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2
编 辑 学 报

ACTA EDITOLOGICA
2019-10
31( 5)

* 广东省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基金项目( 201810 ) ; 深圳大学人文社

会科学青年教师扶持项目( QNFC1959)

科技期刊增强出版的协同性研究*

杨 旺 平
《深圳大学学报( 理工版) 》编辑部，518060，广东深圳

摘 要 增强出版是科技传播的重要发展方向，增强出版实践

中应具备协同性思维。文章分析不同出版媒介和编辑流程在

增强出版过程中的影响与作用，探讨通过制度协作促进增强出

版发展的措施。认为通过协调出版媒介间、编辑流程间及制度

协作间的协同性合作，可发挥优势资源，提高磨合效率，扩大发

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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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处理及传播技术的发展，富媒体形式越

来越多地出现在传播领域。传播媒介及方式不再拘泥

于传统形态，而是呈多元化发展趋势。作为传播领域

的重要分支，科技传播也将“生产内容的专业化 + 生

产方式的多元化”作为自身的发展方向，亦即增强出

版。增强出版目前在理论界并无明确的定义，它是出

版者基于出版实践所做的不同尝试。
科技期刊进行增强出版的优点有: 1) 突破了科技

期刊的篇幅及媒介限制，增强了论文的论证性; 2 ) 扩

展了科技论文的时空限制，提高了获取的便捷度; 3 )

增加了传播者与接受者间的互动性，减少了传播过程

产生的隔阂; 4 ) 通过移动互联网工具赋能增强出版，

还可使得学术期刊能够有效提高同行评议水平，搭建

学术社区，提供深度知识交互、创新知识呈现、协同知

识生产等服务，提高学术期刊的影响力、传播力、创

新力。
国外科技期刊界在增强出版上的研究及应用较

早，在增强出版物的判断标准［1］、增强出版信息系统

的功能特征［2］、增强出版产品的生产［3］等方面较为成

熟。而我国科技期刊在增强出版方面所做的尝试起步

较晚，仅有个别期刊在此方面先行先试，行业在整体上

处于探索状态; 因此，对增强出版实践进行研究，有助

于提升我国科技期刊的传播能力。

1 增强出版中的增强思维: 协同性

顾名思义，增强出版是出版过程中的一种增强行

为，是为了强化传播效果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同时，它

也突出了对过程的“增强”性。从狭义上说，增强出版

是利用新技术、新手段对出版过程的某个领域进行加

强，以弥补该领域的不足，如以适当的形式扩展论文的

实验数据，或者体现立体的实验过程［4］等。目前对增

强出版的研究及实践也主要是从某项技术的可实现性

及易达性出发。如杨郁霞［5］认为 HTML 静态页面可

实现科技期刊的碎片化阅读，王雅娇等［6］分析了“公

众号 + 增强出版”的具体实施路径。但从广义上说，

增强出版的本质是为了增强论文整体传播的有效性，

所有能提高论文传播有效性的行为都应该视为增强出

版。所以，科技期刊的增强出版不仅需要解决具体问

题，更应在编辑活动中培养增强思维。培养增强思维

的关键在于编辑要具有出版的全局意识，在出版全过

程中注重协同与衔接，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出版

资源，实现增强出版效果的最大化。增强出版中的协

同性，即是发挥优势资源，提高磨合效率，倡导分工合

作。从不同的侧面及视角，增强出版中的协同性可分

为出版媒介间的协同性、编辑流程间的协同性及制度

协作间的协同性。

2 出版媒介间的协同性

信息传播技术 ( 如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

等) 的发展，促使新的传播媒介及手段不断崛起。科

技期刊的载体，不仅限于印刷本，还出现了网站、微博、
微信、二维码、App 和有声阅读等新媒介。增强出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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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融合各种新传播方式，是科技期刊办出特色的关键。
当前我国科技期刊常用的融合出版模式有如下几种。
2． 1 网站 +增强出版 科技期刊实现期刊网络化的

主要途径有自建、共建网站、行业集成网或单位网页

等。网站是科技期刊中最早出现，也是最主要的新媒

体。目前，大部分科技期刊都通过各种形式实现了期

刊的网络化。网站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信息容量大、
类型多样，阅读者一般注意力比较集中，可利用时间

