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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中医药期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吴俊玲
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 济南 250355
摘要：在大数据时代，中医药期刊作为交流和传递中医药情报信息主要渠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机遇和挑战。肩负重要责任的中医药期刊，一定要把握住这次变革良机，关注热点研究，突出中医
特色；提高编辑素质，提升期刊质量；完善数字出版，改变组稿模式；建立行业自评体系；吸引优质
稿源，培养优秀作者；加强学术论坛活动，提供交流传播平台，共享医药信息资源，在大数据时代变
革中有所作为。
关键词：大数据；中医药；期刊；机遇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5.03.019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CM Periodicals in Big Data Era
WU Jun-ling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Shandong 250355, China)
Abstract: As the main channel for the exchange and transmission of TCM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in big
data era, TCM periodicals have been faced with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Shouldering such
significant duty, TCM periodicals should catch the opportunity for revolution, focus on the hottest researches,
and highlight TCM features. The quality of editors and periodicals should be improved; Digital publishing
should be perfected and solicit contribution mode should be changed; Industry self-assessment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Articles with high quality should be attracted and excellent authors should be trained; Academic
forum activiti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 and transmission should be provided,
with a purpose to share med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All the mentioned above can help TCM periodicals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big data era.
Key words: big data; TCM; periodical; opportunity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正影响着我们的生产、生

效评价严重西化，在定量化、标准化过程中遇到了极

活、工作和思维方式。牛津大学教授维克托•迈尔•

大的困难。中医药期刊是研究中医文化的重要载体，

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中说道，
“大数据正在改

汇集了中医名家的宝贵经验和发展思路，反映了中医

变我们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大数据开启

教学、科研、临床等方面的最新成果，是中医研究人

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大数据正带来一场生活、

员开展学术交流、提高学术水平的重要媒介。近年来，

工作和思维的大变革”

[1]1

。随着这场信息社会“哥

由于互联网的冲击、行业发展的限制、期刊种类数量

白尼式革命”时代的到来，作为交流和传递中医药

的激增、期刊评价西化等因素，导致中医药期刊遭遇

情报信息主要渠道的中医药期刊，面临着前所未有

了发展瓶颈。全国科技期刊学术会议交流或培训的各

的机遇和挑战。

类排行榜、精品优秀排名中，鲜有中医类期刊，偶有

1 大数据时代对中医药期刊的影响

几种，也是有关中药研究。不论是中医期刊评价还是

中医是具有独特系统理论的传统医学，几千年来

学术评价，都过度依赖从事量化评价的机构，期刊优

一直应用于临床，取得了显著疗效。随着现代科技的

劣也被各种排行榜取代，而这其中又缺失了同行专业

迅猛发展，中医药在发展的同时也深受冲击，中医疗

评委的评价。
由于 SCI 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越发受到重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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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期刊只能望其项背。对 SCI 的狂热追求，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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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人员和机构越来越看轻国内期刊，中医药期刊备受

这是目前要做的最关键的复杂工程，也是中医药研究

冲击。大量期刊竞相创办英文版，以进入 SCI 收录为

领域的最新热点。刘保延等在 2014 年 12 月成立中国

办刊目标，一旦进入 SCI 就意味着领先国内同行，
“走

中医科学院中医药数据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负责日

向国际了”
，身价倍增。但中医药期刊的质量怎能是

常事务的全民健康保障信息化工程中医药项目办公

SCI 说了算？！应该承认的是，对 SCI 论文或 SCI 期

室亦同时成立。该中心将尽快完成与中国中医科学院

刊的追逐，确实鼓励了大量科研人员发挥潜能、刻苦

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的人员、设备和技术整合，构建数

钻研，但同时助长了不良风气，出现了很多学术不端

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中医药数据支撑平台与管理

和学术造假行为。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期刊，不读、不

服务共享体系，担负起国家级中医药数据中心的责

引用国内论文，甚至引用发表在国外期刊的中医理论

任。可以想见，随着中医药特色的大数据不断开发，

文章，对国内期刊发展相当不利；同时，这样引导科

中医药治未病、保健养生、整体观念、系统论等专业

研人员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写英文文章，争相在国外

优势必将有所创新和突破。中医药期刊刊载原创性研

期刊上发表，导致新经验、新成果严重外流。以笔者

究成果，必须要突出中医学术特色和学科优势，这是

所在学校为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中药课题论

中医药期刊生命力和竞争力所在

文，必须要发在 SCI 收录期刊，这就迫使科研人员将

2.2 提升期刊质量，提高编辑素质

[2-3]

