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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目前国内科技期刊高质量稿源荒问题，并结合《分析测试学报》的实际情况，探讨编辑在日常工作中如何

采取有效措施来控制与提升稿件质量，并提出了吸引优质稿源、加强编辑工作、加强与科技期刊受众的沟通交流及

服务意识等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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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主要报道科学技术的研究进展，展示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前沿进展，是科技人员进行交流的平

台，具有专业性、学术性、连续性、时效性等特点.而稿件质量是科技期刊质量与期刊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
目前，我国科技期刊正面临学术国际化、评价数量化和传播数字化的挑战，加之我国目前的期刊评价指标、
职称评定方法以及政策导向等，导致每年有大量优质稿件发表在国际刊物上，使得原本就市场化程度低、
传播速度慢的我国科技期刊举步维艰［1-2］.对于科技期刊来说，在现有形势下期待通过评价指标或政策导向

等的改变来解决优秀稿源荒问题并不实际.只有认清现状，针对自身特点做足内功，在编辑日常工作中通过

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吸引优质稿件，才能保证科技期刊发展的根本.本文分析了科技期刊稿件质量的重要

性，并从吸引优质稿源、加强编辑工作、加强沟通交流及服务意识 3 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

1 稿件质量对于科技期刊的重要性

质量是科技期刊发展的根本，只有高质量、高水准的科技期刊才有持久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影响科技期

刊质量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内在因素，即稿件质量、编辑质量以及期刊的服务质量；二是外在因素，
即编排规范、版面设计、出版印刷等，内外因素相辅相成［3］.作为科技期刊的基本单元，稿件质量是影响科技

期刊质量的根本因素，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科技期刊的内涵质量.而在目前网络化、信息化时代的大背景

下，加之我国非时政类报刊全面转企改革，科技期刊要想有立足之地，制胜法门就是做足内容，以内容为

王，以内容获胜.其前提和保障正是要吸引优质稿件.
稿件质量可从科学性、创新性、前沿性以及编写水平等指标进行客观评价.科学性是指论文观点正确、

数据真实、论证充分、逻辑清晰；创新性是指论文在研究对象、方法、理论或者结论方面有新突破，未被公开

发表过；前沿性是指论文代表着学科发展的方向和趋势；编写水平是指论文要编排规范、结构严谨、条理清

晰、逻辑性强、文字精炼，科技名词术语、公式、反应式、结构式以及图表等符合规范.稿件初审时，编辑人员

可从上述方面对稿件的质量做综合评价，也可从作者单位、学历、职称以及基金项目级别加以辅助判断.以
期刊定位为导向，关注论文的学术质量，并结合学科的发展动态，促进水准高、有创新、有深度、实用性好的

学术成果发表，充分发挥科技期刊在科技传播中的作用.鼓励基金项目论文，尤其是国家和省级课题，侧重

采用重点大学、国家级科研机构和检测机构的论文，对优秀论文加快处理、优先发表，定期评选出引用率高



第 10 期

的论文.总之，高质量的科技期刊须以高质量的论文作支撑，只有稿源充足，争取并维持足量的优秀论文，科

技期刊才能避免“无米为炊”，才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获得长足发展.

2 多种渠道吸引优质稿源

2.1 加大约稿组稿力度

约稿是编辑人员按照选题计划向作者约定稿件、完成组稿任务的一项工作.高质量的约稿对于保持和

发挥科技期刊的学术水准和办刊特色起着关键性作用 ［4］.新形势下，编辑人员必须由坐等来稿变为主动出

击，主动向业内专家约稿，组织高质量的稿件；不能局限于传统的办公室文字工作，而应该走出去，多与外

面的专家学者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争取将其纳入作者队伍.通过查询维普、万方、CNKI 等专业数据库，
及时发现学科内的前沿课题，进行选题策划并搜集在该研究领域内学术水平高、有威望的专家进行约稿；
利用网络的便利性，关注相关的国家级、省部级基金课题的发展情况和研究进度，并向基金课题组约稿；针

对本刊编委、审稿专家进行单篇约稿，不限定题目，由专家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以及进展情况组织稿件；善

于发现积极性高、学术水平高的优秀作者，针对其近期的研究成果进行约稿.
《分析测试学报》针对自身情况也做了一系列的约稿工作，并取得较好成效.按照实用性的办刊宗旨，针

