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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出版转型中要重视内容的“科技属性”
高荣慧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700
摘要：本文首先从科技期刊应定位于科技交流平台的角度，论述应在学术成果展示平台、同行学术交流
舞台、国际学术交流窗口、科研人才培养基地 4 方面找准科技期刊的定位；继而提出科技期刊的核心竞争力
就是内容的科技属性，科技论文从立题设计、到方法结果要符合科学研究的原则，不仅逻辑性要强，而且要
有创新性、时效性。最后论及科技期刊价值，提出学术影响力高、总被引频次高才能体现科技期刊的真正价
值，同时其价值还应体现在引领学科发展上。笔者认为，科技期刊需要在转型、改革中寻求发展，这是大势
所趋，但也不能忽略了做好内容这一最基本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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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Nature”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in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iodical Publication
Gao Ronghui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ly discussed tha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iodicals should locate themselves as
the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n it expounded tha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iodicals should also serve as the platform for academic result demonstration, stage for peers’ exchange of
academic communication, window f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cation, and base for scientific personnel
cultivation. It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core competitive force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iodicals w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nature of their contents. It meant that project design, methods and results of the articles in
the periodicals should be in compli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which should be logical, innovative,
and updated. In addition, the valu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iodicals embodied in their academic influences,
frequency of citation,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guiding scientific developments. The author believed tha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iodicals should seek opportuniti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which was
an inevitable trend, however, the contents in periodicals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Key words: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iodical; loc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iodical; academic influenc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nature
科技期刊行业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传

版业的转型、创新和发展。科技期刊作为期刊业的重

统的纸质出版方式正在向数字化出版方式转型，传播

要组成部分（占科技期刊的 60%），也面临着转型促

途径也有原来单一渠道的线性发行向多种传播途径

发展的局面。在这种转型改制的背景下，我国学术科

转型。包括大学学报、军办科技期刊、事业单位或科

技期刊发展正在从数量增长型向规模效益型转变，科

研院所承办的科技期刊，都在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

技期刊内容正从综合型向精准型转变，科技期刊也因

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寻找生存发展之道。的确，传统科

此不断朝着网络化、规模化和国际化方向迈进。

技期刊出版需要转型，数字化战略也是科技发展的必
然选择，大的趋势不可逆转。数字出版正在推动着出

但无论出版形式如何变化、发行途径如何开发，
[1-2]

科技期刊应一如既然地倡导求真务实的学风文风

。

所刊载的内容仍然是出版业务的核心，把内容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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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具体到科技期刊，所刊载内容的关键词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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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可以理解为所刊发的内容必须是相关研究领域

术，进而提高诊断水平等。各学科、各研究领域类似

的新成果、新技术、新方法、新观点，具有学术水平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这样专业性强、阅读面

高、作者层次高、读者要求高特点，并且其观点和内

窄的科技期刊还有很多，这类期刊不是为一般读者而

容必须符合科学研究的规范和规律。

设的，是科技工作者交流学术观点、切磋工作技术的

1 科技期刊应定位准确

舞台。

科技期刊是科技成果交流的平台，是载体、是传

1.3 国际学术交流窗口

播学术思想的工具。当下科技期刊面临的普遍问题是

通过科技期刊所刊载的论文，进行世界范围的广

如何调整定位、如何加快发展。科技期刊的竞争逐步

泛交流，了解某学科或领域的国际水平，就能知道国

转向以学术水准为重要尺度的竞争。从提升科技期刊

内的发展情况到底是先进还是落后。先进了要戒骄戒

竞争力的角度看，科技期刊首先应明晰办刊理念，找

躁、继续努力；落后了就要迎头赶上，跟上科技发展

到自己的定位。美国《新闻周刊》总裁的一句办刊名

的步伐，占领高新技术的制高点，并在国际竞争中取

言：
“办好科技期刊的秘诀，就是定位，定位，还是

胜 。一些专业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也需要通过论

定位。
”科技期刊定位的重要环节是内容定位，是以

文参加并交流，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
“学术无国界”
，

[3]

[4]

[5]

