荐审稿人、与其他编辑部共享审稿人等，但对聘请审稿人的科研能力及审稿水平较为生疏，

本研究通过调查与分析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的科研能力，为护理科技期刊进一步完善审稿人

队伍提供新的参考途径。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以《护理学报》审稿专家数据库人员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于２０１７年８月《护理学报》

编委会换届聘请担任《护理学报》第六届编委会的审稿专家，已获聘书，聘期３年；从事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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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护理、护理管理及护理教育者。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工具　包括２部分内容，审稿人一般资料和科研能力自评量表。一般资料包括

审稿人的性别、年龄、学历、职称、职位、工作年限、专业特长（多选题）、是否为研究生

导师。科研能力自评量表，采用潘银河等编制的针对护理人员科研能力自评量表［３］，包括

３０个条目共６个维度，分别是问题发现能力（条目１～条目３）、文献
!

阅能力（条目４～条目
８）、科研设计能力（条目９～条目１３）、科研实践能力（条目１４～条目１９）、资料处理能力

（条目２０～条目２４）、论文写作能力（条目２５～条目３０）。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５级评分，“无法做到”

至“完全能做到”计为０～４分，无反向计分条目，问卷总分为０～１２０分，得分越高说明科研

能力水平越高，０～４０分为低水平组、４１～８０分为中水平组、８１～１２０分为高水平组［６］。该

量表总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０８６１，本研究测得量表总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０９３０。由于各维度

所含条目数不一致，采用得分指标［７］来评价各维度得分水平，其计算公式为：得分指标 ＝

（维度的平均得分／该维度的可能最高得分）×１００％。

１２２　调查方法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２日—４月２０日，根据审稿人数据库中所记录Ｅｍａｉｌ，逐一
以附件形式发送问卷。网络发布问卷 ２０５份，回收有效问卷 １８８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９１７１％。

２　调查结果

２１　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一般资料
审稿人１８８人中，男性５人（占２７％），女性１８３人（占９７３％）；年龄１８～２９岁８人

（占４３％），３０～３９岁６７人（占３５６％），４０～４９岁８８人（占４６８％），≥５０岁２５人（占
１３３％）；学历，本科６１人（占３２４％），硕士１０７人（占５６９％），博士２０人（占１０６％）；

职称初级（护师／助理讲师）８人（占４３％），中级（主管护师／讲师）５２人（占２７７％），副高

（副主任护师／副教授）８３人（占４４１％），正高（主任护师／教授）４５人（占２３９％）；职位，
正／副护士长９６人（占５１１％），护理部正／副主任３４人（占１８０％），正／副院长２人（占

１１％），教研室正／副主任１１人（占５９％），护理科研人员４人（占２１％），护理部干事７

人（占３７％），无３４人（占１８１％）；工作年限 ＜５年１６人（占８５％），５～＜１０年１５人
（占８０％），１０～＜１５年３２人（占１７０％），１５～＜２０年２６人（占１３８％），≥２０年９９人

（占５２７％）；研究生导师，是４７人（占２５０％），否１４１人（占７５０％）。

２２　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专业特长
护理教育８９人，护理管理１１６人，内科护理６８人，外科护理５２人，妇产科护理７人，

儿科护理９人，五官科护理７人，皮肤科护理２人，门急诊护理１６人，老年护理２８人，手

术室护理８人，营养护理８人，基础护理２１人，静疗护理２３人，介入护理４人，精神科护

理６人，康复护理２０人，中医护理１１人，医院感染控制１９人，药械护理２人，灾害救援
护理１１人，心理卫生２７人，社区护理１２人，伦理与法８人，肿瘤护理１１人，危重症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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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人，伤口护理４人，护理信息化２人，循证护理１人。

２３　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科研能力各维度及总体得分情况
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科研能力总分为（９５３６±１７３９）分，得分指标为７９４７％，处于高

水平组。科研能力量表６个维度得分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论文写作能力、问题发现能力、

科研实践能力、文献
!

阅能力、科研设计能力、资料处理能力。详见表１。

表１　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科研能力各维度及总体得分情况（ｎ＝１８８）

项目 评分范围 得分范围 平均得分（珋ｘ±ｓ） 得分指标／％
问题发现能力 ０～１２ ４～１２ ９．６９±１．７６ ８０．７５
文献

!

阅能力 ０～２０ ８～２０ １５．９７±２．９７ ７９．８５
科研设计能力 ０～２０ ５～２０ １５．３６±３．５４ ７６．８０
科研实践能力 ０～２４ ７～２４ １９．２２±３．７８ ８０．０８
资料处理能力 ０～２０ ４～２０ １４．６６±３．９４ ７３．３０
论文写作能力 ０～２４ ６～２４ ２０．４６±３．７０ ８５．２５
科研能力 ０～１２０ ３６～１２０ ９５．３６±１７．３９ ７９．４７

２４　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科研能力各条目得分情况
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科研能力得分排在前５位的条目分别是“熟练使用中文数据库”、

“规范书写论文的参考文献”、“经常通过互联网搜索专业的相关资料”、“规范书写论文的摘

要”、“规范书写论文的研究结果”；得分排在后５位的条目分别是“经常手工查阅专业的相

关资料”、“选择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借助辅助工具，能够读懂护理外文文献”、“使用

公式来计算样本量”、“分析质性研究资料”。各条目得分情况详见表２。

３　讨论

３１　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科研能力总体处较高水平
护理科研是用科学的方法反复地探索并解决护理领域的问题，直接或间接地指导护理实

践的过程［８－９］。本研究对《护理学报》杂志１８８位审稿人科研能力调查结果显示，审稿人科研

能力总分为（９５３６±１７３９）分，得分指标为７９４７％，处于高水平组［６］，高于刘芸［１０］对ＩＣＵ

护士科研能力总分（７１６４±１６５３）分，高于刘静等［１１］对武汉市１５家二级及三级医院护士的

科研能力总分（４４００±２０５７）分，也高于王冰飞等［１２］对河北１０所三级医院注册护士的科研

能力总分（５９３１±２５５７）分，说明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科研能力水平较高。在科研能力具

体维度得分指标中，论文写作能力维度得分指标最高为８５２５％，说明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

对论文写作格式较为熟悉，相比其他几方面的科研能力，论文写作格式最为固定并较容易掌

握。问题发现能力维度得分指标为８０７５％位于第２位，由于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主要从事

护理教育、护理管理或临床护理工作，均是护理人员中佼佼者，护理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相

对较强，发现患者健康或治疗方案中存在问题的能力相对较强。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科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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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科研能力各条目得分（ｎ＝１８８）

项目编号 项目内容 条目所属维度 平均得分（珋ｘ±ｓ）排序
条目 ６ 熟练使用中文数据库 文献

!

阅能力 ３．４９±０．６６ １
条目 ３０ 规范书写论文的参考文献 论文写作能力 ３．４９±０．６３ ２
条目 ５ 经常通过互联网搜索专业的相关资料 文献

!

阅能力 ３．４９±０．５７ ３
条目 ２６ 规范书写论文的摘要 论文写作能力 ３．４４±０．６１ ４
条目 ２８ 规范书写论文的研究结果 论文写作能力 ３．４０±０．６８ ５
条目 ２５ 规范书写论文的前言 论文写作能力 ３．４０±０．６３ ６
条目 １５ 科研实践中，能够考虑伦理问题 科研实践能力 ３．３９±０．６８ ７
条目 ２７ 规范提炼论文的关键词 论文写作能力 ３．３８±０．６６ ８
条目 ２９ 规范书写论文的讨论 论文写作能力 ３．３４±０．６９ ９
条目 ２ 护理工作中遇见难题时，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设想 问题发现能力 ３．２９±０．６３ １０
条目 １８ 熟练地观察、记录与研究相关的信息 科研实践能力 ３．２４±０．７３ １１
条目 １１ 确定研究项目的观测指标 科研设计能力 ３．２２±０．７３ １２
条目 １０ 能够确定研究对象的纳入范围 科研设计能力 ３．２２±０．７３ １３
条目 １４ 制定护理科研计划 科研实践能力 ３．２１±０．７２ １４
条目 ３ 护理工作中遇见难题时，经常去寻找理论依据 问题发现能力 ３．２１±０．６９ １５
条目 １６ 科研实践中，能够考虑干扰因素 科研实践能力 ３．２０±０．６７ １６
条目 １ 在护理工作中，发现可为研究作参考的问题 问题发现能力 ３．１８±０．７１ １７
条目 １３ 确定对研究结果的评价标准 科研设计能力 ３．１７±０．７３ １８
条目 ８ 客观评判护理研究报告 文献

!

阅能力 ３．１５±０．７２ １９
条目 １７ 科研实践与设计不符时，能够及时调整研究方案 科研实践能力 ３．１４±０．７５ ２０
条目 １２ 根据研究目的，选择定性、定量或二者结合的研究方法 科研设计能力 ３．０８±０．８５ ２１
条目 ２１ 能够进行统计描述 资料处理能力 ３．０７±０．９０ ２２
条目 ２３ 正确解读统计结果 资料处理能力 ３．０６±０．８２ ２３
条目 ２０ 能够制作常用的统计图表 资料处理能力 ３．０４±０．８９ ２４
条目 １９ 熟练地访谈研究对象 科研实践能力 ３．０４±０．８５ ２５
条目 ４ 经常手工查阅专业的相关资料 文献

!

阅能力 ２．９６±０．８９ ２６
条目 ２２ 选择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 资料处理能力 ２．９１±０．９０ ２７
条目 ７ 借助辅助工具，能够读懂护理外文文献 文献

!

阅能力 ２．８７±１．１０ ２８
条目 ９ 使用公式来计算样本量 科研设计能力 ２．６６±０．９９ ２９
条目 ２４ 分析质性研究资料 资料处理能力 ２．５８±０．９９ ３０

计能力维度和资料处理能力维度得分指标较低，分别为７６８０％和７３３０％，说明护理科技

期刊审稿人对研究设计与资料处理能力较为薄弱。究其原因，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主要掌握

护理专业知识及操作技能，审稿时能发现论文选题是否新颖、护理知识是否正确及操作技能

是否改良，对论文存在科研设计及资料处理问题缺乏敏感性，如样本量是否足够、研究对象

入选条件是否恰当、对照组设立是否合理、测评指标是否过于主观、测评工具是否运用恰当

等问题［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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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科研能力得分排在前５位的条目得分分析
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科研能力得分排在前５位的条目分别是“熟练使用中文数据库”、

“规范书写论文的参考文献”、“经常通过互联网搜索专业的相关资料”、“规范书写论文的摘

要”、“规范书写论文的研究结果”。其中条目“熟练使用中文数据库”和“经常通过互联网搜

索专业的相关资料”属于文献检索能力维度，说明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查找与研究问题相关

的国内文献能力较强，熟练通过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百度百科、搜狐、网

易有道等查找护理专业相关资料，了解医疗知识、治疗及护理技术发展前沿，审稿时能更好

判断论文选题是否具有创新性、护理技术是否改进、选择病例是否典型等，能慧眼独具地挑

选优质稿件，保证护理科技期刊论文质量。其中条目“规范书写论文的参考文献”、“规范

书写论文的摘要”及“规范书写论文的研究结果”属于论文写作能力维度，说明护理科技期

刊审稿人对论文写作格式是否规范评判能力较高，审稿时能更好发现护理论文参考文献书写

是否规范，摘要涵盖要素是否全面、是否撰写出论文的主题与内容梗概及是否充分体现论文

的创新内容，研究结果是否高度归纳与紧扣主题、是否去粗取精与去伪存真、结果数据是否

弄虚作假等问题，能够敏锐地发现论文问题，保证护理科技期刊论文写作规范性及完整性。

３３　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科研能力得分排在后５位的条目得分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条目得分排在倒数第５位是“经常手工查阅专业的相关资料”，说明

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较少采用手工查阅护理专业的相关资料，分析原因，一方面医学专业书

籍、纸质期刊文献等纸质媒介传播信息方式较为单一并且有一定滞后性；另一方面随着数字

期刊、期刊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平台、集群化平台等新媒体的广泛应用［１４］，采用电子期刊

或网络检索工具能更便捷更快速地查找护理专业相关资料并掌握护理知识及技术最新进展。

条目得分排在倒数第４位是“选择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说明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数据统

计分析能力较为薄弱，可能是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毕业于护理学专业并从事护理工作，缺乏

正规的统计学课程与科研设计的系统学习［１５］，并缺乏实际应用统计学方法的经验。再者，

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对护理论文涉及简单资料或数据可以辨别统计方法使用是否正确，而对

不同资料类型或复杂数据是否采取相应的统计分析方法的甄别能力较弱，如主成分分析、因

子分析、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１６］。条目得分排在倒数第３位是“借助辅助工具，

能够读懂护理外文文献”，说明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外文文献阅读能力较为薄弱，可能是因

为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非毕业于医学英语专业，缺乏医学英语专业知识培训，以致理解外文

文献较中文文献存在较大难度。条目得分排在倒数第２位是“使用公式来计算样本量”，说

明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对样本量估算统计知识欠缺，样本量确定是临床试验设计中极为重要

的环节，计算样本量所依据的参数包括方差、均数、差值、阳性事件发生率、反应率等，样

本量估计需要考虑的统计特征主要有统计分布、单双侧和平衡与否、检验效能、检验水准

等［１７］。条目得分最低是“分析质性研究资料”，说明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对质性研究护理论

文审阅不如量性研究论文得心应手，由于质性研究论文采用访谈、观察、实物分析等多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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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收集方法，采用理论方法包括扎根理论、现象学、认识论、批判理论等，质性研究注重主

观性、依赖于研究者个人的主观感受和直觉，并限于少数的几个研究对象，研究程序散乱、

研究结论主观等特点，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较难评判质性研究论文内容科学性、实用性及合

理性［１８］。

４　对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数据库完善的启示

通过分析《护理学报》杂志审稿人科研能力的现状，发现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科研能力

总体处较高水平，尤其在论文写作能力方面，即书写护理研究报告的能力，其次是问题发现

能力，即从护理学科发展的角度思考护理领域内需要解决的问题能力，但是在科研设计能力

和资料处理能力较为薄弱，需采取如下措施优化审稿人队伍。首先，加强护理科技期刊审稿

人统计学知识培训，以举办学习班形式邀请资深统计专家对护理审稿人进行理论与上机授

课，内容包括样本量估计原理和方法、统计软件包（如 ＳＡＳ、ＳＰＳＳ、ＥｐｉＤａｔａ等）的基本内容

和操作技巧、如何计算统计指标、绘制规范图表、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如方差分析、极差分

析、回归分析）等，通过对统计学知识系统、全面地学习，弥补护理审稿人统计学知识缺

陷，构建合理的知识体系，促进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审阅护理论文时能敏锐发现稿件中统计

方法错误之处，并提出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保证护理期刊稿件质量。其次，加强护理科技期