长，适合阅读系统性、专业化的文献。缺点是不可随地

获取，获得性较差。增强网站的出版功能，还可以为其

他新媒体形式夯实基础。网站上可实现的增强出版功

能如下。
1) 增强文献交互功能。文献的交互性是指期刊

与用户之间针对所发表文献的互通性能，是期刊让文

献“活”起来的一项重要服务工作。读者电子订阅文

献信息的重要途径是 ＲSS 和 E-mail Alert。此外，还可

以将文献分享或推荐给其他媒体( 如 QQ、微信、微博)

或好友，并对特定文献进行评论。杨郁霞［7］对我国高

校科技期刊的文献交互性情况进行分析表明，仅有

37%的高校科技期刊同时开通了 ＲSS 和 E-mail Alert
服务，有 74% 开通了分享或推荐功能，仅 31% 开通了

评论功能。在科技期刊网站文献功能的提升上，还存

在较大的空间。
2) 增强阅读体验。OA 是期刊网站最重要的功

能。超文本标记语音( HTML) 具有超链接、可嵌入视

频及音频等功能，可提供多维动态的浏览体验，阅读更

快捷便利［8］。利用 HTML 还可以对论文进行强化，在

网页中提供具有深度和广度的信息产品，将论文内容

与相应的视频或三维动画结合起来，以可视化的方式

讲解复杂的实验过程。
为了更符合读者的网页阅读习惯，方便信息寻找，

《深圳大学学报( 理工版) 》的文献采用“上下滑动”结

构( 图 1) ，每一部分内容清晰明了，并把全文内容分成

摘要、全文、图 /表、参考文献等 4 个模块。在阅读全文

时每一章节内容可以任意展开，其他内容同时闭合，保

持界面的简洁。《深圳大学学报( 理工版) 》还非常注

意细节的处理，比如关键词超链接处采用浅蓝色，与期

刊封面及网站主色调一致，上下部块行距适当放大，在

阅读时感觉比较舒适。
3) 增强读者关切点。如何在众多同质化的科技

期刊中快速吸引读者的注意，在短时间内满足读者的

关注点非常重要。科技论文中，图 /表作为科学研究结

果的结晶，是一篇论文的核心所在。高质量的图表制

作可大大提高学者心中期刊的地位。《深圳大学学报

( 理工版) 》在文献展示结构中把摘要和图 /表单独列

图 1 HTML 文献展示

示，能快速吸引学者兴趣( 图 1) 。在印刷版期刊中，出

于印刷成本的考虑，很多论文是不能彩色印刷的，但彩

图确实能提 高 论 文 的 质 量。《深 圳 大 学 学 报 ( 理 工

版) 》对这种情况采用“线上线下分开处理”的方式。
纸刊的图为双色黑白印刷，并在图号处注明“Color on-
line”，但网站上的文献为精美彩图，同时在该图处有

一个按钮，可以进行原图下载。
2． 2 微信 + 增强出版 微信自 2010 年启动以来，已

经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引起了我国

互联网通讯领域的深刻变革，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产、
生活方式。截至 2018 年第 3 季度，我国微信月活跃用

户已达到 10． 82 亿人［9］，海量用户为科技期刊发展增

强出版提供了强大的基础。同时，微信可以实现随时

随地接收信息，有效利用了碎片化时间。科技出版与

微信结合还可以改变科技在人们心中的“高、精、深”
印象，有利于科技传播。在微信公众号上实现的增强

出版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1) 用于网站功能的同步。目前很多网站上的功

能也能“移植”到手机上，如文献的查询、检索功能，作

者查稿、最新录用功能，专家审稿功能等。以《深圳大

学学报( 理工版) 》为例，作者在“稿件查询”上输入与

网站一致的用户名、密码，便能查询到作者在期刊上曾

经投过的所有稿件的信息及处理状态。专家在“专家

评审”上输入与网站一致的用户名、密码，便能出现需

要审阅的稿件的信息，审稿专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稿

件查看，并录入审稿意见。该功能与手机的同步大大

提高了稿件的处理效率。
2) 用于刊物品牌的宣传及文章的推送。张扬［10］

研究了“H5 + 微信”模式在刊物宣传、专题组稿和增强

出版等方面的应用。微信公众号实现了对特定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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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推送，针对性强，且可以对素材进行重新组合，以