科技期刊的独特优势和个性为核心的竞争能力 。笔

当代学术具有超国界的特性 。因为异质文化碰撞可

者认为，科技期刊与面向大众的科普科技期刊、生活

对本土学术产生相当的推动作用，如意大利的传教士

类科技期刊不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其定位问

利玛窦，用手术刀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西方医

题。

学在中国的发展一发不可收拾，其形式是以当时看来

1.1 学术成果的展示平台

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手段的。今天国际学术交流更

各学科的学术成果需要以论文的形式将研究思

是当代学术的重要内容，只有互相交流学术才能与时

路、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步骤、研究结果以及得出的结

俱进。且当今学术具有“跨国界”的特征，必须使当

论进行表述，串联成一篇完成的报告或论文，发表在

代学术研究有一个跨国交往的科技期刊平台，才能使

该学科的期刊上，与同行进行交流、切磋。科技期刊

学术的国际化交流具有可操作性，而科技期刊正好充

就是这样一个承载、展示学术论文的平台。由此表达

当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的是作者的学术理念，彰显其学术个性及通过研究解

1.4 科研人才培养基地

决有关理论问题、实际问题的学术智慧。科技期刊不

科技论文是一项或一段科研工作的最后一环，目

仅具有时效性，将最新的结果公布于众，而且还有可

的是报道该项工作的结果或成果，以论文的形式通知

保存性，因科技期刊的连续性而将某学科一定历史时

本学术领域国内外的同行、专家，实现与外界的交流

期的研究历史进行系统如实记录，以反应该学科的发

和沟通。进而使研究或所做的工作通过与外界的交流

展脉络。为以后的研究和学科发展提供借鉴。

而得到认同或发展。所以，科技论文的撰写是科研人

1.2 同行学术交流的舞台

员的重要任务。科技论文的成文过程是记录、描述科

论文是科技人员交流学术思想、科研成果的工

研工作的实施过程，科技论文中的“材料”“方法”

具，科技期刊又是科技论文的记录器。一般科技期刊

“结果”
“结论”各部分都是科研工作的具体反应。科

的作者、读者多受过某学科的专门训练，并且在从事

技期刊编辑对科技论文的审稿过程，是还原、分析其

这个学科研究、教学的人员，科技期刊是为这一特定

科研工作的过程，也是与作者进行心灵沟通的过程。

学科而设的，其圈子的范围很局限。如《中华放射医

在仔细审读科技论文的过程中，编辑可以发现作者的

学与防护杂志》报道范围是 X 线诊断学、放射治疗学

科研思路是否符合科研设计，具体方法中哪些内容该

的相关研究，涉及 X 线诊断治疗的应用技术、防护技

写、哪些内容众所周知不必浪费笔墨等，有的论文前

术、经验交流及相关的基础研究等。作者、读者都是

言部分列出三个目的，但结果只有两个，得出的结论

医用 X 线的操作者或研究人员，在这个专业领域的同

同样是两个，出现前后不符、虎头蛇尾的情况。一般

行之间，需要进行学术交流，而科技期刊就是最好的

没有写作经验的年轻作者易出现此类问题。科技期刊

舞台，同行之间通过论文的形式进行学术交流、学术

编辑针对这类年轻作者要耐心指导，使其注意逻辑思

分享，可以发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某参

维的缜密性。从科技论文的撰写入手，可能是科技工

数的设定经验等。通过交流提高 X 线图片的成像技

作者提高科研能力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之一。在将文

2014 年 12 月第 38 卷第 6 期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6]