刊审稿人质性研究知识学习，以举办学术会议或专家讲座方式邀请精湛质性研究专家对护理

审稿人进行理论授课并案例分析，内容包括质性研究与量性研究区别、质性研究的概念、常

用理论方法、选题注意事项、质性研究论文写作要点等，使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掌握质性研

究基本知识，审阅护理论文时能科学合理分析质性研究资料，发现护理质性研究论文中不足

之处，并提出指导性意见。最后，审稿人队伍建设需充分考虑学科覆盖面，护理科技期刊审

稿人队伍构成需适应学科细化、交叉及新研究领域发展的需要，除了选择护理学科研究领域

的资深专家作为审稿人，还需邀请统计学、流行病学、临床医学、心理学等研究领域资深专

家作为审稿人，对涉及疑难复杂统计学、医护一体化、心理护理、循证护理、质性研究等论

文，以期能通过精准选择审稿人对稿件质量进行严格把关，能更好评判论文的新颖性、科学

性及实用性。通过采取上述措施进一步完善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数据库，优化审稿人队伍以

提高审稿水平，确保护理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发展及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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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审稿人创新效能感与创新绩效的调查与分析

谢文鸿

（护理学报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５１５）

　　摘　要：分析《护理学报》杂志审稿人创新效能感与创新绩效的状况，为护理科技期刊遴
选审稿人及完善审稿人队伍建设提供新的参考途径。采用一般资料问卷、创新效能感量表及创

新绩效量表，对《护理学报》杂志１８８位审稿人采用网络发放的方式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科技

期刊审稿人创新效能感总分为（３１５０±５１１）分，得分指标为７８７５％，处于中等水平。科技期

刊审稿人创新绩效总分为（３３６０±４４７）分，得分指标为８４００％，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创新效

能感总体与创新绩效总体呈密切正相关关系（ｒ＝０７４１，Ｐ＜０００１）。建立创新效能感及创新绩

效较高的科技期刊审稿人队伍，使其在审稿过程中能更好地对论文的创新性作出方向性判断和

实质性指导，提升论文学术质量，增强期刊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科技期刊；护理；审稿人；创新效能感；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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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ｐｅｒ，ｓｏｔｈａｔｉｔ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ｃｏ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ｕｒｓ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ｅｒ；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２１世纪是一个以创新为主的知识经济时代，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创新是决定

组织生存及维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同样也是科技期刊的灵魂，

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１］。科技创新成为我国支柱性产业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竞

争形势、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我国提出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针对学术科技

期刊则提出了“为创新服务办好我国学术科技期刊”的要求［２－３］。科技期刊传播与交流科学

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理论与实用意义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创新性。科技期刊设立审稿人

主要目的是判断研究技术、手段与方法有无创新［４］，而建立一支动态的高水平、高效率的审

稿人队伍是保证科技期刊质量和维持竞争优势的一项重要措施［５］。

科技期刊审稿人对科技论文创新性评判涉及审稿人的知识水平、创新意识及创新能力。

创新效能感是指在特定的情境下个体对自己有能力根据任务要求产生新颖的、原创性的和适

宜的想法、解决方案或行为的信念［６］。由于个体创新效能感对创造性思维、创新性行为有显

著的积极影响［７］，创新效能感作为创新活动、创新行为的动力因素［８］，其水平高低直接影

响创新行为，进而影响其创新绩效。审稿人的创新效能感极有可能对作者创造力产生影响，

审稿人评阅稿件时提出新颖且实用的意见往往能够给作者带来巨大的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

具有创意的想法或意见可能拓展作者研究思路、激发作者开展新的研究，同时帮助解决了某

些作者有意愿做研究但无新颖选题的困境。因此，本研究通过分析《护理学报》审稿人的创

新效能感与创新绩效状况，为护理科技期刊有效筛选优秀审稿人、更新及完善审稿人数据

库，建立一支动态的高水平、高效率的审稿人队伍提供参考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以《护理学报》审稿专家数据库人员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于２０１７年８月《护理学报》

编委会换届聘请担任《护理学报》第六届编委会的审稿专家，已获聘书，聘期３年；从事临

床护理、护理管理及护理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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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工具　包括４部分内容，审稿人一般资料、参与科研活动情况、创新效能感及

创新绩效。一般资料包括审稿人的性别、年龄、学历、职称、职位、工作年限、是否为研究

生导师。参与科研活动情况包括曾经是否参与科研培训学习、科研培训方式（多选题）、是

否参与科研项目、是否主持科研项目、参与科研项目级别（多选题）、主持课题数量合计、

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数量及论文发表期刊（多选题）。创新效能感量表，本研究采用

Ｃａｒｍｅｌｉ和Ｓｃｈａｕｂｒｏｅｃ编写的创新效能感量表进行测量［９］，包括８个条目，单维度量表，采

用Ｌｉｋｅｒｔ５级评分，“完全不同意”至“完全同意”计１～５分，无反向计分条目，问卷总分为

１～４０分，得分越高说明创新效能感水平越高。该量表总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 ０８８９，本研究

测得量表总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０９４８。创新绩效量表，本研究采用鄂婕在韩翼的研究结论基

础上修订的创新绩效量表［１０］，包括８个条目共２个维度，分别是创新过程（条目１～条目

４）、创新结果（条目５～条目８），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５级评分，“完全不同意”至“完全同意”计１～５

分，无反向计分条目，问卷总分为１～４０分，得分越高说明创新绩效水平越高。该量表总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０８８３，本研究测得量表总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 ０８１７。计算各量表的得分

指标，公式为［１１］：得分指标＝（维度的平均得分／该维度的可能最高得分）×１００％。

１２２　调查方法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２日至４月２０日，根据审稿人数据库中所记录 Ｅｍａｉｌ，逐

一以附件形式发送问卷。网络发布问卷２０５份，回收有效问卷１８８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９１７１％。

１２３　统计学处理　以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

计分析。创新效能感得分和创新绩效得分属正态分布资料，两者相关性分析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

关分析，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调查结果

２１　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一般资料
审稿人１８８人中，男性５人（占２７％），女性１８３人（占９７３％）；年龄１８～２９岁８人

（占４３％），３０～３９岁６７人（占３５６％），４０～４９岁８８人（占４６８％），≥５０岁２５人（占

１３３％）；学历，本科６１人（占３２４％），硕士１０７人（占５６９％），博士２０人（占１０６％）；

职称初级（护师／助理讲师）８人（占４３％），中级（主管护师／讲师）５２人（占２７７％），副高

（副主任护师／副教授）８３人（占４４１％），正高（主任护师／教授）４５人（占２３９％）；职位，

正／副护士长９６人（占５１１％），护理部正／副主任３４人（占１８０％），正／副院长２人（占

１１％），教研室正／副主任１１人（占５９％），护理科研人员４人（占２１％），护理部干事７

人（占３７％），无３４人（占１８１％）；工作年限 ＜５年１６人（占８５％），５～＜１０年１５人

（占８０％），１０～＜１５年３２人（占１７０％），１５～＜２０年２６人（占１３８％），≥２０年９９人

（占５２７％）；研究生导师，是４７人（占２５０％），否１４１人（占７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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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参与科研活动情况
曾经参与科研培训学习，否２人，是１８６人，课程班学习１０５人，学术讲座１６５人，其

他学习形式６人；参与科研项目，否５人，是１８３人，其中曾经主持科研项目１５６人，非主

持科研项目３２人；参与科研项目级别，国家级４５人，省（部）级１１７人，厅级６３人，局级

３８人，市级及相当级别５３人，校级／院级１２１人，其他级别３０人；主持课题数量，无课题

３２人，１～３项目９８人，４～６项３６人，６项以上２２人。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数量，

１～５篇４０人，６～１０篇４５人，１０篇以上１０３人；论文发表期刊，ＳＣＩ４８人，中文核心期刊

１３９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１２９人，其他级别期刊６９人。

２３　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创新效能感和创新绩效得分情况
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创新效能感总分为（３１５０±５１１）分，得分指标为７８７５％，处于

中等水平。科技期刊审稿人创新绩效总分为（３３６０±４４７）分，得分指标为８４００％，处于

中等偏上水平。创新绩效量表２个维度得分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创新过程维度、创新结果

维度。详见表１。

表１　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创新效能感和创新绩效得分情况（ｎ＝１８８）

项目 评分范围 得分范围 平均得分（珋ｘ±ｓ） 得分指标／％
创新效能感总分 １～４０ ８～４０ ３１．５０±５．１１ ７８．７５
创新过程 １～２０ ４～２０ １７．７４±２．１９ ８８．７０
创新结果 １～２０ ４～２０ １５．８５±２．６４ ７９．２５
创新绩效总分 １～４０ ８～４０ ３３．６０±４．４７ ８４．００

２４　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创新效能感和创新绩效的相关性分析
创新效能感总体与创新过程维度、创新结果维度及创新绩效总体呈密切正相关关系（ｒ＝

０６２０，Ｐ＜０００１；ｒ＝０７３８，Ｐ＜０００１；ｒ＝０７４１，Ｐ＜０００１），表明创新效能感水平越高

的科技期刊审稿人，其创新绩效水平越高。

３　讨论

３１　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创新效能感总体处中等水平
创新效能感是指个体在工作过程中相信自己有能力产生新颖而适当的想法和解决办

法［１２］。个体在工作中是否有创新想法，不仅包括能够以创新的方式方法完成工作任务和目

标，还包括能够创新性的克服工作任务中遇到的困难和瓶颈的信心［１３］。本研究对《护理学

报》杂志１８８位审稿人创新效能感调查结果显示，审稿人创新效能感总分为（３１５０±５１１）

分，得分指标为７８７５％，处于中等水平，说明大部分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能根据任务要求

产生新颖的、原创性的想法，有信心采取创新性的方法解决困难或完成任务。分析其原因可

能是，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主要从事护理教育、护理管理或临床护理工作，是护理专业教育

者、管理者及领导者，均是护理人员中佼佼者，经过工作磨砺其眼界、知识、技能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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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在护理工作中发现新思路，提出新想法。创新效能感高的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审阅论

文时对稿件创新性的评判能力较强，如论文提出问题是否具有新颖性，是否从新方法与新角

度报道热点问题，实证类论文是否提出新证据，是否科学合理反驳“常识性”观点等［１４］。创

新效能感高的个体对创造性信息有敏感的反应能力并能进行多方向、多角度的思考，产生与

众不同的想法、表达不同观点和设想的能力［１５］。创新效能感高的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若能

充分发挥创新性思维，善于了解和捕捉作者的原创性内容，或作者稿件具有原始价值，但不

一定具有最科学、最完整及最优异，审稿人对原有知识或技术的补充、延伸、争鸣及其验

证［１６］，对原稿中不足提出创造性或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使作者的稿件得以增值与完善，并

更加趋于学术性、时效性、科学性及创新性。

３２　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创新绩效总体处中等偏上水平
创新绩效是指个体出于提升自身、团队和组织绩效的目的，而有意识地创造、改进、推

动实践创新理念的活动效果［１７］。本研究对《护理学报》杂志１８８位审稿人创新绩效调查结果

显示，审稿人创新绩效总分为（３３６０±４４７）分，得分指标为８４００％，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说明大部分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开展护理科研工作，如参加科研培训学习、开展科研项目、

主持课题研究、撰写科研论文等，审稿人在科研工作中能以独特的视角切入课题，敏锐的觉

察课题信息，不断激发自身创新灵感，面对护理工作中罕见的、紧急的、突发的问题能灵活

地采取独创的手段或方法解决困难及战胜挑战，其创新绩效水平较高。首先，创新绩效高的

审稿人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把握本学科学术领域的前沿动态及熟知所研究领域的现状和发

展趋势［１４］，审阅稿件时能敏锐并准确评价论文是否具有创新性，论文是否体现本学科研究

领域的新技术与新成果，所报道研究内容是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更新的观点或得

出新的结论，亦或是否采用最新的角度阐明新的问题。其次，审稿人对论文创新性的评判过

程是一个以现代科学信息为基础的动态过程，需具备专业知识的深度、广度、研究能力及鉴

赏评判能力。创新绩效高的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具备丰富的教学、科研及学术内涵，研究和

掌握本专业的新领域、新理论、新技术，关注和熟悉最新科学知识和发展动态，在审稿时能

够独具慧眼，对稿件内容创新性作出正确的评判，能够对稿件内容明辨真伪、优劣，并发现

稿件中的新知识、新方法、新观点，为社会、为读者提供更多具有创新性的精品［１８］。

３３　创新效能感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创新效能感总体与创新绩效总体呈密切正相关关系（ｒ＝０７４１，Ｐ＜

０００１），与鄂婕、顾远东、隋杨、谭蓉等研究结果一致［１０，１９－２１］，表明创新效能感水平越高

的科技期刊审稿人，其创新绩效水平越高。创新效能感从思维过程、选择过程、动机过程及

情感过程四个方面影响创新绩效［２２］。创新效能感较低的个体思维模式是自我怀疑，倾向于

顾虑自己应对能力不足，面临挑战时，视挑战为威胁往往选择逃避，降低其征服困难的努力

程度，甚至放弃自己的努力，不利于创新工作的开展，以致其创新绩效较低；创新效能感较

高的个体思维模式是自我提高，将失败归为知识缺乏和技能不足，采取不断自我反思、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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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方式，面对困难时保持乐观情绪采取积极应对态度，并认为这些挑战为其提供学习新知

识、新技能的好机会，在逆境中保持创新的活力，投入更多努力来开展创新活动，充分发挥

其聪明才智，以致其创新绩效较高。因此，遴选创新效能感较高的护理科技期刊审稿人，在

审稿过程中其相信自己能产生创新想法，有帮助他人实现创新想法的冲动，自信能提出解决

问题的方法［２３］，即能精准把握论文的创新点，帮助作者开发个人潜力，充分挖掘创新性，

提供一份科学、缜密、权威的审稿意见，促使作者不懈地追求学术思想、研究思路、技术方

法、结论及观点的创新［２４］，以多层面、多角度帮助作者提升论文的学术质量，增强期刊的

核心竞争力，促进个人及期刊创新绩效的提升。

４　结语

创新是科学研究成果的灵魂，创新性是衡量科技论文质量水平的首要标准，也是决定论

文是否具有发表价值的基本前提。知识创新是当今时代的显著特征，积极、准确地选取和刊

发创新性的科技论文，是时代对科技期刊的必然要求。对科技期刊来说，审稿人的最重要工

作是审读稿件的创新性［５］。因此，建立创新效能感及创新绩效较高的审稿人队伍，使其在审

稿过程中能更好地对论文的创新性作出方向性判断和实质性指导，使科技期刊传播更多具有

创新性的精品，确保我国科技期刊业努力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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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学权威期刊核心作者测评与分析
———基于“四地”刊物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发文作者