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专题策划，约稿任务实行分配制，责任具体到每位编辑.笔者独立开展了“食品质量与

安全”、“食品中药物多残留高通量检测技术”以及“现代分析技术在药物代谢组学研究中的应用”等专题约

稿.专栏推出后，约稿论文的引用率以及被关注度较高，获得专家、作者及读者的高度认可.自约稿工作开展

以来，《分析测试学报》 的影响因子逐步增加，在化学类期刊的排名也稳步提升.
2.2 建立激励制度

为了增加期刊的投稿量，进而遴选出优质稿件，科技期刊可以建立适当的激励制度，充分调动作者的

投稿热情和积极性 ［5］.激励方式多种多样，《分析测试学报》的具体作法有：①定期进行优秀论文评选活动，
按照 CNKI 提供的引用频次进行排名，选出“《分析测试学报》高被引论文”；在创刊 30 周年刊庆系列活动

中，评选出“《分析测试学报》创刊 30 年百篇优秀论文”.对优秀论文作者进行一定的奖励，或颁发荣誉证书，
或免费赠送纸质刊物.②利用学术论坛的平台进行征稿活动，例如，针对一年一度的“中国（广州）分析测试论

坛”进行征稿，凡参与该活动的作者会获得稿件加急处理或者版面费优惠.③针对投稿量较少的月份进行“读

者回馈月”活动，参与活动的论文可获得审稿加急处理. ④在创刊 30 周年刊庆系列活动中举行“《分析测试学

报》VIP 招募”，VIP 读者在当年的投稿稿件可申请“绿色通道”，并获得本刊全年纸版期刊.以上活动的举办，有

效激发了作者和读者的投稿热情，稳定了作者队伍，保证了优秀稿件数量，也赢取了一批忠诚粉丝.

3 加强编辑工作

3.1 充分发挥编辑在初审中的主导作用

科技期刊审稿一般采用“三审制”，即编辑初审、专家外审和主编终审.初审作为审稿流程的第一步，对

于提高审稿质量、稿件以及期刊质量控制起到关键作用.这就要求编辑要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过硬的稿件

鉴别能力以及慧眼识珠的独到眼光［6］.编辑在初审时的主要任务有：审读稿件内容是否符合期刊征稿范围；稿

件要素是否齐全；对其创新性、学术性、实用性以及编写水平作出客观评价；给出初审意见.初审要避免误杀优

秀之作，对于创新性、学术性等方面存在致命伤的稿件要毫不犹豫的退稿，但需慎重写好退稿意见，语言上要

委婉、恳切，内容上要言之有物、中肯，要给出详细具体的修改意见，切忌空话套话，做到退稿不退人［7-8］.
有些稿件确有亮点，文稿内容不乏新观点、新发现、新成果，但在结构编排、数据内容、文字表达、编写

格式等方面尚存在不足，经作者修改完善后具有外审价值.对于此类稿件，初审时编辑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耐心指导作者如何写好论文，如何展现论文的亮点，通过给作者提出具体而详尽的修改意见使论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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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完善，从而顺利通过外审.这对于作者和期刊来说是双赢.《分析测试学报》编辑部要求编辑在撰写初审退

修意见时，要做到客观、具体、实用、富有启发性，例如：行文拖沓，表达显得口语化，请精炼文字；前言内容

过长，请突出研究意义、文章创新以及方法优势；相关研究有不少报道，建议补充本文与已有方法的对比；
实验条件优化显得面面俱到，重点不突出，建议删掉缺乏论据的条件优化；图表要做到自明，并要结合图表

等实验结果做进一步探讨；补充实际样品分析.实际上，这类稿件通过作者的认真修改完善后大多能够通过

外审，这切实解决了优质稿源荒问题.
对于通过初审的稿件，编辑要谨慎选择审稿专家，做到有的放矢.同行专家审稿对于科技期刊的学术质

量起着重要作用，选择合适的外审专家是科技期刊审稿流程中的关键环节.编辑在选择外审专家时，要综合

考虑专家的研究领域、学术水平、审稿态度以及时间是否充足，根据稿件内容及研究领域选择对口的外审

专家.并对专家的审稿质量情况进行备注，及时更新审稿专家库.对于审稿认真、审返及时、有审稿热情的专

家进行适当激励，对于审稿能力差、时间长、无责任心的专家及时淘汰.
3.2 提高编校质量

编校是科技期刊编辑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是保证科技期刊质量的关键环节.编校是编辑人员通过发