制作精美、轻松活泼克服了仅是发送 pdf 文章的刻板

性。在实践上，包括了对期刊信息的宣传、对某一个专

题的再加工，及对某篇论文的深度挖掘等。例如，《深

圳大学学报( 理工版) 》在 2018 年第 6 期刊登了文章

《SＲB 菌-沸石联合技术对土壤铅的固定效果》，论文

发表后，作者携该论文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土壤修复

大会”并做了学术报告。随后，融合文章信息、论文观

点、大会背景和作者介绍等内容制作了一个精美 ppt，
在学报公众号上作为“咨询分享”进行介绍。在对专

题的推送上，也是精心编排，力求风格清新、简约。
除微信外，微博也是期刊展示形象的重要方式。

但与具有一定私密性、社群模式的微信相比，微博是开

放式讨论的广场模式。因此，微信侧重于特定人群的

推送，微博则侧重于公众形象的塑造。
3) 用于与作者实时沟通的纽带。与作者的沟通

是期刊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工作中，作者与

编辑部的联系主要是打电话、发邮件等，利用微信公众

号，作者可以与编辑部实时沟通。既可以提高效率，也

可以拉近作者与编辑部间的距离，增强亲近感。
2． 3 二维码 + 增强出版 国外期刊出版社 Springer-
Nature、PLoS、Elsevier 等在“传统论文 + 增补内容”模

式增强型出版物的应用较为完善［3］，形成了集规范、
标准、维护为一体的体系，但在设备、技术、人员经费等

方面的要求较高。我国科技期刊则可实施更为简易的

二维码增强出版。二维码识读速度快、纠错能力强，便

于信息的轻便获取［11］，在单篇论文的增强方面具有独

特优势。二维码增强出版的实施方式一般为在印刷文

本内的合适位置增加二维码，内容包括作者信息、团队

研究情况、论文数据、实验视频，甚至公式推导过程、算
法流程等。增补时需注意: 1 ) 内容量不可过多，需与

文章相关; 2 ) 内容类型不可过杂，分类须有条理性;