郭亿华

（广州地理研究所 热带地理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０７０）

　　摘　要：为了解地理学权威期刊核心作者队伍情况。运用普赖斯定律和综合指数法遴选测
评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地理科学进展》核心作者并进行相关分

析。结果表明：１）“四地”期刊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的核心作者７６位。共发文５３９篇，人均发文７０９

篇；总被引量为１７６７８次，篇均被引量为３２０８次。２）“四地”期刊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的核心作者

主要为来自研究所和高校的男性，女性数量极少，职称以副高及以上为主。主要分布在一线城

市北京、广州，具有地域性；年龄段分布较为均匀，中青年作者是主力军。３）核心作者发文涉

及１４个学科，数量最多的学科是经济（Ｆ），其次为天文学、地球科学（Ｐ）、建筑科学（ＴＵ）。

４）高频关键词也是近几年的社会热点议题，体现核心作者研究成果与国家、社会需求的紧密

结合。

关键词：地理学期刊；综合指数；普赖斯公式；核心作者

　　在内容为王的时代，期刊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由稿件的质量所决定，而稿件质量取决

于作者学术水平的高低。拥有一支优质的核心作者队伍是期刊质量稳固和持续发展的坚实基

础。目前学界对核心作者的测评主要是运用领域贡献值［１－２］、综合指数［３］、ｈ系列指数［４］、

普赖斯定律［５］、普赖斯定律和二八定律相结合［６］等方法，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是综合指数

法。已有研究发现，综合指数区分度较高，可有效测评期刊的核心作者［７］。

地理学是一门古老的研究课题，曾被称为科学之母，与其他学科存在较多交叉，具有综

合性、区域性、实用性，对国民经济生产等有重要作用。研究该学科领域权威期刊的核心作

者，有利于掌握学科的高层次人才或者学术带头人的具体科研情况，对于掌握学科动态、研

究热点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具有现实意义。《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地理科学进

展》（以下简称为“四地”）是中国最主要的综合性地理学学术期刊，其载文反映了中国地理研

究的主要进展与趋势［８］，其总核心作者群基本上能反映整个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作者群。而通

过文献检索发现，目前关于地理学期刊核心作者相关研究较少见。仅有孔令平等［９］以《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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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的载文为数据源，从作者的年龄、性别、职称、

学历、地域分布、所属系统等方面对３刊的作者群进行对比分析，找出３刊各自的核心作者

群及３刊共有的核心作者群，但是该研究也是只以发文数量作为核心作者遴选依据，指标单

一。董留群等［１０］根据发文量运用普赖斯公式计算并确定了《地理学报》１９３４—２０１３年的核心

作者，但是该研究以单一刊物为对象，研究范围不全面，且同样存在指标单一问题。鉴于

此，本文运用普赖斯定理和综合指数法遴选测评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四地”期刊核心作者，并对

其特征进行分析，以期为地理学期刊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参考。

１　数据来源

以中国知网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主要数据源，在中国知网以刊名《地理学报》《地理

研究》《地理科学》《地理科学进展》进行精确检索，统计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发表的文献及其第一

作者或者独立作者、被引量。需要说明的是，卷首语、总目录、补白、勘误、征文、会议纪

要、出版信息、动态信息、简讯、书评等非学术论文不列入统计范围。网上调查统计时间截

止至２０１７－０６－０４。统计结果显示，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四地”期刊共发文５８３２篇，剔除非学

术论文６３１篇，最后得到研究型论文５２０１篇，第一作者３１８４人，平均１６３篇／人。

２　核心作者的测评

发文量（重要性评价）和被引量（影响力评价）是综合指数测评的２个重要指标。首先，

根据普赖斯定理计算出“四地”期刊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和累计最低被引量，筛选出同时

满足两个条件的作者，确定为核心作者候选人，再确定发文量和被引量指标权重，计算核心

作者候选人的综合指数，然后根据综合指数排序确定“四地”期刊的核心作者。

２１　发文量
根据普赖斯定理［１１］，计算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

Ｎｐ＝０７４９ ｎ槡ｐｍａｘ （１）

式中：Ｎｐ为确定核心作者的最低论文篇数；ｎｐｍａｘ为发文最多作者的发文篇数。

统计结果显示，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期间，“四地”期刊发文最多作者的篇数为１７篇，代入公

式（１）计算出Ｎｐ＝３０９，按照取整原则，即发表论文数量≥４篇的作者入选为核心作者候

选人。

２２　被引量
根据普赖斯定理［１１］，计算核心作者的累计最低被引量：

Ｎｃ＝０７４９ ｎ槡ｃｍａｘ （２）

式中：Ｎｃ为确定核心作者累计最低被引量；ｎｃｍａｘ为累计最高被引量。

统计结果显示，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四地”期刊累计发文被引量最高为８８３次，代入公式（２）

计算出 Ｎｃ＝２２２６次，按照取整原则，即发文累计最低被引量≥２３次的作者入选为核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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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候选人。

同时符合最低发文量≥４篇和发文累计最低被引量≥２３次的作者有２２３位，这些作者即

为核心作者候选人。

２３　综合指数计算
１）计算候选人发文指标和被引指标，并参考已有研究成果［１２］，将发文量和被引量的权

重值分别确定为０５和０５。

ａｉ＝
ｘｉ
珋ｘ
， （３）

ｂｉ＝
ｙｉ
珋ｙ
， （４）

式中：ａｉ为候选人发文指标；ｘｉ为候选人发文量；珋ｘ为候选人平均发文量；ｂｉ为候选人被引

指标；ｙｉ为候选人被引量；珋ｙ为候选人平均被引量。

２）计算候选人的综合指数Ｚｉ：

Ｚｉ＝ａｉ×０５＋ｂｉ×０５。 （５）

２２３位候选人总发文量为１２３４篇，候选人平均发文量 珋ｘ为５５３篇，候选人总被引量为

２８１２０，候选人平均被引量 珋ｙ为１２６０８。根据公式（３～５）分别计算２２３个核心作者候选人的

综合指数，并借鉴徐云峰等［１２］的方法：核心作者综合指数≥１，最终确定“四地”期刊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的核心作者７６位，部分结果见表１所示。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核心作者发文量和被引量情况
由统计结果可知，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四地”期刊核心作者总共发文５３９篇，人均发文７０９

篇，总被引量为１７６７８次，篇均被引量为３２８０次，累计发文数量最多的是中山大学地理

科学与规划学院的刘云刚，１７篇；累计被引频次最高的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的刘彦随，８８３次。为了探讨发文量和被引量之间的关系，利用 Ｅｘｃｅｌ电子表格提供的

ＣＯＲＲＥＬ函数做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ｒ＝０３９３，相关性较低，说明了发文量和被引量之

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也进一步验证将发文指标和被引指标权重确定为０．５是合理的。

３２　核心作者群体的基本特征分析
由统计结果可知：“四地”期刊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核心作者群体具有以下基本特征：１）性别

方面，男性有６８位，女性仅有８位，男性数量占绝对优势，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说明地理

学研究的主要群体为男性，这与地理学整个研究队伍男性多于女性有关。２）地区分布方面，

核心作者遍布全国２０个省市，但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西北和

西南地区地区几户空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其中，北京地区人数最多，３５位，占

４６５％，其次是广州，９位，大连第三，７位，南京第四，６位，其他城市的数量较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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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四地”期刊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核心作者概况（前３０位）１）

作者 Ｃ／次 Ｐ／篇 Ｚｉ 单位 地区 职称 性别 出生年

方创琳 １５ ８０７ ４．５６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研究员 男 １９６６

刘彦随 １０ ８８３ ４．４１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研究员 男 １９６４

汪德根 １２ ５５２ ３．２７ 苏州大学建筑学院 苏州 教授 男 １９７３

陆大道 １３ ４９３ ３．１３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院士 男 １９４０

赵荣钦 ７ ５１９ ２．６９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郑州 副教授 男 １９７８

樊杰 １２ ３７４ ２．５７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研究员 男 １９６１

龙花楼 ７ ４８７ ２．５６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研究员 男 １９７１

刘云刚 １７ ２１４ ２．３９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州 教授 男 １９７３

柴彦威 ９ ３８４ ２．３４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教授 男 １９６４

刘卫东 ６ ４３３ ２．２６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研究员 男 １９６７

陈明星 ８ ３８４ ２．２５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副研究员 男 １９８２

郑景云 ９ ３４８ ２．１９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研究员 男 １９６６

王洋 ７ ３８９ ２．１８ 广州地理研究所 广州 副研究员 男 １９８４

孟德友 ７ ３２２ １．９１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郑州 讲师 男 １９８２

苏飞 ７ ３１７ １．８９ 浙江工商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杭州 副教授 男 １９８２

杨忍 １１ ２０４ １．８０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州 副教授 男 １９８４

甄峰 ６ ３００ １．７３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南京 教授 男 １９７３

龙瀛 ６ ２９５ １．７１ 南京大学自然资源研究中心 南京 高级工程师 男 １９８０

孙平军 ８ ２４６ １．７０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哈尔滨 讲师 男 １９８１

吴健生 ９ ２１４ １．６６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教授 男 １９６５

孙才志 １１ １５６ １．６１ 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中心

大连 教授 男 １９７０

顾朝林 ５ ２８８ １．５９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北京 教授 男 １９５８
周春山 １０ １７４ １．５９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州 教授 男 １９６４
宋正娜 ５ ２６９ １．５２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地理与遥感学院 南京 讲师 女 １９８０
蒋海兵 ５ ２６７ １．５１ 盐城师范学院城市与资源环境学院 盐城 副教授 男 １９７８
陈玉福 ４ ２８４ １．４９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副研究员 男 １９６８
赵雪雁 ７ ２０３ １．４４ 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兰州 教授 女 １９７１
孙威 ７ ２０３ １．４４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副研究员 男 １９７５
贺灿飞 ８ １８０ １．４４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教授 男 １９７２
高晓路 ９ １５７ １．４４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研究员 女 １９６９

　１）Ｐ为累计发文数量；Ｃ为累计被引频次。

也反映了科研水平与一个地区经济实力密不可分。３）年龄方面，最小的是２９岁，其余均≥
３０岁。其中，≥６０岁的有５位，［５０，６０）有１９位，［４０，５０）岁的有２１位，［３０，４０）的有

３０位。主要以３０～５０岁为主，表明中青年作者是核心作者群体的主力军，他们思维活跃，

接受新事物能力强，是科研创新的骨干力量。４）机构方面，７６位作者分布在３１个单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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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研究所（５个）和高校（２６个）。２９位作者来自研究所，其中有２５位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该所聚集了大批国内地理学相关领域的高水平科研工作者，在国内地学

界中具有重要地位，同时也是《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进展》的主办单位之一，反

映了主办单位科研工作者是“四地”期刊的核心作者主要组成群体，有力地保证了队伍的稳

定性。４７位作者来自高校，主要以北京大学、中山大学、辽宁师范大学等高水平综合性大

学为主。这反映了“四地”期刊拥有一批学术造诣较高，学术研究较活跃的核心作者群体，

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稿件的质量和影响力。５）职称方面，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有７１位，其

余为中级职称。其中，教授或者研究员有３８位，副教授或者副研究员有２５位，高级工程师

１位，院士２位。由此可见，“四地”期刊核心作者队伍职称范围很广，涉及不同领域不同系

统的科研人员。这些人科研水平成熟，且大多是在学界具有高影响力、高学术水平的专家，

如陆大道、刘昌明院士以及刘彦随、龙花楼、贺灿飞等专家，反映了“四地”期刊在地理学

研究领域具有高水平人才优势。

３３　核心作者发文的学科分布
由表２可见，５３９篇核心论文学科分布较为广泛，涉及１４个学科。其中，数量最多的

学科是经济（Ｆ），有２９０篇，其次为天文学、地球科学（Ｐ），６８篇，第三为建筑科学（ＴＵ），

４０篇，第四为历史、地理（Ｋ），环境科学、安全科学（Ｘ），均为３２篇；其余学科的数量较

少。而总被引量的数量分布与学科基本类似，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发文数量较多的学科同时

也是热点学科。

由此可见，“四地”期刊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核心作者最为关注的领域为经济地理学，其原因

可能为：１）进入２１世纪，中国经济各项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急需开展大量相关研究工

作，为相关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而中国经济地理学者一直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为主旨，

根据国家各个时期的要求积极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１３］，因而发表的成果也较为丰富。２）

国内科研评价体系的导引作用，更多的自然地理论文投到国外ＳＣＩ期刊，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了国内自然地理论文发表数量，这在整个地理学期刊中是一个普遍性问题。

表２　“四地”期刊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核心作者发文学科分布１）

学科 数量／篇 总被引量／次 学科 数量／篇 总被引量／次
经济（Ｆ） ２９０ １０３５０ 交通运输（Ｕ） １２ ４９３
天文学、地球科学（Ｐ） ６８ １６２０ 农业科学（Ｓ） ９ １７１
建筑科学（ＴＵ） ４０ １４７６ 水利工程（ＴＶ） ６ ７３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Ｘ） ３２ １５１１ 生物科学（Ｑ） ４ １５９
历史、地理（Ｋ） ３２ ５８２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Ｇ） ３ １７６
社会科学总论（Ｃ） ２３ ５９４ 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ＴＰ） ２ ３
政治、法律（Ｄ） １６ ４１８ 医药、卫生（Ｒ） ２ ５２

　１）对于跨学科论文，按照主要研究内容进行大致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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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核心作者发文的高频关键词分析
运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对５３９篇核心作者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首先对所下载的文献进行

格式转化，然后设置相关参数，时间段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时间跨度１年，节点类型选择

“Ｋｅｙｗｏｒｄ”，词源选择“ＡｕｔｈｏｒＫｅｙｗｏｒｄｓ”，经过反复调试，数据抽取为２５，选择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ＳｐａｎｎｉｎｇＴｒｅｅ算法进行网络修剪，其他选项保持不变。运行后，得到基于关键词所呈现的热

点图谱。通过观察，将词频≥５的关键词定义为高频关键词，共获２８个高频关键词（表３）。

由表３可见，高频关键词主要涉及：①土地利用；②城市群、新型城镇化；③空间规划；④

气候变化、人居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⑤乡村发展、农户；⑥产业发展；⑦能源消费、碳

排放；⑧交通等论题，而这些也是近几年的社会热点议题，体现核心作者所从事的研究与国

家、社会需求的紧密结合，为国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相关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表３　“四地”期刊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核心作者发文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中国 １１０ 城镇化 ９ 人文－经济地理 ７ 碳排放 ６
空间格局 ２２ 空间结构 ９ 乡村发展 ６ 空间自相关 ６
土地利用 １３ 气候变化 ８ 交通优势度 ６ 主体功能区 ５
城市群 １３ 长江经济带 ８ 人居环境 ６ 南京 ５
北京 ２０ 乡村地理学 ７ 农户 ６ 能源消费 ５
可达性 １１ 产业结构 ７ 可持续发展 ６ 驱动力 ５
广州 １１ 城市化 ７ 新型城镇化 ６ 高速铁路 ５

