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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科爱介绍

•为什么和如何筹办一本期刊？

•谁是出版过程中的核心人物？
–关系–编委会

•重点检索数据库申请



科学出版社与Elsevier投资成立



科爱现状

• 42 自办期刊

• 87 合作期刊

• 129 全OA期刊

• 涉及所有学科领域



20本SCI期刊均位居Q1/Q2区

• 16本期刊位居学科的Q1区; 4本期刊位居学科 Q2区;

• 9本期刊位居所在学科的世界前五名 Top 5;

• 位居所在学科的世界第一名: Bioactive Materials, Journal of 

Magnesium and Alloys;

• 位居所在学科的世界第二名: Animal Nutrition, Petroleum Science

• 影响因子超10分: Bioactive Materials (14.593), Journal of Magnesium 

and Alloys(10.088)

• Scopus收录74本，EI收录12本，PubMed收录8本，ESCI 9本。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released on June 30th of 2021



29本期刊入选科协卓越行动计划 (2019-2021)
领军期刊2本，重点1本，梯队8本，高起点新刊18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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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的起点

为什么创办这本期刊？

期刊的目标是什么？

期刊的独特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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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创办这本期刊？

•学科发展原因
•意识到该学科为新兴、发展趋势迅猛的领域
•现有中文期刊，无英文刊，为弥补学科空白来为读者群提供文章发表平台
• 竞争者出了本刊！
•读者群资源：保护文章、引用、读者群不外流

•学会、机构原因
•学会、机构专业需求，匹配该学科的领袖地位
•学会、机构适应发展学科需求，希望利用期刊平台加大该领域发展壮大的力度

•其他机会
•组织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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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的目标是什么？

高引用期刊

高发文量学科期刊

具有广泛读者群的期刊

被知名数据库收录的品牌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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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的独特点是什么？

方向的唯一性
创新点：同行
评议？文章类

型？

开放获取 快速发表

主编地位 编委会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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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策略方案

• 提高期刊成功几率

• 突出工作重点，有的放矢

• 制定工作计划和时间点来衡量工作业绩

• 保障工作热情，预防疲惫期

一定要制定短期计划、目标和长期计划！

KPI TARGET MILESTONE DEADLINE

submitted article to be 60 Dec-16

accepted article to be 40 Dec-16

DEADLINE

12.12.2015

12.02.2015

12.04.2015

3. Invite authors from most published institutions based on journal Keywords (SCOPUS data of recent 3 years)

Method : Sort institutions from the most productive to the least

Provide the list to EiC + Let JME send out submission invitation and identify potential Editorial team candidates

4. Create a list of competitors based on journal Keywords (SCOPUS data of recent 3 years)

Method : Sort journals from the most productive to the least

Provide the list to EiC + Let JME subscribe to journal TOCs and send out invitation to corresponding authors

Increase submitted/accepted article 
Publish all 2016 

Issues

ACTIONS

1. Invite EBM co-authors (SCOPUS data of recent 3 years)

Method : Find out articles published by EBMs and sort coauthors from the most collaborative to the least

Provide the list to EiC and let EiC ask each of EBMs send out personal invitation to their coauthors/familiar researchers for article submission



正式启动期刊设置

•申请ISSN(CN)号码

•设计期刊呈现
• 设置期刊网站
• 期刊封面和宣传素材

•设置投审稿系统

•设置期刊电子全文平台

•设置生产发行系统

•组建期刊团队主编团队
• 编辑委员会

•制定营销方案



投审稿系统



生产系统

•生产追踪系统(PTS)
•流水线生产
•格式创新
•不同版本管理
•在线校对系统



在线发布平台

• 世界超过四分之一的学术内容全文发布；
• 每月25,000,000用户访问；
• 与3000+的Elsevier高端期刊共享平台、文章内容互推，快速提高新刊影响力
• 科爱新刊大多数在上线三月后即可达到每月超万的下载



正式启动期刊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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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生产发行系统
•组建期刊团队

•主编团队
• 编辑委员会

•制定营销方案



专业且丰富的多渠道国际化市场推广

• 多维度、多渠道的市场宣传
• 月度邮件推送——期刊单刊定制
• 丰富的国内外社交媒体
• 谷歌关键词搜索推送、Twitter付费推送
• 充分利用Elsevier的广泛的宣传媒介空间：ScienceDirect