挥主观能动性，对已录用的稿件进行精细加工修改以及校对，查找清除稿件中的差错，发掘稿件的亮点以

及潜力，进一步提高稿件质量.编校工作看似简单、流程化，实则繁琐、责任重大，需要编辑细心、耐心，既要

不放过如何一个细枝末节，又要统揽全文.编校过程中需注意：①标准化和规范化.根据国家关于科技期刊

的标准化规定，对文稿中不合规范的地方进行编辑加工，主要包括量和单位、数字、图表、参考文献、标点符

号等.②全稿统一.主要包括审查各级标题序号，全文中的数字及单位符号，名词、术语、计量单位，图表的序

号等是否统一.以使全文结构清晰、条理清楚、协调一致.③删繁就简，提高文字表达水平.主要是对多余的内

容或文字进行删除或者精简，对口语化文字修改成科学用语，做到语言精炼、文字流畅.④改正错误.主要是

纠正知识性、科学性与技术性的错误，包括改正错别字、错误的标点符号、不规范的词句以及笔误等.⑤检查

稿件中存在的学术问题.虽然外审专家在审稿过程中已帮助发现了稿件的大部分学术问题，但由于时间和

精力有限，外审专家也有可能存在疏忽，这就需要编辑在编校过程中进一步发现稿件中可能存在的错漏的

学术错误 ［9］.总之，编校过程需要编辑全身心地投入，不仅要对稿件框架整体质量进行把握，而且要重视稿

件点点滴滴的修改与规范，以使稿件质量及期刊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

4 加强编辑与作者读者的沟通及服务意识

作者与编辑的关系是编辑工作中最基本的关系，而读者则是科技期刊的服务对象.编辑处理好与作者、
读者的关系，加强与作者、读者的沟通交流及服务对于科技期刊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0-11］.编辑的全

方位、贴心服务，虽然可能增加了自己的工作量，但这种增值服务更能从情感上抓住作者和读者.尤其是作

者在首次投稿过程中对科技期刊编辑部产生的心理体验和印象，将会对其以后的投稿有直接影响 ［12］.好的

体验可使作者发展成为科技期刊忠实的读者和作者，并可能带动其周围的研究人员也来投稿或成为读者.
《分析测试学报》注重编辑与受众保持良好和密切沟通，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从作者投稿到文章发

表，以及后续的邮寄稿费和纸版期刊等，编辑对每个流程都及时跟进，并通过电话、邮箱或网络交流平台与

作者保持紧密联系，使作者对稿件的处理进度了如指掌.②快速反应，缩短论文的发表周期.论文一经投稿，
编辑要在 5 日内给出初审意见，对于明显不符合期刊发表宗旨的稿件更要尽早给出处理意见并及时退稿，
以免耽误作者的投稿时间.稿件每处理到一个新的进度，编辑要及时跟进，果断处理，使作者能够尽快获知

处理结果，及时发表论文.③充分利用网络交流平台，目前我刊已开通了 QQ 群、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工具.通
过这些网络平台，及时发布期刊编辑部动态，免费推送电子版期刊，公布被引频次排在前列的论文，耐心解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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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作者、读者的咨询和疑问，并为他们提供文献查询等帮助.以上措施的实施，作者普遍反映我刊编辑有热

心、负责任、反应快速，切实加深了期刊受众对本刊的信任和好感，吸引了一批忠实的作者和读者群，提升

了本刊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

5 结语

稿件质量是影响科技期刊质量的根本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而编辑对于稿

件质量控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日常工作中，编辑通过采取约稿组稿、加强编校质量等切实可行的措施，
有效地控制与提升了稿件质量，在解决高质量稿源荒问题的同时，也可发展一批忠实的作者和读者群，提

高科技期刊的学术影响力.相信在广大科技期刊编辑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科技期刊必将得到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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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at lack of high grade papers for scientific journals, the strategies to control and improve the
paper quality in editing are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Some specific methods are put forward. By means of at-
tracting more and more excellent papers, strengthening the editing work and increasing the communication and
service for authors and readers, Chinese scientific journals could become better and better.
Key words：scientific journal；paper quality；quality control；enhancemen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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