４　结论与讨论

运用普赖斯定律和综合指数法遴选测评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四地”期刊核心作者，并对其进

行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为：１）“四地”期刊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的核心作者７６位。共发文５３９

篇，人均发文７０９篇；总被引量为１７６７８次，篇均被引量为３２０８次。反映了核心作者发

文数量较为可观，文章的学术贡献大，具有较高引用价值。２）“四地”期刊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的

核心作者和主要为来自研究所和高校的男性，女性数量极少，职称以副高及以上为主。主要

分布在一线城市北京、广州，具有地域性；年龄段分布较为均匀，中青年作者是主力军。说

明“四地”期刊核心作者层次高，在地理学领域具有显著的人才优势。３）核心作者发文涉及

１４个学科，数量最多的学科是经济（Ｆ），其次为天文学、地球科学（Ｐ），建筑科学（ＴＵ）。

４）高频关键词也是近几年的社会热点议题，体现核心作者研究成果与国家、社会需求的紧

密结合。

通过分析“四地”期刊核心作者，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１）办刊人应该尽力争取主办

单位优秀科研工作者的支持，多向其约稿。期刊主办单位多为研究所或者高校，科研实力较

强，成果较为优质。若能得到主办单位优秀专家的支持，既能保证稿件的质量，也能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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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建立稳定的作者队伍。另外，这对于约稿工作也有优势，首先编辑对于本单位的科研

情况、动态等较为熟悉，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约稿；其次，编辑和科研工作者为同事关系，

在稿件的相关问题的沟通上更为便捷，能够提高效率。２）办刊人要注重多与一些优秀中青

年作者保持互动，努力将其培养为核心作者。中青年作者精力充沛，科研潜力无限，积极性

和效率也高，科研产出也较多，是核心作者队伍的优质人选。３）核心作者大多也是某一时

期社会热点领域主要研究者，其科研产出量多且质优。编辑必须时刻保持学术敏锐性，多关

注社会发展热点，从中挖掘相关领域的核心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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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部分学术期刊发布投稿方式途径单一，作者知晓率低、难于查找、易与假冒投稿
方式混淆。通过调研编辑出版类期刊发布投稿方式的途径，总结学术期刊发布投稿方式普遍存

在的问题，为防范假冒投稿方式，提出期刊的应对措施，更好地保护作者和期刊权益提供

参考。

关键词：学术期刊；投稿方式；发布途径

　　随着期刊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期刊投稿方式从传统的邮寄纸质稿件转为发送电子邮

件、通过网络投稿系统投稿。作者在享受网络便利的同时，也受到假冒投稿方式的影响。部

分学术期刊发布投稿方式的途径单一，知晓率低、难于查找、易与假冒投稿方式混淆。对于

期刊来说，期刊的优质稿源流失，声誉受到损害，原本良好的期刊互联网生态和学术环境受

到破坏［１］。对于作者来说，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搜索，并且要有一定的判断力才能获得正确的

投稿方式，如果缺乏甄别能力，则容易被假冒投稿方式欺骗，遭受经济和时间的损失。

在互联网时代，期刊如何灵活运用互联网思维方式提高期刊显示度和影响力，对期刊至

关重要。基于互联网的用户思维，作者也是期刊不可或缺的用户，期刊通过良好的服务留住

优秀的作者，为作者提供方便，才能得到认同［２］。作为不法分子侵害的主体，为了维护期刊

的声誉，提高期刊来稿量，为作者提供方便，期刊编辑部应重视多种途径发布期刊的投稿方

式，提高可见度，不给不法分子可趁之机。现有研究多是关于防范和识别期刊的假冒网

站［３－５］以及从作者角度出发，研究获取期刊投稿方式的策略［６］。而从期刊角度出发，调查期

刊发布投稿方式的途径、给出期刊应重视投稿方式发布的建议的研究很少。本研究以编辑出

版类核心期刊为例，调查期刊发布投稿方式的途径，提出期刊提升获取其投稿方式便捷性的

措施，为防范假冒投稿方式，更好地保护期刊和作者权益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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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学术期刊发布投稿方式的途径

编辑出版类期刊作为期刊出版规范的践行者，理应对期刊的投稿方式更加重视，成为其

他学术期刊的垂范［１］。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２０１４版）》Ｇ２３出版事业类核心期刊的１２

种期刊为研究对象，统计它们通过纸刊、网站、数据库、微信公众平台发布投稿方式的情

况，数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８年９月１日（表１）。

表１　出版事业类核心期刊投稿方式的发布途径

期刊 投稿方式
发布途径

纸刊 网站 ｃｎｋｉ 万方 维普 微信公众平台

编辑学报 投稿系统 封底 发布 未发布 发布 未发布 —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投稿系统 封二 发布 未发布 发布 发布 未发布

出版发行研究 邮箱 目录页 发布 未发布 发布 发布 —

编辑之友 邮箱 目录页 未发布 未发布 发布 发布 未发布

出版科学 投稿系统 目录页 发布 发布 发布 发布 未发布

中国出版 邮箱 目录页 未发布 未发布 发布 发布 投稿

科技与出版 邮箱 目录页 发布 发布 发布 发布 投稿指南

读书 邮箱 封三 发布 发布 — — 我要投稿

中国编辑 邮箱 目录页 — 未发布 — — 投稿须知

编辑学刊 邮箱 目录页 — 未发布 发布 发布 未发布

现代出版 邮箱 目录页 — 未发布 发布 发布 未发布

出版广角 邮箱 扉页 — 未发布 发布 发布 投稿须知

１１　纸质期刊
所调查的期刊均在纸质期刊上印有投稿方式，多数期刊标注在目次页和四封内，作者通

过查阅纸质期刊可以快速准确找到期刊的投稿方式，但由于纸刊订阅量少，一个作者不会同

时订阅多种纸刊，此方法可行性低。作者还可以通过中国知网搜索刊名，查看期刊详情，通

过“原版目录页浏览”选项查看期刊四封、版权页、目录页等，获得期刊投稿方式，此方法

可行性高但知晓率低。

１２　官方网站
《编辑学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出版科学》《科技与出版》４种期刊采用投稿系统投稿，

其余期刊使用电子邮件投稿。使用投稿系统投稿的期刊都在官网标注了投稿方式。使用邮箱

投稿的期刊《出版发行研究》《读书》在官方网站标注了期刊投稿方式，但其官网在搜索引擎

搜索排名滞后且不易与假冒网站区分；《编辑之友》《中国出版》未在期刊网站标注投稿方式；

《中国编辑》《编辑学刊》《现代出版》《出版广角》未建立期刊网站。

１３　数据库
通过中国知网期刊库检索和期刊导航进入期刊详细页面，点击“投稿”按钮查看期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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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方式。《出版发行研究》《编辑之友》《出版科学》《中国出版》《科技与出版》《读书》链接

到了期刊官网，其余链接到错误网站。由于《编辑之友》《中国出版》没有在官网发布投稿方

式，因此仅４种期刊可通过中国知网查到正确的投稿方式。

通过万方智搜搜索相应期刊，进入期刊详细页面，查看“简介”，获得投稿方式。除了

《读书》《中国编辑》未被万方数据库收录，其余期刊均能查到正确的投稿方式。

维普数据库中进入期刊页面，点击“联系方式”查找期刊的投稿方式。《读书》《中国编

辑》未被收录。被收录的期刊中《编辑学报》的投稿方式未作更新，其余期刊均有正确的投稿

方式。

１４　微信公众平台
在所调查的期刊中大部分期刊建立了微信公众平台，仅《编辑学报》《出版发行研究》未

搜索到。关注期刊的微信公众号，《中国出版》《科技与出版》《读书》《中国编辑》《出版广角》

可通过相应的投稿栏目获得正确的投稿方式。其余期刊未在公众平台发布投稿方式。

２　提升获取期刊投稿方式便捷性的措施

２１　有效利用期刊网站，提升搜索引擎显示度
官方网站已成为科技期刊进行数字和ＯＡ出版、科学传播的重要阵地以及联系读者、作

者、专家、编辑等各类用户的重要门户［７］。已建立网站的期刊应有效利用期刊网站，在显著

位置标注投稿方式，方便作者在官网查找。

网络环境下读者获取投稿方式的主要途径之一是使用搜索引擎搜索期刊官网［８］。钓鱼网

站侵害的期刊多为未建立网站、没有自主投稿平台或官网在搜索引擎中排名严重滞后的期

刊。有些钓鱼网站设计专业、制作精良，足以以假乱真，让人难以区分。这些假冒网站通常

还通过购买搜索引擎的排名、竞价推广等手段提高假冒网站的排序，吸引、欺骗不明真相的

作者访问投稿，骗取作者的审稿费和版面费。对于未建立网站的期刊，应特别重视通过数据

库、微信公众平台等多途径发布投稿方式，便于作者查询。对于已建立网站的期刊应积极与

主流搜索引擎建立良好沟通，提升官网在搜索引擎中排名，最好能实现“官网”认证显示［６］。

百度公司对知名、权威网站主体免费认证“官网”标识，对非知名、非权威网站经营主体收

取认证管理费３０００元／年。鉴于网络虚假信息监管难度较大的现状，申请官网认证后，在一

定程度上能防止期刊假冒网站对作者的侵害，帮助作者快速识别找到期刊的官方网站。

２２　关注和更新数据库中期刊信息
作为高校和科研院所使用最广泛的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维普数据库在部分期刊页

面发布了投稿方式，有些期刊虽然有投稿方式但是信息错误或没有及时更新。数据库在读者

心目中权威性较高，作者一般不会想到数据库中提供的投稿方式不准确，不会加以辨别，容

易受骗。期刊编辑部应主动与数据库联系，补充投稿方式或建立官网链接，并注意及时纠正

和更新投稿信息、编辑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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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多种途径发布期刊投稿方式
（１）微信公众平台。期刊开通微信公众号并认证，在公众号栏目中添加投稿方式，作者

可点击栏目随时查看；或定期推送消息，推送期刊投稿方式，网址、邮箱、电话等信息。作

者从认证标识中确定该微信账号是官方账号，从公众号获取的投稿方式可信度高。已开通微

信公众号的期刊，应有效利用这个平台。

（２）定期发布投稿指南。期刊要至少每年刊登单独篇幅的“投稿指南”“投稿须知”，并单

独成篇在目录中编排，这样是为了像单篇文章一样被数据库摘取，方便作者通过数据库检索

时获取投稿方式。

（３）单篇文章中添加投稿方式。当今作者获取和阅读文献的习惯已发生转变，大多是阅

读单篇的电子文献，很少有阅读整本纸质期刊的［９］，期刊电子版呈现的多是单篇论文，单篇

文章电子版与期刊信息页面分离，读者无从获取期刊信息页面内容，因此期刊需要更好的利

用单篇论文的版面，期刊可在内文版式设计中利用页眉、页脚或文末添加期刊的投稿方式和

官方网站，使读者更容易从期刊数据库的单篇文章电子版中获得可靠的投稿方式［８］。如《中

国科技期刊研究》在页脚标注了期刊网站。

３　结语

无论是纸质出版还是数字出版，内容质量永远是第一位，作者、稿件是最重要的资源。

传统的科技期刊编辑工作强调专业素质，而不太重视服务意识和对作者的人文关怀［１０－１１］。

笔者曾经向一个编辑部电话询问期刊投稿方式，得到的回复是“自己去纸质期刊查”。期刊

对作者的服务自作者投稿起直至论文出版，编辑服务是持续存在的。作者投稿作为期刊服务

的第一步，期刊不仅有义务及时发布期刊信息、动态，还要以作者的需求为前提，为作者提

供方便。因此，学术期刊应超越权力，增强服务意识，以适应数字出版的发展形势。

当前，在线获取期刊信息已成为人们了解期刊的主要途径，网络信息的庞杂，论文发表

的强大需求等因素催生了各种投稿方式的陷阱，损害了作者和期刊的利益［１２］。期刊编辑部

应顺应数字出版的发展，重视网络环境下投稿方式的研究，掌握网络信息传播技术，多途径

发布投稿方式，提升可见度。对于未建立期刊网站和网站不易用搜索引擎搜索到的期刊，更

应注意通过多种途径发布投稿方式。期刊编辑部应主动关注现有的已发布在数据库、网络百

科的投稿方式，及时纠正和更新，避免作者受网络上错误信息误导。期刊要充分利用官网、

官方微信平台这些期刊权威资源，在显著位置发布期刊投稿方式，便于作者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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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论文中卡方检验的评价与分析

刘焕英，唐　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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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医学论文中卡方检验的使用情况及存在问题。以２０１４年版的《中文核心期刊
要目总览》肿瘤类期刊中３种单月刊杂志 Ａ、杂志 Ｂ、杂志 Ｃ２０１６所发表的文章为研究对象，

对文章中统计学方法描述及卡方检验使用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和评价。杂志 Ａ、杂志 Ｂ、杂志

Ｃ３种杂志纳入研究的文章数量分别为１８６、１５８、２０８篇，共５５２篇文章。５５２篇文章使用的统

计方法为：描述性统计 ２１篇（４４９％），ｔ检验 １７３篇（３６９７％），卡方检验为 １４３篇

（３０５６％），方差分析１７２篇（３６７５％），相关分析３６篇（７６９％），回归分析４４篇（９４０％），

秩和检验 ３８篇（８１２％），生存分析 ７４篇（１５８１％）。其中，统计表述有误的有 ５２篇，占

９４％，杂志Ｂ统计表述有误的篇数较少，３种杂志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７３１５，

Ｐ＝００２６）。１４３篇文章使用了卡方检验，共有３４篇（占２３８％）卡方检验方法使用错误，３种

杂志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８８６６，Ｐ＝００１２）。卡方检验结果表述不完整的有５４篇，

占３７８％，杂志Ａ、杂志Ｂ、杂志Ｃ分别为１７、１８及１９篇，３种杂志相比较，差异没有统计

学意义（２＝０３７２，Ｐ＝０８３）。卡方检验为医学论文写作中常用的统计方法，使用过程中存在

较多的问题，建议科研人员及编辑掌握其中的使用原则。

关键词：卡方检验；统计方法描述；医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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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ｅｎｔ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Ｂ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ｗａｓ１７，１８ａｎｄ１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２＝０３７２，Ｐ＝０８３）．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ｔｅｓｔｉｓａ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ｗｒｉｔ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ａｐｅｒｓ．Ｗｅｆｏｕｎｄｉｔｈａｓ

ａｌｏｔｏｆ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ｗｈｅｎｉｔｉｓｕｓｅｄｉ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ａｐｅｒｓ．Ｉｔｉ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ｔｈａ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ａｎｄ