• 55 •

章写好的同时，科研能力将随之得到相应提高 。科

得出的结论或规律合理，全文的内容要有连贯性、前

技期刊编辑针对一些科研方法正确，只是写作技巧欠

后呼应。例如，近来研究药物的动物实验类论文，常

缺的论文，应重点与作者沟通，告知其论文应如何表

通过制作某种疾病的动物模型观察某药对该疾病的

述才能突出其想表达的中心意思，如有些数据，如果

干预作用，这类研究的关键步骤是模型的制作，如果

平铺直叙地用文字描述，显得很凌乱，但如果改用表

造模成功了，治疗步骤才能顺利实施；但如果造模不

或图表示的话，就能一目了然。

成功，则治疗的对象就不存在，继续试验不可能得出

科技期刊的读者一般是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者，

某药治疗某病的结论，模型与给药是“此有即彼有、

他们通过科技期刊获得该研究领域的新进展、新成

此无即彼无”的逻辑关系。但有些论文，仅描述了造

果、新信息。如《中华神经内科杂志》的读者群，主

模的过程，对于模型是否成功就只字不提了，只关注

要是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基础研究的医生、科研人员，

接下来的给药剂量、给药时间及结果的收集等。忽视

而不是患者或没有任何医学背景的普通民众。作为基

了“只有模型制作成功给药才有意义”这一逻辑关系。

层医院的神经内科医生，需要定期通过《中华神经内

所以，科技论文一定要重视全文内容的连贯性和次第

科杂志》获取某疾病最新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了解某

关系，避免出现逻辑性错误。

疾病的诊断标准是否发生了变化、某种药物最新的适

2.3 论文内容有新意

用范围、禁忌症等，并根据这些信息指导自己的临床
诊断、治疗工作。对于神经内科医生的读者群而言，

科技论文的新意，一方面是指不同与其他人的新
观点、新思路、新方法、新结论等，或在具体实践过

《中华神经内科杂志》是学术的风向标、是继续医学

程中获得的新经验、新进展或突破。另一方面，必须

教育的定期新教材，一代又一代的神经内科医生伴随

是作者的原创性论著，是作者本人的研究结果或结论，

着《中华神经内科杂志》成长为基层医院的骨干、优

而不是转述其他人的观点，或者翻译的其他文献。通

秀的医疗科研人才。

过论文的创新性吸引更多的读者及同行专家的关注。

2

2.4 论文的时效性

科技期刊的核心竞争力是内容的科技属性
科技期刊内容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科技论文，

科技论文要求其创新性，刊发时间早晚是衡量论
[8]

该类论文内容的最大特点是具有科学性，即符合科学

文有无创新性的重要指标 。也许仅一天之差，他人

研究的规律，又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通过对实验、观

相似内容的论文就在另外的科技期刊上发表了，那本

察或其他方式所得到的研究结果，要进行分析、总结，

刊的论文就失去了其创新性。所以，这里的时效性一

形成一定的科学见解。具体包括设计合理、目的明确、

方面是指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有了新的发现要及时以

采用方法正确、数据准确、逻辑性强、结果真实可重

论文的形式公开发表；另一方面，科技期刊要提高工

复。

作效率，缩短发表周期。

2.1 设计符合科学性原则

3

内容的学术影响力是科技期刊价值的体现

科技论文的科研设计是否合理是论文成败的关

就科技期刊本身而言，定价每册从十几元至几十

键 ，首先，设计的第一要义就是选题，选题的目的

元不等，其定价无法体现其自身价值。期刊的价值在

必须明确，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该问题的研究背景、

于所刊登科技论文的水平，内容的学术水平越高则在

研究现状如何，准备从哪个角度、用什么方法对该问

业界的影响力越大，科技期刊的出版价值就越大，随

题进行探讨等都是在选题时要考虑的环节。其次，选

之附加值就越高。

择解决问题的科研方法，就像具有抗炎作用的抗生素

3.1 高总被引频次体现着科技期刊的价值

[7]

有多种，需要从中选出靶向性最强的一种一样，作者

评价科技期刊的直接量化指标是科技期刊的影

要从诸多科研方法中选择出适合自己科研设计的科

响因子。影响因子是指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

研方法。最重要的一点，论文的结果一定要真实可靠，

计当年的被引总频次除以该科技期刊在前两年内发

要经得起推敲、经得起其他学者的重复、检验，决不

表的论文总数。科技期刊中被引频次高的文章越多，

可弄虚作假。

则当年的总被引频次越高。总被引频次可以客观反应

2.2 逻辑性要强

科技期刊总体被使用、受重视的程度，以及在学术交

逻辑性强是指论文的思维脉络清晰、结构比较严
谨，通过数据、已知条件进行的推导符合自然规律，

流中的作用和地位。影响因子直接告诉人们，哪些是
最有影响力的科技期刊，哪些是最常用的科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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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是最热门的科技期刊。论文内容的学术价值高，

期刊如果盲目追求发行量，忽略其科技性、学术性，

被引用频次就高，科技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必然会相应

就失去了生存的价值。

提高。被引频次高则转载率、目标读者评价、同行评
价均随之提高。

在科技期刊转型期，以经济效益为标准的价值取
向使部分科技期刊的办刊方向发生变异，导致有意无

科技期刊的影响因子提高了，其影响力自然就会

意地抛开学术标准去办内容没有科技含量的“科技刊

增加。第一，作者就会乐意将高水平的论文投给该科

物”或滋生大量“创收期刊” 。科技期刊一旦被利

技期刊，进一步促进科技期刊论文的高水平，形成科

益驱使，其内容的真实性、公信力、学术水平就可能

技期刊与作者的良性互动。第二，读者发现科技期刊

大打折扣。而科技期刊的内容一旦失去了科学性，偏

所刊登的高学术水平论文对自己的工作有指导意义

离了科技的轨道，就很难有长远的发展了。科技期刊

或参考价值，也会主动订阅科技期刊，则科技期刊的

需要在转型中求发展，进行改革也是必要的。但无论

发行量随之增加。第三，随着科技期刊影响力的增大，

如何转型、出版形式如何变化，科技期刊内容的科技

广告商投放广告的力度会增加，给科技期刊带来收

属性不能变，科技期刊论文的学术水平不能降低，这

益。第四，中国科协为推进精品科技期刊工程的实施，

是科技期刊的安身立命之本。

每年都有精品科技期刊的项目资助。如果科技期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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