• 专业的国内外市场经理团队
• 国际市场团队
• 国内市场团队
• 海外设计师

• 个性化年度制定期刊市场规划
• 制定目标
• 月度报表观测市场指标
• 不断寻求新兴渠道，吸引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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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

的支持

期刊策略支持

数据库申请市场推广支持

出版技术支持

充分利用出版合作伙伴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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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学术主编
• 主编为出版商聘任员工，负责管理期刊相关的所有方面

• 学术内容

• 出版流程

采用此类模式的出版商有：Nature, IOP, Cell

学术主编+专业出版人
• 专业出版人同时管理几本期刊并与每本期刊的学术主编配合

• 学术主编负责期刊的学术内容和期刊方向

• 出版人负责期刊其他所有方面

采用此类模式的出版商有： Elsevier, KeAi, Wiley, Taylor and Francis

两种不同形式结构



出版助理

Editor

编委会

生产经理

作者

Publisher

审稿人

市场经理

人员关系



Invitation

Submission

Assessment

Peer review

Acceptance

Typesetting

Proofing

Online publication

作者

审稿人

主编

管理角色

Publisher
和

Editor

生产经理

文章出版流程



•行业/竞争者调研

•期刊目标和计划
• 发文量增长
• 引用
• 出版速度
• 显示度和市场营销
• 学术团队满意度

•操作层面
• 期刊问题和答疑
• 学术不端案例
• 合同和续约
• 费用支付和财务账单

策略制定和操作层面

市场经理

Publisher
和

Editor

出版助理



组建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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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文数据
• Scopus, WoS搜索

• 合作者信息

• H指数

• 编委会经验
• 是否担任过其他期刊编委成员、客座主编、副主编等

• 组织过期刊专辑、专题

• 无形因素
• 个人形象

• 学会、机构政策

• 个人动力
• 组织能力

• 精力充沛

• 承担义务能力

• 对期刊的愿景发展方向相匹配

• 可以分配给期刊的时间

主编团队遴选

H 指数：作者发表的XX篇
论文中有h篇文章，每篇至
少被引h次



编委人员职责

•提供威望和公信力
• 通常为顶级专家

• 非常忙

• 一般仅能为期刊贡献有限时间

• 对期刊非常有帮助，但是需要在编委人数中上保持在较少的比例

•制定期刊决策方向（收录范围、文章栏目类型，等）
• 并非经常需要
• 需要有宝贵丰富的经验和创新精神



•分配评审人和对文章终审
• 期刊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 需为终审决定负责
• 时间消耗较多
• 期刊成功非常重要
• 需要丰富的编辑经验和作者对其的信任

•评审文章
• 重要职责但并非仅局限于编委会成员担任
• 时间消耗大

编委人员职责



•邀请文章
• 对于成功创办新刊或者调整期刊定位扩大收稿范围是非常重要的
• 时间消耗并不多
• 可以作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 依赖人际网络

• 会议上进行邀请

•组织专辑、约请综述
• 对于新刊的早期阶段非常有效
• 相比单独约一篇文章消耗的时间要长，但是更有价值
• 必要的网络关系，甚至扩展到现有人际关系之外
• 邀请到好的客座主编非常重要

编委人员职责



•宣传推广期刊
• 期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方式多样
• 日常工作

• 同样依赖人际网络

• 会议

所有编委会成员都是重要的宣传“工具”！

宣传效果最佳！

编委人员职责



编委会结构



多元化编委会

•国际化多元: 来自不同国家

•编委会应反映了学科分布

•编委会中应有不同层次的学者

•女性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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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申请: 质量监控

CA



数据库申请-评估

• Comparison with SCI 
Subject Areas
– Performance of those areas

– Journal’s mock IF (based on 
WoS)

• EB Performance
– # paper published

– # int’l co-authors

– H-Index

• Publication Schedule
– Frequency

– Regularity

•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 For categories

– For journal editorial board

– For journal authors

• Minimum Criteria 
– Peer-review content

– Int’l ISSN

– Int’l readable 

– Ethics/Malfunction statement

• Journal Policies
– Clear scope & editorial 

policy

– Conformity with scope

– Adequate level of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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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publication
标准化出版

Article Structure文章结构 Ethic Statements伦理要求 OA LicenseOA版权



谢谢！请多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