ｅｄｉｔｏｒｓｓｈｏｕｌｄｍａｓｔｅｒ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ａｐｅｒ

　　医学统计学是医学科研工作中重要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工具，几乎所有的期刊对医学论

文统计学的使用及描述都有详细的要求，以确保论文的科学性与严谨性。然而，如何在文章

中将统计学的内容客观、准确地表达出来，仍存在许多问题［１－５］。本研究结合已经发表的文

章对卡方检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归纳其使用方法，以便同人参考。

卡方检验是医学科研中比较常用的统计方法，用于定性资料间的比较，如性别（男、

女）、血型（Ａ、Ｂ、Ｏ、ＡＢ），等无序分类变量。在选用卡方检验时，一定要考虑其总例数和

理论频数，总例数要大于４０，各格子的理论频数要大于１，并且理论频数小于５的格子数要

小于格子总数的１／５。对于二分类的变量，若理论频数过小，而增加的样本量有困难，卡方

检验不再适用，可以借助精确概率法比较两组频数。在文章实际使用中，当总例数大于４０

且理论频数都大于５时，因为卡方统计量近似性较好，可以不进行校正；但是当有格子的理

论频数小于５时，需进行校正；当例数小于４０或存在有格子的理论频数小于１时，近似性

较差，因此要用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代替卡方检验［６］。然而，在许多涉及到卡方检验的医学论文

中，作者并不理解其中的使用原则，不满足卡方检验的条件时，没有校正或者用Ｆｉｓｈｅｒ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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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法。本研究把２０１６年杂志Ａ、杂志Ｂ、杂志Ｃ３种肿瘤类杂志所发表的论文作为研究对

象，对其所用的统计方法，进行了调查和对比，分析卡方检验使用情况及误用的原因，为提

高论文的统计学分析水平提供有用的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纳入分析期刊
选取２０１４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肿瘤类期刊中的３种单月刊杂志分别为杂志

Ａ、杂志Ｂ、杂志Ｃ２０１６所发表的文章为研究对象，其中所涉及的评论、综述、病例报告等

文章未纳入本研究。把３种杂志所用的统计方法进行分析评价。

１２　研究方法
调查研究对象的以下内容：研究设计类型、统计学方法的描述和卡方检验的使用。根据

杂志Ａ、杂志Ｂ、杂志Ｃ所发表的文章特点，本研究把文章简单分为以下研究设计类型：临

床研究（以患者为研究对象），实验研究（以动物或细胞为研究对象），人群流行病学研究（以

人群为研究对象）及ＭＥＴＡ分析。统计分析方法包括以下几种：Ｔ检验、卡方检验、方差分

析、秩和检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包括线性回归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生存分析。如果仅对

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如均数、标准差、中位数、四分位数或百分比等），未使用以上的任何

统计检验方法则归为仅涉及描述性统计的文章。本次评价主要从方法学部分对统计方法的描

述和卡方检验使用情况两个方面对文章进行评价。统计学方法描述存在以下的问题：描述的

统计方法实际未使用、使用的统计方法未描述、对用到的统计方法描述错误或不全面均记为

统计表述有误［７］。其中，描述错误是指对统计学方法介绍错误，如方差分析中描述用 Ｔ检

验进行多组均值的两两比较；描述不全面指的是统计方法描述不精确，如文章使用的是配对

Ｔ检验和两独立样本Ｔ检验，描述上只是简单的介绍Ｔ检验，或文章中使用的是Ｆｉｓｈｅｒ确切

概率法或校正检验，方法学的描述上只简单的描述为卡方检验。

卡方检验使用错误评价，把没有对理论频数过少及应使用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或校正检验

而没有用的方法评价为卡方检验方法使用错误。把卡方检验里有标出具体的卡方值及 Ｐ值

的评价为卡方检验结果表述完整，只标出 Ｐ值而没有卡方值或没有标出具体的 Ｐ值的视为

结果表述不完整。

１３　统计分析方法
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对数据进行双人录入及核对，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用例数和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用卡方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２０１６年杂志Ａ、杂志Ｂ、杂志Ｃ３种杂志共收录文章６５５篇，剔除如综述及ＭＥＴ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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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的文章１０３篇，共纳入研究的为５５２篇，其中杂志 Ａ１８６篇、杂志 Ｂ１５８篇、杂志 Ｃ
２０８篇。纳入研究的类型分布（见表１）。５５２篇文章中使用频率较高的统计检验方法依次为

Ｔ检验，方差分析，卡方检验，其中２１篇文章只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而未使用任何的统计

方法。在所有的统计方法使用中，３种杂志的方差分析的使用频率有差异的（２＝２０６２１，

Ｐ＝０００１），其余均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

表１　３种杂志研究类型分布 篇（％）

研究类型 杂志Ａ 杂志Ｂ 杂志Ｃ 合计

临床研究 １１３（２０．５） １００（１８．１） １１６（２１．０） ３２９
基础研究 ７３（１３．２） ５８（１０．５） ９２（１６．７） ２２３
合计 １８６（３３．７） １５８（２８．６） ２０８（３７．７） ５５２

表２　统计学方法使用情况

统计学方法 杂志Ａ 杂志Ｂ 杂志Ｃ 卡方值 Ｐ值
Ｔ检验 ５５ ５３ ６５ １．９８９ ０．３７０
方差分析 ７７ ３２ ６３ ２０．６２１ ０．００１
卡方检验 ４４ ４８ ５１ ２．７３６ ０．２５５
生存分析 ３０ ２０ ２４ ４．５８ ０．１０１
回归分析 １３ １６ １５ ０．４０８ ０．８１５
秩和检验 １０ １２ １６ ０．３４９ ０．８４
相关分析 １５ ５ １６ ４．２８８ ０．１１７
描述性统计 ３ ６ １２ ３．３１７ ０．１９０

２２　统计学方法描述的评价
在５５２篇文章中，统计表述有误的有５２篇，占９４％。杂志Ａ、杂志Ｂ、杂志Ｃ统计学

方法部分表述有误的分别是２４篇（４３％）、１３篇（２４％）及１５篇（２７％），杂志 Ｂ统计表

述有误的篇数较少，３种杂志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７３１５，Ｐ＝００２６）。见表３：

２３　卡方检验方法使用错误
对１４３篇使用卡方检验的文章进行评价，共有３４篇文章（占２３８％）卡方检验方法使用

错误，３种杂志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８８６６，Ｐ＝００１２），见表３。卡方检验结果

表述不完整的有５４篇，占３７８％，杂志Ａ、杂志Ｂ、杂志Ｃ分别为１７、１８及１９篇，三种

杂志相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２＝０３７２，Ｐ＝０８３）。

表３　统计学方法描述及卡方检验方法使用有误情况

杂志 统计表述有误 卡方检验有误

杂志Ａ ２４ １７
杂志Ｂ １３ ６
杂志Ｃ １５ １１
２ ７．３１５ ８．８６６
Ｐ值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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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研究对杂志Ａ、杂志Ｂ、杂志Ｃ的论著类文章所用的统计学方法进行评价，主要包括

统计方法学部分的描述和卡方检验使用的正确性。统计方法使用的正确与否，不仅与文章质

量的好坏息息相关，也对期刊的学术质量产生影响。

３１　统计学方法及结果的描述问题
本研究发现统计学方法部分的描述存在较多的问题：方法学中描述到的统计分析方法，

在实际运用中并没有使用，或实际使用到的统计分析方法描述得不充分或遗漏，描述与实际

使用的统计方法不一致。如文章中使用了 ｔ检验，则要指出 ｔ检验使用的种类，独立样本 ｔ

检验还是配对设计的ｔ检验，如果两种方法均使用，则要交代清楚具体使用的情况。在本次

研究结果中发现有５２篇（９４％）文章统计学方法描述错误或者不全面。统计学作为医学研

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若文章对所使用的统计方法介绍不详，或未考虑实际的应用而简单地把

所有的统计方法一一罗列，则可能使读者对文章的可靠性产生怀疑。

下面对文章中的统计学方法的描述作以下总结：统计学的描述应包括以下的内容：统计

分析软件及版本、观察指标、数据表达方法（定性资料以相对数或构成比表示；对符合正态

分布的定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不符合正态分布资料以百分位数或中位数表示）、

统计分析方法（单样本的ｔ检验，配对设计ｔ检验，完全随机设计的ｔ检验，方差分析、多个

均数间的两两比较、卡方检验的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或校正检验、秩和检验等）、研究设计的

类型（横断面研究、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样本含量的估算（检验水准、检验功效），

统计学检验标准（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

假设检验的结果表达，均应给出具体的 Ｐ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还需给出检验统

计量的实际值，如Ｚ值ｔ值 ２值等。在方差分析的多重比较中，须交代清楚总的比较结果

（如Ｆ值及Ｐ值），然后再根据总的结果给出两两比较的结果（ｔ值、Ｐ值）。对于某些多重比

较的情形，由于较难表达具体的检验结果，可不必给出具体的 Ｐ值，而可以在统计表中以

备注符号的形式标示出有统计学意义的数据。Ｐ值还有一特殊情况，当统计软件结果输出为

Ｐ＝０００００时，不可以在论文中直接标出Ｐ＝０００，统计软件之所以显示Ｐ＝０００００，是受

软件显示的限制，对结果进行修约后才出现的［８］。一般认为Ｐ值低于００００１就不需要报告

出具体的数值，应把描述改为Ｐ＜０００１或Ｐ＜００００１。

３２　卡方检验使用错误
卡方检验为定性资料间的比较，目的是检验样本资料与某个已知的概率分布是否相同。

卡方检验分为２×２、Ｒ×２及Ｒ×Ｃ列联表，另还有一配对设计资料的卡方检验。其中最简

单也是最常用的是２×２表，即通常所说的四格表。按照研究设计的类型，将资料整成四格

表的形式，再选用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但选用卡方检验时，一定要注意其样本含量及理论

频数的大小。当总例数大于４０，理论频数小于５时，需进行校正；当总例数小于４０或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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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频数小于１时，需用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代替卡方检验。在科研论文中，很多作者往往对卡

方检验的应用条件考虑欠妥，没有把样本例数及理论频数作为卡方检验的使用条件。

对多组的二分类资料和无序多分类资料，转化成四格表资料进行检验，也是比较常见的

错误。这样做会增加犯Ｉ类错误的概率，例如３×４列联表，检验水准取００５，若转化为多

个四格表资料分别进行检验，需要进行 １２次检验，这样犯 Ｉ类错误的概率是 １－（１－

００５）１２＝０４６，远远大于００５。对于多组二分类资料和无序多分类资料，不能通过转化为

多个四格表资料分别进行检验。当检验结果拒绝Ｈ０时，可以进一步作两两比较，但检验水

准要按α／比较次数来校正。

对于有序的多分类资料，如疗效（无效、好转、显效、治愈），当有序水平大于２时，

最好选用秩和检验。因为列联表的卡方检验的卡方统计量只能处理频数分布的差异性检验，

没有处理有序信息的能力，不能利用数据的有序信息进行分析，若使用卡方检验会降低检验

效能。卡方检验处理有序资料只能说明他们的内部构成比相同，而不能评价反应指标的效应

差异是否相同。对于有序多分类资料宜选用秩和检验评估它们的效应的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

义，如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或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Ｕ检验。这２种检验方法的Ｚ检验统计量和Ｐ值

完全一致，一般只需报告Ｚ值、Ｐ值即可。

总之，提高医学论文的统计学质量，保证论文结果的科学性及可靠性，提高文章的学术

质量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医学论文统计方法的使用及统计结果的描述正确与否，不仅

体现了作者及编辑的统计水平，对提高期刊的学术影响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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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汪媛，张爽爽，应倩，等．国内肿瘤学期刊论文中 值为零的误用分析［Ｊ］．编辑学报，２０１７，２９（１）：

４６－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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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郑巧兰，女，助理编辑，Ｅｍａｉｌ：ｙｕ．ｌｕ１１１＠１６３．ｃｏｍ

医学期刊常见统计学检验的几个审查技巧

郑巧兰，林燕薇，洪悦民，杨江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期刊中心 新医学杂志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３０）

　　摘　要：统计学审查是期刊质量控制的重中之重，期刊编辑应该具有一定的统计学素养，
尤其是医学期刊编辑。为提高医学期刊编辑学习统计学知识的兴趣，笔者介绍常用统计学检验

方法的几个审查技巧。

关键词：统计学；医学期刊；审查技巧

Ｓｅｖｅｒ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ｋｉｌｌｓｆｏｒ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ｕｓｅ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ＺＨＥＮＧＱｉａｏｌａｎ，ＬＩＮＹａｎｗｅｉ，ＨＯＮＧＹｕｅｍｉｎ，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ｅｗ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

ＳｕｎＹａｔｓ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６３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ｉｓｔｈｅｋｅｙｏｆ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ｅｄｉｔｏｒｓ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ｆｏｒｔｈａｔ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ｏｒ

ｄｅｒ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ｆｅｄｉｔｏｒｓ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ｗ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ｋｉｌｌｓｉｎ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ｕｓ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ｔｅｓ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ｋｉｌｌ

　　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我国期刊种类已经达９８７７种［１］，且正在不断增加，其中医学期刊

一直占了不少份额［２］。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也要加以保证。质量是期刊的生命，是期刊出版

工作永恒的主题，而统计学审查是期刊尤其是医学期刊质量控制的重中之重，是医学论文审

稿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３］。但是近年来，科研造假事件频发［４］，统计学误用、乱用屡见

不鲜［５］，期刊的质量令人堪忧。通过统计学审查，可以减少一部分存在“胡编乱造”问题的

文章，提高发表文章的质量。这就要求编辑必须需要提高自身的统计学素养［６］，在数据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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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把关中有所作为［７］。但是不少编辑对学习统计学有畏难情绪，认为统计学“高深莫测”。

其实不然，统计也有很多有趣的信息，比如我们即将介绍的几个“技巧。

１　双侧检验，检验水准为００５时，ｔ或 Ｚ统计值若小于 １９６，对应的 Ｐ值
必然＞００５

　　对于正态分布连续型变量，文章中常见的统计学检验方法有单组独立样本均数的ｔ检验

（满足正态分布）、两独立样本的 ｔ检验（符合正态分布、方差齐性）、校正的ｔ检验（正态分

布、方差不齐）［８，９］。这些ｔ检验统计量均服从自由度为ν的ｔ分布［８］。当｜ｔ｜≥ｔα，υ或者｜ｔ｜

≥ｔα／２，υ时（ｔα／２，υ可查询ｔ界值表，查询方法详见其他统计学工具书），则Ｐ≤α，拒绝原假设，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否则，认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８－９］。其中，α为检验水准，通常取