3) 增补内容也应进行编辑校对，且符合出版规范。
为推进学术期刊全媒体融合的轻量化转型，国家

新闻出版署出版融合发展( 武汉) 重点实验室发起了

OSID ( Open Science Identity ) 开 放 科 学 计 划，借 助

SAYS ( Scientist at Your System) 系统工具，在平台上

对期刊、编辑、作者及读者资源进行了整合［12］。论文

上的 OSID 码包含了作者语音介绍、在线交流问答、学
术交流圈和论文附加说明等内容。通过对论文进行立

体化展现，促进了学术的传播与交流，提高了期刊的影

响力及创新能力，同时可建立同行在线评价体系，改善

“以刊评文”现象，加强学术诚信建设。目前已经有

1 200 多家期刊社，超过 3 万篇期刊论文加入 OSID 计

划，进行期刊论文增值服务的创新尝试［13］。

除了上述方式，科技期刊还可以结合本身特点，借

助多种传播平台，如视频类( 抖音等) 、音频类( 喜马拉

雅等) ，进行增强出版的有益尝试。如《中国神经精神

病杂志》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积攒了不少人气。实力较

强的期刊，还可以开发本刊的采编 App，更大地发挥刊

物特色。随着数字内容产业出入口的不断增加，新媒

体将呈现“一网两微一端多平台”格局，科技期刊应积

极整合各媒介资源优势，利用新技术为科技传播助力。

3 编辑流程间的协同性

科技期刊的增强出版是个系统工程。凡事预则

立，不预则废。因此，需把增强工作渗透、分解到编辑

流程的各个环节，以提高磨合效率。
3． 1 约稿阶段的充分准备 科技期刊的增强出版离

不开作者的密切配合。编辑部应把期刊的增强出版信

息通过期刊宣传、征稿须知等各种途径传播出去，让作

者了解编辑部的需求。在约稿时，分析每个学科的特

点，分别制订有特色的增强方案。约稿阶段的充分准

备可以丰富素材，同时要求作者按一定的格式、类别提

交，可以减少后期的工作量。如目前医学类期刊已有

将手术视频配合论文一同发表的先例［14］，这就要求作

者在写论文前准备好相应的手术视频，增强论文的直

观性和真实性。
3． 2 编辑加工环节的审慎判断 编辑在加工环节应

对增强的内容及方式进行审查判断，包括: 1 ) 增强内

容的必要性。合理的内容能够对论文起增强作用，过

于泛滥的信息则会干扰到读者的阅读，不但不会增强，

还会导致负面影响，引起读者的抵触情绪，进而影响了

期刊形象。2) 增强方式的科学性。增强内容的编排

及设计应与纸质论文“无缝对接”，两者是水乳相成，

浑然一体的。过于突凸的设计会影响到论文与增强内

容的和谐性。如《中国临床神经外科杂志》的一篇论

文［15］嵌入了 21 个二维码，虽然增强了论文的价值，但

也使文章显得杂乱无序，影响了读者阅读的连贯性和

体验。
3． 3 出版后的深度挖掘及维护 期刊印刷出来后并

不是出版行为的结束。对出版后的论文，应进一步挖

掘其资源。可深度挖掘的资源有同行专家的评价、出
现了与论文相关的信息、后续研究进展等。如《深圳

大学学报( 理工版) 》在网站首页设置了“专家点评”模

块，邀请了知名专家对专题进行点评，普通读者也可以

在该模块上发表意见。对出版后的论文进行资源整合

及推送，有利于延长其热度，提高论文的影响力。
同时，期刊应对增强内容进行维护，保证增强行为

的连续性。笔者对一些期刊内文嵌入的二维码进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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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时发现，有些二维码已经打不开了，这对读者是个很

糟糕的体验。期刊社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应在后期

维护上投入更多的力量。

4 制度协作间的协同性

增强出版是我国科技期刊的一个有益探索，给科

技期刊的发展提供了新视野，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因此，急需在制度、行业发展上加大对增强出版方向的

支持。
4． 1 设置增强出版相关编辑岗位 目前，我国很多科

技期刊由于人员、经费欠缺等原因，增强出版部分的工

作很多都是由编务及办公室人员兼职完成。但随着技

术的进步，分工也进一步细化，增强出版对出版人员素

质的要求将越来越高，更需要不同岗位的编辑互相协

作。因此，有条件的期刊如能设置专门的增强编辑或

数字编辑岗位，有助于科技期刊在增强出版方面做大

做强，也有助于责任编辑从繁重的事务中抽身，更专注

于出版内容的制作。《深圳大学学报 ( 理工版 ) 》从

2019 年起设立了数字编辑岗位，加大了增强出版工作

的系统性及全面性。
4． 2 加快培养增强出版人才 增强出版需要增强型

编辑。增强型编辑不仅要具备编辑学素养，还需具备

相应的数字处理技能，熟谙用户心理，这需要多方面的

协作。出版单位应在单位内部营造学习氛围，为编辑

的学习创造条件; 行业学会应加强组织针对复合型编

辑的培训; 高等院校的出版类专业应调整相应课程，加

强对复合型编辑人才的培养。加快培养增强出版的复

合型人才，还可改变人们心中对传统科技编辑的刻板

印象，为出版行业发展注入活力。
4． 3 为增强出版提供经费支持 目前，我国科技期刊

的增强出版工作基本都是从日常的编辑活动中衍生出

来的，大多是小打小闹的“小作坊”模式，没有进入到

主流的出版方向中。建议出版单位高屋建瓴，出台相

关支持制度，并为增强出版提供相应的经费支持，以加

快我国科技期刊出版国际化的步伐。

5 结束语

增强出版将是科技期刊的战略发展方向。科技编

辑应在编辑活动中增强创新思维，培养协同意识。在

不同的出版媒介间寻求协同，可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各

出版媒介的优点; 在出版流程间寻求协同，可提高增强

出版效率，实现增强出版效果的最优化; 在制度协作上

谋求协同，可为增强出版开辟出广阔的发展空间。我

国科技期刊应抓住时代和技术发展赋予的机遇，为科

技传播营造更强的动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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