００５，υ为自由度，与样本量有关。观察 ｔ界值表，可以发现，自由度不同时，相同 α（如

００５，双侧）对应的ｔ界值不同（这是由于ｔ分布的概率密度曲线是一簇曲线，其形态变化与

自由度的大小有关），但是，当样本量无限增大时（自由度逐渐增大，相同 α对应的界值逐

渐减小），ｔ分布趋近于标准正态分布。对于标准正态分布，当 α取００５时，对应的界值是

１９６，也就是说，如果统计值 Ｚ的绝对值≥１９６，那么对应的 Ｐ值≤００５，反之，大于

００５。所以如果作者使用ｔ检验，α取００５，且ｔ值小于１９６，却得出Ｐ值小于００５，那么

若不是抄写错误，肯定就是作者瞎编乱造了。而对于非标准正态分布，如果ｔ值大于或者稍

微大于１９６，Ｐ值并不一定小于００５，这还与样本量（自由度）有关。更具体内容可以参考

各类卫生统计学教材。

对于连续型变量，两组间均数的比较除了独立样本 ｔ检验，还有另一类统计分析方法，

即秩和检验，秩和检验常用于偏态分布资料和等级资料等［８］。当样本量较大时（样本量较少

一组的样本量大于１０，或者两组样本量之差大于１０），统计量Ｚ值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对于

标准正态分布，α取００５时，若Ｚ值的绝对值小于１９６，Ｐ值则小于００５；若Ｚ值的绝对

值≥１９６，那么对应的Ｐ值≤００５。

２　检验水准为 ００５时，对于自由度为 １的卡方检验，卡方值（２）若小于
３８４，则对应的Ｐ值＞００５

　　卡方检验常用于两组或多组间样本率（列联表资料）的比较［８－９］。２分布同 ｔ分布一样，

依赖于自由度的大小。对于列联表，自由度＝（行数－１）×（列数－１）。当列联表的自由度

为１（如常见的独立样本２×２列联表以及配对２×２列联表资料），且 α取００５时，２分布

对应的界值为３８４，因此２若小于３８４，则对应的Ｐ值＞００５；反之，２若≥３８４，对应

的Ｐ值必然≤００５。如表１，是我们的来稿中一位作者的表格，最后一个指标作者的 ２值

明显小于３８４，Ｐ值却小于００５，暂不去计算正确的 ２就值，就可以先给此篇文章的质量

打个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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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暗藏“玄机”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用于处理二分类因变量或多分类因变量与一组自变量（各种可能的影响

因素，可以是连续型变量也可以是分类变量）的关系［１０－１１］。观察作者有无“瞎编乱凑”的诀

窍有［１０－１１］：①自然指数的ｂ次方，即Ｅｘｐ（ｂ），必须等于ＯＲ值，其中ｂ是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中的回归系数；②如果ｂ值是负数，ＯＲ值则小于１，反之大于１；③ＯＲ值的９５％置信区间

如果包含１，那么对应的Ｐ值大于００５；反之，Ｐ值小于００５。

４　案例举例

案例１，作者比较了两组接受不同治疗方案患者的基线资料，作者虽然试图制造了相同

自由度时，统计值越大，Ｐ值越小的现象，但是明显造假水平不够高，不用经过计算，由上

面介绍的经验就可以发现表格中标粗的统计值与 Ｐ值明显不符合。如果一篇文章中只有一

处错误，我们可以考虑可能是作者粗心所致，但是对于这种存在多处明显不符的文章，我们

有很大理由怀疑作者造假。这篇文章结合作者单位的硬件条件和作者所做的实验，我们认为

其单位是不存在做此实验的条件的，因此作者造假的嫌疑更大了，最终该篇文章没有送外

审，直接由编辑部对这篇文章退稿。

表１　ｔ值与Ｐ值不符的情况

指标 Ａ组（ｎ＝４８） Ｂ组（ｎ＝４８） ｔ／２值 Ｐ值
年龄（ｙｅａｒｓ） ６１．２±８．１ ６２．５±８．９ １．１５ ０．４８
男／女 ３３／１５ ２９／１９ １．０３ ０．５１
高血压（％） ２５（５２．１） ２１（４３．８） ０．９１ ０．６２
糖尿病（％） ４（８．３） ３（６．３） ０．７５ ０．６６
脑梗死史（％） ２（４．２） ３（６．３） ０．１７ ０．８１
蛛网膜下腔出血史（％） ５（１０．４） ２０（４１．７） ０．８４ ０．６３
动脉瘤颈部大小（ｍｍ） ５．２±０．３ ４．５±０．４ １．８０ ０．２１
动脉瘤圆顶部大小（ｍｍ） ７．５±１．０ ５．７±０．２ ２．７１ ０．０６
总动脉近端直径（ｍｍ） ３．２±０．３ ３．０±０．１ ２．０２ ０．１５
总动脉远端直径（ｍｍ） ２．９±０．２ ２．６±０．１ １．７２ ０．２７
手术时间（ｍｉｎ） ９５±１８ ８７±１６ １．４８ ０．３１
支架类型（％） ２．９４ ０．０１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４１（８５．４） １３（２７．１）
ｎｅｕｒｏｆｏｒｍ ７（１４．６） ３５（７２．９）

　　案例２中，为分析体外冲击波碎石结局的影响因素，作者做了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表２为相应结果，表格中作者没有写出ＯＲ值的９５％置信区间，所以无法检验其与Ｐ值的关

系，但是根据ｂ值与ＯＲ值［作者的Ｅｘｐ（ｂ）值完全不等于ＯＲ值］，可以看出作者基本是随意

写出这些值，根据这些，不免怀疑文章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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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ｂ值与ＯＲ值不符的情况

因素 ｂ ＯＲ Ｐ值
结石大小（Ｓ） －１．５６６ １．４５５ ０．０３３
结石位置（Ｔ） ２．５３４ ０．２１５ ＜０．００１
梗阻程度（Ｏ） －２．０１４ ０．１２４ ＜０．００１
结石数量（Ｎ） １．０３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结石硬度（Ｅ） －２．３０３ ０．１００ ＜０．００１

　　我们希望以上几个小技巧可以帮助同行们识别个别“造假”问题，做好初步的质量把关，
同时帮助编辑人员提高对统计学知识学习的兴趣。值得一提的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统

计软件也迅猛发展，各种统计学检验很容易通过统计软件实现，可以得到具体的统计值和Ｐ
值。但是不少编辑部还允许作者只提供 Ｐ值是否小于００５。由于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更容
易被接受，所以有一些作者可能不经过计算，便给出 Ｐ小于００５。为了减少此类情况，方
便对比统计值与Ｐ值，我们建议所有编辑部都让作者提供具体的统计值和 Ｐ值。关于统计
值和Ｐ值的对比，利用Ｅｘｃｅｌ表格的统计公式就可以实现。

总之，编辑人员应该克服畏难情绪，努力学习统计学知识，遇到困难时，可向统计学专

家请教。从文章的研究设计、统计分析方法恰当与否、分析结果是否正确、结论是否合理等

对文章的统计质量进行评价，使得发表的文章具有较高的统计学质量，尽量避免发表存在数

据造假问题的文章，提升文章的可信度和期刊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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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英，Ｅｍａｉｌ：ｊｏｕｒ＿ｚｙ＠ｓｚｕ．ｅｄｕ．ｃｎ．

用工匠精神助力学术期刊品牌建设

张　英

（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编辑部，广东 深圳，５１００００）

　　摘　要：工匠精神是一种优秀的职业精神，突出的业务能力和优秀的职业道德是其主要体
现。一方面，要有高超的工作技能，能够对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追求精品，唾弃粗制滥

造。另一方面，要有正面积极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要有社会责任感，担当起“守门人”的责

任，爱岗敬业，工作时态度认真负责、办事严谨细致。本文仅从编辑角度出发，探讨工匠精神

对期刊品牌建设的意义和作用，并给出编辑筑造工匠精神，助力期刊品牌建设可通过追求精湛

的专业技能、追去崇高的职业理想、追求创新和追求健康来实现。

关键词：工匠精神；期刊品牌；职业精神；职业道德；中国梦

　　２０１６年３月５日的“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鼓励企业开

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工

匠精神”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明“工匠精神”已经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２０１６年《咬文嚼字》杂志将“工匠精神”入选当年的十大流行语，说明工匠精神受到了全社会

的关注和认可和提倡。学术期刊的品牌之路在于编辑培养、作者队伍建设、审稿专家数据库

建立、办刊特色、引文等方面［１］。本文仅从编辑角度出发，探讨工匠精神对期刊品牌建设的

意义和作用，并给出编辑筑造工匠精神的４个追求。

１　工匠精神的内涵

由近年来社会广泛宣传的关于工匠精神的专题片，如《大国工匠》、《我在故宫修文物》、

《品牌的力量》等，可以一窥工匠精神的特质，包括：技艺精湛、工作认真负责、对产品精

雕细琢，精益求精、善于吸收兼并、勇于创新，且能够持之以恒。可见，工匠精神本质上是

一种优秀的职业精神，它由多方面的细节组成，归纳起来，体现在两方面：突出的业务能力

和优秀的职业道德。一方面，要有高超的工作技能，能够对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追求

精品，唾弃粗制滥造。另一方面，要有正面积极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爱岗敬业，态度认

真负责、办事严谨细致。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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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工匠精神是期刊编辑建立期刊品牌的基础

当今社会心浮气躁，不少人喜欢追求 “短、平、快”（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带来的

即时利益，从而忽略了产品的品质灵魂。中国的期刊产品也难免于俗。我国虽为出版大国，

但不是出版强国［２］，跟国外的优秀期刊相比，我国绝大部分期刊在品质和品牌方面仍有差

距，品牌缺乏显著的竞争力。因此，基于质量提升的品牌建设刻不容缓。以质量提升推动品

牌建设，亟需提级质量文化、提升质量供给、提高质量收益。

质量提升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能成功的，而是必经一个长期积累，由量变到质变的艰

苦过程。此过程绝不是一帆风顺，一路繁花，相反，往往是历尽艰辛，孤独寂寞的。工匠精

神有助于期刊和期刊编辑的长期发展，树立优秀品牌形象。期刊编辑依靠工匠精神的信念和

信仰，耐住寂寞，通过对期刊产品不断改进、不断完善，用一字、一句，一点、一逗中建立

自信，在每一篇文章提升自我，产生成就感和荣誉感，通过高标准高要求的艰苦历练，成为

广大读者的认可，成就自己的品牌。

３　期刊编辑工匠精神的建立

实现编辑的工匠精神需要有４个追求：追求高超的技艺、追求崇高的职业理想、追求创

新以及追求健康。

３１　追求精湛的专业技能
专业技能水平是考验一个人工作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其立足职场的根本，更是未来职

业生涯脱颖而出的制胜法宝。工匠精神能促进编辑工作者在工作中不断打磨自己的技术，提

升自己的水平，对出版物精雕细琢，精益求精。因此，具有工匠精神的人，绝不会裹足不

前，得过且过，相反，他们平时一定会注意积累与提升，不断打磨自己的业务技能。作为一

位学术编辑，我们不仅要积极参加国家规定的继续教育，时刻巩固和提升自己的基础技能，

如文字语言的处理能力、规范标准的执行能力等，还要主动学习有助于增强职业敏感性的其

他内容，如当前科技发展的前沿、时下发生的社会热点、最近发生的版权事件等，如此方能

在众多期刊品牌中脱颖而出。

３２　追求崇高的职业理想
编辑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是人类思想的传播者，必须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自觉传

播正能量，抵制负能量。但是，编辑工作长期机械重复性的工作和“为他人做嫁衣”的无成

就感，常常让人容易失去进取心，从而表现为对工作的得过且过，敷衍了事；另一方面，大

部分期刊编辑的薪酬福利等收入与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不成正比，职称晋级困难，更是打击

工作积极性，产生职业倦怠感。此时，以工匠精神筑造期刊编辑的精神世界，树立正确的职

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始终以学术殿堂的“守门人”的责任意识要求自己，坚持公平、公正的

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严格把控文章质量，绝不因人情而降低出版标准；爱岗敬业，对所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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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充满敬畏和热爱，严谨细致且认真持久，将工作当做事业来经营，将事业当做理想来

追求，方能在焦躁的社会环境中，静下心来潜心修行，专注持久，于平淡中出成绩，树

品牌。

３３　追求创新
工匠精神包含着专注、绝不是要人们因循守旧、困于“匠气”。相反，其中包括着追求

突破、追求革新的创新内蕴。在技术修为和工艺到一定层次后，许多人会遭遇难以突破的瓶

颈，进而丧失进取精神，而工匠精神促使人们不甘于现状，继续深入研究，吸收兼并，积极

探索，不断超越自我、再攀高峰，造福社会。期刊编辑必须与时俱进，一方面需要根据当前

社会发展的现状设立特色栏目，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方能从万千期刊中脱颖而出，树立无

人能比的期刊品牌；另一方面，需要在实践中紧跟新科技、新技术的发展步伐，提高出版编

校的效率，创造和开发新的出版模式，增强学术出版的维度，扩大学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３４　追求健康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身体，所有的努力都没有前面１的“０”。有研究显示编

辑职业的亚健康发生率高于非脑力劳动的职业［３］。鼠标手、肩周炎、近视、远视、青光眼、

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成为许多编辑的“标配”。身体的不适往往会降低编辑的生活质量和工

作效率，阻碍编辑事业发展，无法实现自我价值。心理健康同样不容忽视。有时候心理问题

的重要性甚至比生理问题更严重，不良的工作情绪和职业倦怠感会严重影响学术期刊的质

量。只有身心健康，才能在工作中保持冷静的头脑，充分施展才能，编辑出优质的稿件［４］。

工匠精神是一种优秀的奋斗精神、生产精神与生活状态，可在编辑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矫正负

面思维，激发正能量。

４　结语

出版的根本功能是为民族文化建设服务。要实现“中国梦”的伟大构想，文化复兴绝对

不能缺席［５］。学术期刊是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品牌建设需要具有工匠精神的万千编辑人

员的积极参与，用学术殿堂“守门人”的崇高思想要求自己，用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打磨文

章，用先进创新的技术手段和经营理念提升期刊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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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简称 ＡＩ）技术快速的发展，ＡＩ作品的数量越
来越大，涉及领域越来越广，探讨其版权保护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通过对 ＡＩ作品是否具有可

版权性的讨论，建议采用ＡＩ作品监护人制度，有限制赋予版权的策略。在尊重绝大多数国家

对知识产权立法精神的基础上，既保护了 ＡＩ作品的权利，又维护了学术传播过程中的伦理规

范和社会秩序，并探讨了法律上的可能性。ＡＩ作品监护人制度遵循责任和义务对应的原则，将

以较小的社会成本和代价防范人工智能创作在出版传播过程中的失范，有效地化解了 ＡＩ作品

版权问题的疑难杂症。

关键词：人工智能作品；著作权保护；作品监护人制度；学术出版伦理

Ａ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Ｉ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ＨＡＯＳｏｎｇ，ＱＩＡＯＪｉａｎｓ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ａｐｉ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Ｉ）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ＡＩ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ｇｅｔｔｉｎｇｌａｒｇ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ａｒｅｇｒｏｗｉｎｇｍｏｒｅｗｉｄｅ

ｓｐｒｅａｄ．Ｉｔ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ｍｏｒ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ｙｄｉｓ

ｃｕｓｓｉｎｇｗｈｅｔｈｅｒＡＩ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ｔｉ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ｔｏｕｓｅ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ｓｈｉｐｏｆＡＩ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ｅｄ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ｓｂｅａｄｏｐｔ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

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ｂｙ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ｎｏｔｏｎｌｙ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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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Ｉ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ｅｔｈｉｃａｌｎｏｒｍｓ，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ＡＩ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ｓｒｅ

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ｓｔｓｉ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ｂ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ｓｏｌｖｅｓＡＩ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ｓｈｉｐ

ｓｙｓｔｅｍ；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以下简称ＡＩ）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

式，为人提供巨大帮助和便利的同时，也向人类文明社会几千年形成的秩序和规则、伦理和

法律提出挑战。如何面对伦理困境、法律滞后，保障社会安全、防范技术异化和滥用，维护

人的生命和尊严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１］。ＡＩ的发展将引发社会许多领域颠覆性的变化，

文章仅就学术出版中关于ＡＩ作品著作权的内容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对策。

１　缘起：公共事件引发的ＡＩ作品版权争论

近年来ＡＩ领域发生了许多公共事件，如世界排名第一的围棋冠军柯洁多次对弈 ＡＩ棋

手，均以“惨败”告终。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９日由微软 ＡＩ“小冰”创作的诗歌集《阳光失了玻璃窗》

在北京发布出版，被称为首部１００％由人工智能创作的诗集，并声明“小冰因其自身所见所

感而创作的诗歌及音乐作品，同样拥有版权，身为人类请勿抄袭”［２］。ＡＩ创作作品是否具有

可版权性被提了出来，此前ＡＩ创作的音乐、绘画以及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大量ＡＩ作品的权益

是否应该被保护等问题同样需要社会正视。

ＡＩ具有强大的资料梳理能力，依据复杂的算法能快速生成成果。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Ｇｏｏｇｌｅ、

“今日头条”均已深度介入，算法已在传播新闻信息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３］，如ＡＩ能在地震

被监测到的３分钟内自动创建并报道出来等［４］。而“文学天才”小冰似乎并非完全依赖于机

器的既有程序功能，非理性的交互学习能力使其创作的作品似乎还附加了情感的成份［５］。随

着ＡＩ的发展，机器一旦完善了自学习能力，通过视觉（画面）、语言（对话）人机交互学习，

并依托“情感计算框架”的技术，逐渐进步，完成高质量的学术创作并非不可能。ＡＩ创作与

人类创作作品可达到一定的相似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ＡＩ将能挑战人类的创造性。

对于是否授予ＡＩ作品版权保护的问题，存在支持和反对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６］。人借

助机器设备（如高智能照、摄像机等）创作完成的作品，不论人的贡献及设备的因素孰轻孰

重，只要其核心内容为了表达人的主题思想和情感，设备仅扮演技术支撑的角色，那么其版

权明确，归属也很清楚，由于人的主导作用将其版权被主张保护并未曾引起争议。但 ＡＩ的

发展挑战了的这一传统理念，主要是因为静态、批量生产的标准产品被个性化的 ＡＩ产品取

代。动态的人机交流，ＡＩ的学习功能使其作品具有了创新性的可能。人类在其中的贡献越

来越小，有时候仅仅是一些如“开机”、点击鼠标按钮或者几句语音命令之类的简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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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能“生产“出与人类创作作品极为相似的成果，更重要的是 ＡＩ创作的每一首诗词、乐曲，

每一幅绘画甚至可以具有唯一性。虽然 ＡＩ不能取代人类的思想和情感，但其作品表达出的

与人类思维的相似性甚至著作权法关注的创新性都可由ＡＩ部分替代人类完成，这便是ＡＩ作

品被主张版权的合理性的依据。如果就 ＡＩ作品而言仅针对其形式构成要素，讨论是否符合

现有各国的《著作权法》、《版权法》的要求就草率地决定能否给予版权保护的结论却违背了

著作权法的立法初衷。从著作权法的产生根源、正当性及立法价值作为切入点讨论 ＡＩ作品

是否应该纳入著作权法保护才是应有的态度［７］。

有观点认为（曹源）：“符号性知识表达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本质仍然是一系列复杂的算

法，尚且不具备自我思考的能力”［８］，不具备自我思考能力的 ＡＩ创作不可能产生唯一性的

作品，以此来区别人类创作与机器创作。但当ＡＩ发展到具有“类似于人脑神经网络的人工网

络范式，以及模拟人类进化的自适应机制的移动机器人范式”［９］时，ＡＩ将达到一个新高度，

无限接近人类思维的创造。这时再静态的以作品的形式表现讨论是否应该授予版权保护就显

得过于简单机械了，哪怕是增加作品是否具有创新性，是否具有唯一性的附加条件，也难以

区分人类创作还是机器作品，由此讨论是否赋予版权违背了著作权法的立法前提。

２　困惑：ＡＩ作品是否具有可版权性

有学者困惑：“不授予人工智能创作物以版权最明显的优势在于避免了法律修正的成

本。传统的版权体系得到了形式上的维护，劣势在于《版权法》将无法回应人工智能技术所

造成的冲击”［８］。目前大部分学者的讨论都着眼在ＡＩ作品的形式要素上，较少涉及ＡＩ作品

的学术伦理。作者认为：学术伦理直接关系到 ＡＩ作品的存在模式和未来发展，要回答其作

品是否具有可版权性，不能回避ＡＩ作品伦理问题。

学术伦理应当成为学术界的职业道德规范，并为全社会所关注，但学术伦理并不能完全

体现在成文规范和法律之中。社会科学未必能与科学技术同步发展完善，特别是法律条文、

规范准则有其一定的滞后性，更多地普遍存在于学者的自觉、自律的行为中。ＡＩ技术的发

展可能会干扰人性的本质，破坏既有的规则。如算法式新闻在普及的同时假新闻也开始泛

滥，而主导方却将责任推给算法，归咎于技术的不完善［３］，这种情况若是传导到学术界，出

现错误却无人承担责任的话，将是奇耻大辱甚至会给社会带来灭顶之灾。学术责任更多的属

于学术道德的范畴，道德的构成有其主体，机器不可能具备承担道德的责任要素。ＡＩ也一

样，ＡＩ只是仿真的机器人，此处的“人”与传统意义上的“人”有着本质的区别。ＡＩ能够储

存、分类运算和综合处理信息的能力仅限于探讨其产品（也可称其为作品），仍然属于服务

人类的范畴，具有生产的属性。但如果人工智能通过模拟生命的自适应机制自我进化［１０］，

则具有了个性特征，创造性便被释放，可以无限接近于人类大脑的工作原理。其成果作品不

仅在量上甚至在质上都将可能接近或者超过人类。ＡＩ经过６０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大量成就，

正在逐步挑战人类大脑的构造和思考模式。当然，ＡＩ想构造一个立体完整、充满智慧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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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类人的大脑，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世界既不想放弃Ａ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便捷和帮助，

又要时刻警惕其对人类文明可能产生的破坏。ＡＩ的机器属性容易造成对学术伦理判断的失

衡，导致传播价值的失范。因此，伦理观、价值观必须得到高度重视，法律法规也要随之配

套完善，尽量规避由科技革命可能给人类带来的风险。

长期以来，学术的重点是创新性。一般具有创新性的学术成果，包括论文、著作等都会

通过发表出版，传播过程中的首发权宣示创造性成果的所有权。如果将来的某一天 ＡＩ通过

交互学习，进步到在一个或者多个方面超过了人类作品，其作品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又与人类

创作作品在表现形式上相似时，是否该作品可以被赋予版权呢？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不论是英美法系的“版权”还是大陆法系的“著作权”，其理念定义的差异很小。我国在

《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著作权即版权”，立法的基础是对作者权利的保护。这种权利除

了物权即我们常说的财产权外，还包括作者的精神利益和人格的外化，即伦理层面的名誉

权。作者可以是法律上的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等社会组织。作者应该是“依法能够独立享

有法律权利和承担法律义务的人，而要成为法律主体则意味着必须具备法律人格”（许翠

霞）［１１］。ＡＩ作品的主导者人工智能是机器，不论其智能化程度在未来发展到多高，都不可

能具备法律意义上的人格。从逻辑上来说，ＡＩ作品即使符合知识产权的全部形式要求，也

不可能独立享有法律权利。因为法律权利和责任是事物的两面，主张权利的同时对应也要承

担社会责任。换句话说，在保护作者利益的同时，还要尊重社会其他相关利益主体，特别是

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著作权具有民事、刑事双重权利和责任属性，为ＡＩ作品主张著作权没有法理依据。当

某一品牌、某一型号的ＡＩ机器人若“创作”出有违法律并对社会造成伤害的作品，受伤害的

人向谁追责呢？若追究生产该ＡＩ产品的厂商的责任显然不符合逻辑，这如同“双立人”牌菜

刀被用来杀人，被伤害者要求刀的生产商承担责任一样，是说不通的。若向该 ＡＩ机器人追

责则更加可笑，机器人没有能力承担责任。这便是直接赋予 ＡＩ作品的著作权可能会出现以

上逻辑混乱的事情。现有社会的规则、伦理、法律将被颠覆，轻则说权利、责任丧失了行为

主体，重则可能将会导致人类社会毁灭性的破坏。霍金先生“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文明史终

结”［１２］（刘耀会）的观点和２６００年人类将被人工智能超越，被迫逃离地球的预言，会是人类

的宿命吗？这种灾难人类难道不可避免吗？如果仅就科学发展规律来说也许霍金的预测是对

的，但伦理、法律的介入，完全可能阻止此类事件的发生，溶断这一人类发展史的灾难。

所以，无论ＡＩ作品与人类作品具有多高的相似性，由于其行为主体并不具有法律意义

上的完全行为责任人，不能独立承担伦理、道德义务，更不能承担民、刑事责任，所以为

ＡＩ作品主张版权权利的观点不但有悖于知识产权也违背了法律底线，一旦突破了这一底线

对人类社会的伤害将是巨大的。ＡＩ作品即便满足了《著作权法》规定的全部形式上的构成要

素标准，也只能说起创作本身具有了作品性。由于 ＡＩ不具备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故其不

能独立主张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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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对策：探讨ＡＩ作品版权的策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组织的作品，无

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首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的，

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各个国家的著作权立法都是基于保护人（作者）的权利、义务。如德

国《著作权法》（２００９）第２条：本法所称著作仅指个人的智力创作。美国《版权实施第二次纲

要》（１９８４）：“作者资格”必须能追溯至自然人才能获得版权保护（王果）［９］。依法享有法律

权利并承担法律义务的人才具有法律人格（许翠霞）［１１］，满足版权的必要充分条件：一是作

品的作者必须是人，二是作品的学术创新性，这样才符合法律条陈和伦理精神，二者缺一不

可。故ＡＩ作品不能被简单地授予版权。

目前ＡＩ作品虽然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但由于其先进性、与人类作品的相似性以及其

独特性可以承载利益要素，特别是随着 ＡＩ科技的发展，其作品类型必将越来越广泛，数量

越来越多，毋庸置疑能替代人类的部分工作。如ＳｔｅｐｈｅｎＴｈｅａｌｅｒ设计的机器成功地创作了超

过１１０００首新乐曲以及在伦敦泰特美术馆展出的ＨａｒｏｌｄＣｏｈｅｎ的ＡＡＲＯＮ软件完成的绘画作

品（王果）［９］等等，这些作品的价值既具有名誉属性还具有经济属性，不仅产生了巨大社会

影响，还可以转化为财富，但由于创作者属于非独立权利人的机器，目前不受著作权法的保

护。针对学术作品，除了作品带来的经济利益外，还会出现更多、更加复杂的诸如学术首发

权、署名权等学术伦理上的纷争。ＡＩ作品的版权问题如长时间不能形成共识、得不到保护，

势必会影响、制约ＡＩ全行业的发展。

社会的快速进步，特别是信息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ＡＩ作品将不断颠覆社会的认知，

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已经超出了既有法律框架和伦理范畴。ＡＩ科技发展很快，若是其一枝独

秀，策马快跑，机器不仅会替代人类的部分工作导致大量人员失业，对应的法律、伦理不能

同步跟上的话，机器智能还可能会威胁到人类的发展甚至威胁到人类的存在。机器科技发展

的同时，法律、伦理也要同步建立，只有人类对ＡＩ的制衡机制被逐步建立、健全的背景下，

世界才能平衡协调发展。王果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不认同ＡＩ成果属于创造性智力成果，

但为了保护投资人的付出和资金，认为可以纳入著作权法中的邻接权范畴［９］。ＡＩ科技涉及

到的法律、伦理内容繁多，本文仅基于学术出版伦理，就ＡＩ作品的知识产权对策给予讨论。

在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３日举行的“２０１７人工智能、技术、伦理与法律”研讨会上，围绕人机

关系、机器权利、ＡＩ优雅、ＡＩ治理等展开研讨［１３］。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沙特阿拉伯授予美国生产

的机器人索菲亚公民身份，开创了历史先河，在法律伦理未能同步建立时，这一行为目的更

多的应该是新闻事件的炒作。但无论我们是否愿意，ＡＩ权利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

为机器争取权利或者授予权利却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发展科技的目

的是为了造福人类，ＡＩ永远不能也不应该成为独立的权利主体，不能让技术滥觞和异化，

否则会挑战人类的权利和尊严。在操作过程中可以允许技术层面的人机对弈（如围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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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能出现伦理上的人机大战，伦理的红线一旦突破，难以保证 ＡＩ的发展向有利于服务人

类的方向进步。即使从技术上允许人与 ＡＩ的感情交流，ＡＩ甚至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

绪，但必须牢牢地在人类的控制之下。一旦科技的发展到使ＡＩ的感知能力、认知能力、推

理能力接近甚至超过了人类的整体水平，使 ＡＩ具有了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同时拥有了人

类所不能控制的权利，而又突破了伦理底线时，威胁人类生存就有可能发生。人类和 ＡＩ的

关系永远只能是主体支配和从属服务的关系，应尽快建立规范并给每一台 ＡＩ机器设置类似

防火墙功能的伦理底线，要严格防范被恶势力利用，以免对人类对社会造成伤害。

如上所述：赋予ＡＩ作品权利存在诸多法律和伦理上的疑难，如不赋予其权利同样存在

许多矛盾难以解决。笔者的观点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有限制的授予 ＡＩ作品一定权利又不违

背伦理。具体来说：参考现有各国的法律中的不完全行为能力（责任）人的相关条款，如将

ＡＩ权利类比未成年人的权利，由完全行为能力人实施监护权利和责任。该监护人可以是 ＡＩ

作品权利的拥有者，也可以是ＡＩ的使用者，一旦ＡＩ学术作品以发表或出版的形式进入公共

领域传播或主张权利时，必须同时并署监护人的姓名、单位等信息，按完全行为人（自然

人）发表作品时的要求署录。监护人与被监护ＡＩ作品之间除了技术上的合作关系外，伦理层

面是主导与从属的关系。明确ＡＩ的限制行为能力角色定位后，再划分责任、权利就相对容

易了，并具有了可操作性。如制造厂家只需要把 ＡＩ当成产品进行定位，不管其智能发展到

什么程度，它和我们目前使用的电视机、照相机等产品的角色定位都是类似的。只需要严格

按产品规范、标准进行生产，控制质量即可。而对于使用者来说，ＡＩ的初始角色只是一台

机器、一件工具，只有当其希望为ＡＩ作品主张权利、联合署名发布（发表）ＡＩ作品时，其角

色才自动转换为监护人。彼此间的民事权利可以参考既有法律的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相关条

款，而刑事权利、责任需要由法律界进一步研究后制定规则。因为涉及刑事权利、责任的问

题更加复杂，简单套用相关法律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对应条款不妥，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人

类的安全不受人工智能的侵犯和伤害。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规定：只有人类创作的作品享有著作权。ＡＩ作品

监护人制度若被采纳，不但顺应了这一立法精神，而且较好地解决了著作权法面临的新问

题。监护人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地避免 ＡＩ创作的作品被盗用而无法追责的困惑和尴尬。ＡＩ

作品一旦被监护可视为《著作权法》中的合作作品，其权利、义务均由监护人承担。监护人

作为责任主体，在作品发表时有必要注明创作该作品的“工具”信息，如ＡＩ品牌、型号、生

产厂家或软件名称、版本、编制者等等，便于学术成果的利用和溯源。

在现有法律和伦理的社会中，ＡＩ作品监护人作者制度既能给社会运行解决已出现、即

将出现的问题而又限制其可能破坏性的产生，且最大限度地尊重社会的已有规则。虽然目前

ＡＩ作品监护人作者制度只是一个尚不成熟的设想，但与主张完全赋予ＡＩ作品版权和不赋予

ＡＩ作品版权的观点相比较，具有较强的建设性，既解决了ＡＩ发展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又不会

产生很大的社会成本，更加不会对社会造成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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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采用监护人制度有限制的赋予ＡＩ作品版权纵观世界各国《著作权法》、《版权法》的立法
宗旨和相关条款，主张版权的作者资格必须是人或由人构成的社会组织。而 ＡＩ作品即便在
形式要素和内容创新上与人的作品完全一致，也不具备可版权性的法理依据。为机器主张版

权在伦理上、法律上都是说不通的，并可能会对社会、对人类造成伤害。ＡＩ是机器不是人，
没有灵魂，不能要求其具有道德伦理。只有当主导ＡＩ的人赋予其法律、伦理底线，以制定
标准、规范等措施加以保证的情况下，才能创作出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ＡＩ作品。

当ＡＩ创作的数量越来越大，涉及领域越来越广时，一直回避ＡＩ作品的可版权性也会影
响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赋予ＡＩ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文章建议采用
ＡＩ作品监护人制度有限制的赋予版权的策略能有效地化解了 ＡＩ作品版权问题的疑难杂症，
在尊重绝大多数国家对知识产权立法精神的基础上，既保护了 ＡＩ作品附属的权利，又维护
了学术传播过程中的伦理规范和社会秩序，并探讨了法律上的可能性。ＡＩ作品监护人制度
遵循责任和义务对应的原则，将以较小的社会成本和代价有效地防范人工智能创作在出版传

播过程中的失范。在厘清ＡＩ作品价值的同时，界定作者的名誉权，保护作者的财产权，并
规范作者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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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的编辑参与社会服务活动的实践与思考
———以《生态科学》编辑部为例

蔡卓平

（生态科学编辑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４２）

　　摘　要：学术期刊的编辑在完成好期刊编辑出版，经营管理，发展期刊等基本职能之外，
还可以根据自身的时间精力、专业特长和人力资源，参与一些其他类型的利于地方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的服务活动，包括开展专业知识科学普及，参与技术创新、推广、咨询，加强科技文

化传播、提供社区服务等常态化和具体化的服务性活动。以生态科学编辑部近年参与开展社会

服务活动为例，指出编辑人员正确处理好编辑出版工作和社会服务活动的关系，有利于发挥特

长，凝聚专家智慧和社会资源，不仅不会影响编辑工作，还能增强编辑团队和个体的实力，进

而增强期刊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

关键词：学术期刊；编辑；社会服务；实践

　　学术期刊是传播学术研究成果的关键平台，担负着文化积累、文明传承和知识传播的历

史使命，在提升学术研究水平、推动学术发展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１］。学术期刊编辑

在日常的编辑出版工作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有不少作者围绕学术期刊编辑各个方面进行探

讨。例如，张敏［２］分析了科技期刊编辑的作者服务，谈及科技期刊编辑应要通过坚守职业道

德，加强学科专业和编辑业务理论学习，尊重作者，服务作者，构建与作者互相尊重、互相

进步的和谐关系，最终达到提升期刊影响力的目标。韩淞宇［３］研究了学术期刊编辑的工作创

新与提升，指出期刊编辑应从理念、知识、工作流程等方面全面开展创新。吴玲和虞滢［４］从

方法论的视角指出学术期刊编辑应顺应“互联网 ＋”时代要求，拓宽工作渠道，转变职业理

念，提升学术期刊编辑信息化能力、灵活实践能力与沟通交往能力，把自己的工作作为一种

社会责任、一种职业理想和生活方式。郖展图［５］探讨新常态下学术期刊的责任及其实现途

径，指出为实现学术期刊的责任，编辑要树立服务观念，打造学术出版精品，创新学术传播

手段和出版模式，进一步提升编辑的综合素养。

不难看出，多数报道集中于提升学术期刊编辑在编辑出版能力上的研究，而关于其他方

面的涉及还较少，特别是关于期刊编辑参与开展社会服务活动上的报道更是鲜见［６－７］。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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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服务是指期刊编辑在完成好期刊编辑出版，管理运营，发展期刊等基本职能之外，依

托编辑成员自身的时间精力、专业特长和人力资源，参与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开展的其

他类型直接或间接的服务，通常包括为行业、企业、公众提供专业知识科学普及，开展技术

创新、推广、咨询，加强科技文化传播、提供社区服务等各种形式的常态化和具体化的服务

性活动。

《生态科学》创刊于１９８２年，主要刊登生态学、环境科学、资源保护、可持续发展研究

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原创性论文。近年期刊学术质量和社会影响力持续上升，连续入

选“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

据库”，被评为“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等［８］。《生态科学》编辑部团队在努力做好期刊编

辑出版工作，提升期刊学术质量的同时，还结合编辑团队的专业知识背景和文化传播工作优

势，尝试利用业余时间拓展团队在生态文化领域的社会服务活动。现在就近年参与举办生态

专业学术交流活动，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科普宣传工作，以及提供科技咨询决策服务工作等方

面进行探索，希望能为编辑团队充分发挥社会服务能力，提升自身实力，实现期刊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１　《生态科学》编辑团队参与社会服务活动的实践

１１　参与举办生态专业学术交流活动
编辑部成员参与组织发起“２０１８首届南澳论坛”。论坛主题为“美丽中国与生态文明”。

邀请来自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大学、韩山师范

学院、中国水产科学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广州城

市职业学院、深圳九地国际景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十多个高校院所和企业单位的专家、代表

参加论坛。大家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相关议题进行报告和研讨，以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构建美丽中国。

编辑部成员参与举办“发展微生物产业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学术交流活动。参加活动的

代表包括从化区科协、从化区农业局等部门的领导，华南农业大学、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

海水产研究所、广东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从化区自然生态农业促进会、

从化区退休科技工作者协会等单位的企业家、专家和环保工作者。大家报告交流最新的生态

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激发创新思维，为加快地区生态农业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献计

策。在特邀报告上，编辑成员蔡卓平博士指出，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峻，环境污染严重

危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健康，进一步扩大发展微生物产业，对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国民

生活质量、助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编辑部成员参与举办“北回归线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论坛”。邀请近百名广东

省内外北回归线沿线地区的科协及有关政府部门、大专院校、社会团体、企业单位等领导、

专家学者、研究生、企业管理者、文化科普工作者等代表汇聚一起，围绕着“弘扬北回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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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促进人类与环境和谐”的主题，结合实践，采用跨领域、跨学科的方法，广泛交流学

术思想和科研成果，分享心得经验，聚焦于共同关注的我国北回归线乡村经济建设、文化建

设与生态建设等问题。

１２　参与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科普宣传工作
编辑部成员采用专家报告、影片播放、知识竞赛、海报展览、材料阅读等方法，在广州

从化等地参与开展多场次 “生态文明建设走进校园科普宣传”活动，取得一定成效。在报告

环节中，编辑部成员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以及生态文明建

设取得的最新成果等问题进行介绍。希望通过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走进校园科普宣传系列活

动，普及生态文明知识，倡导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提高广大师生的生态文明意识，产生一定

的社会意义。

编辑部成员在佛山顺德参与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科普宣教活动”。邀请华南农业大学的

专家学者做了“世界地球日”的科普报告，教育小学生们善待地球，要和家人一起，保护地

球母亲，得到了学生们的积极响应。报告中，还重点介绍了几种当前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教育学生们要以实际的行动保护环境，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编辑

部成员希望能通过此活动，宣扬尊重自然、保护环境、节能环保、的生活理念，推动了学生

科学素质提高和科普工作的发展。

编辑部成员利用参加生态专业会议等各种途径有效地宣传科普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内

容，取得广泛的社会意义。同时还制作、展览、发放一系列生态知识科普宣传材料。为了进

一步扩大社会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广大青年学术的科学文化知识，编辑部成员还在报纸媒体

设立“生态园地”栏目，定期提供生态知识科普宣传的稿件刊登。

１３　参与提供科技咨询服务工作
编辑团队积极参与开展各种社会调查服务或议案提交工作。例如，编辑部成员承担完成

了“广东省科技工作者压力与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开展科普宣教活动的模式及其社会

效果调研分析”、“广州地区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状况调查分析”、“广州市生态环境保护

与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研究”等广东省科技思想库研究课题和广州市建设国家级科技思想库研

究课题，调研成果提交各级科技管理部门供参考。

编辑部段舜山博士和蔡卓平博士受邀出席参加韶关市科协北部生态发展区专题研讨会，

为全省北部生态发展区如何实现在高水平生态保护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提议韶关生

态资源丰富，生态基础良好，生态优势是韶关发展的核心优势。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

优势，可以在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探索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等方面下功夫，

积极推进传统产业绿色节能改造。

为探讨如何结合省情新特征，将绿色发展、生态立省作为广东新时期发展战略，加强以

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

一，编辑部成员邀请了包括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国际著名生态学者骆世明教授等数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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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共同讨论具广东特色的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的路径，专家相关观点及时在报刊专版

报道。

在献礼广东省科协第九次代表大会专版报道中，编辑部蔡卓平博士接受采访，并就如何

“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强省”的议题，提出需要重视并奠定学术期刊的引领和推动科技创新的

基础功能。通过支持我省建设发展一批精品学术期刊，积极响应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发展提

出的要求，更好地为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提供服务工作，增强科技创新活力，促进科技创新

发展。

２　期刊编辑参与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的几个现实问题

２１　期刊编辑参与开展社会服务活动优势和必要性
学术期刊编辑团队中有各式各样的编辑人才，他们的专业学科背景相近，知识、技能、

智能的互补性较强，与科技工作者（作者、读者、审稿专家等）接触沟通的机会也较多，是

参与社会服务活动的理想人选。其次，编辑团队有责任也有能力参与一些社会服务工作，力

争在科技创新体系、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作用，这将对提升期刊社会

影响力也有作用，具有双赢性效应。

２２　期刊编辑团队参与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的限制因素
由于诸多客观因素限制，目前期刊编辑在参与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的成效不甚理想。主要

的限制因素包括：编辑校对出版工作繁重，人力精力相对有限；岗位绩效考核没有明确规

定；思想观念跟不上，主办主管部门支持力度不足；资源信息不畅通，缺乏开展社会科技推

广能力，等等。

２３　期刊编辑参与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的模式
在实际开展社会服务活动过程中，应根据学科热点出发，整合编辑团队专业优势，构建

多种社会服务活动模式和路径，包括广泛发动专家学者人力资源，建立专业学术交流体制，

参与推动专业和产业对接融合；参与开展专业知识科学普及活动，提升社会全民科学素质；

加强与新闻媒体联系合作，接近公众，提高科技服务的辐射力；联合申报实施科研项目，参

与科技创新工作；加强区域科技文化传播，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等。

３　期刊编辑参与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的思考与展望

编辑团队能否坚持参与学术交流，活跃科学思想，充分发挥社会服务优势，开展学术创

新和科普创新，做好咨询和建言献策工作，应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编辑团队的活力和责任

感，与期刊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也有密切联系。笔者认为，学术期刊不应脱离于社会的经济发

展需要而盲目发展，它必须与整个社会的需要和发展相统一、协调，并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

获得更优的资源作用于期刊自身的进步。期刊编辑团队可以在人才培养、科学传播、社会服

务这些职能中扮演好角色，但若忽视或者不能充分发挥好自身的社会服务能力，又或者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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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团队拓展社会服务活动的不正确理解，都会影响个人能力的提高、编辑团队的发展和期刊

社会影响力的提升。学术期刊编辑的目标应该包括（１）期刊学术影响力的上有所提升，这点

表现在学术评价指标的上升以及获得的各类荣誉等方面；（２）在科技创新、服务社会的能力

有所增强，这点表现在及时传播科研成果、促进专业知识普及和参与学科建设、推动社会经

济发展等方面。

我们尝试提出“发挥编辑团队智力，参与社会服务活动，提升期刊影响力，促进社会与

期刊共赢”的思路，以更新观念为先导，以创新意识为动力，以提高编辑部成员能力和团队

的质量为目标，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活动，不断提高期刊社会影响力。通过多年的工作实践摸

索，我们发现，参与开展社会服务活动对期刊编辑部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以开展社会

服务活动为推手，更新思想，深化改革，正确处理好编辑出版工作和社会服务活动的关系，

有利于发挥特长，凝聚专家智慧和社会资源，不仅不会冲击影响编辑工作，还能增强编辑团

队和个体的实力，进而增强期刊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例如，编辑部成员可以在参与开

展社会服务活动过程中锻炼社会工作能力，提升自我价值，认识更多专业领域的学者，有所

收益。期刊编辑部可以利用参与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的机会筹备专栏，扩充自身的作者库和专

家库，对提高工作效率和提升期刊的社会影响力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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