。

最有价值的研究结果最先投稿到国外期刊，剩余不太

大数据时代数据量巨大、种类繁多、价值密度较

重要的才考虑投国内期刊，长期如此循环，国内期刊

低，中医药期刊编辑必须要具备超强的信息能力，从

越来越没有好论文，愈来愈没法与国际期刊竞争，使

中找到所需信息。这就要求编辑树立大数据时代编辑

国内中医药期刊学术影响力受到严重影响。

理念，有较高学术素养和较强的辨别能力，具有敏锐

大数据的特点表现在“更多：不是随机样本、而
是全体数据；更杂：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更好：
[1]1

的信息意识、扎实的信息知识、良好的信息渠道。尤
其是青年编辑，不仅要求具备医疗系统相关专业知

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 。中医的特征和优

识，还要熟练运用计算机系统，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

势是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强调统一性、关联性和功

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适应新时代对期刊编辑的

能性。大数据与中医药信息有极高的相似性，中医药

新要求。中医药期刊编辑应密切关注中医药数字化信

信息特征与大数据的特点更加契合，这是发展中医药

息，时刻探索学习形成中医药大数据的具体操作技

的最佳良机，中医要利用现代新技术手段为自身发展

术、研究方法，能够既懂中医药，又擅长中医相关知

服务，大数据技术就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人们掌握了

识信息数据采集、分析，做一名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智

越来越多的医疗信息，拥有更先进的医学技术手段，

能编辑”
，做新时代的复合型人才。

但与此同时，各类数据信息公开暴露于外，有可能威

2.3 完善数字出版，改变组稿模式

胁到国家秘密和人身安全，所以大数据也是一把“双

数字化出版是中医药期刊的必由之路。中医古医

刃剑”
。随着人们越来越了解大数据的问题和缺陷，

籍数字化、数据化与知识库工程已初具规模。大量病

只能改变原有惯例来适应这种冲击，建立新的规范准

历资料、临床方药、名医经验、实验研究也正逐渐实

则，提高保密意识和保密责任，让保护隐私的责任转

现数据化。随着文献载体和传播途径数字化，中医药

移到使用者身上，让他们更负责任地使用大数据。中

期刊大多使用了采编系统，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对来

医药期刊面临竞争环境透明化、传统秘方和隐私泄

稿进行“预处理”，自动评估重合率、一稿多投等，

密、纸质古籍使用率下降、数据客观真实性等挑战。

直接检测出来稿抄袭、重复发表等学术不端现象，减

因此，大数据给中医药期刊带来了诸多机遇和挑战。

少了编辑的无效劳动。随着采编系统的应用，根据检

2

测结果可以把握文章创新点，稿件内容反复退修，基

大数据时代中医药期刊的应对措施

2.1 关注热点研究，突出中医特色

础质量有所提高。期刊编辑应主动了解读者和市场需

大数据时代，各种医药信息产出数量均成倍增

求，有针对性地与名中医药专家及顶级实验室保持密

长，研究人员应在浩如烟海、纷繁复杂的医药数据中

切联系，掌握本专业最新研究进展，预测本领域的发

撷取有用的信息。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蕴藏着

展前景，对作者和读者下一步的科研方向进行指引。

许多珍贵的科学文化遗产。面对海量中医药信息，如

2.4 建立行业自评体系

何利用大数据技术，取决于对大数据的收集、处理，

大数据强调“一切数据平等”的理念，因此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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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弱化原有核心期刊体系，需要建立起新的期刊评价

层论坛，互通信息，开阔思路，取长补短，获得新知

体系。中医有着几千年历史，积累了无法计数的中医

识、新观念，掌握新技术、新能力。了解中医药最新

经典方，而 SCI、EI 缺乏中医药专家对论文进行同行

研究进展和方向，及时报道和传播，不仅能提高期刊

评议，论文没有发表在 SCI、EI 收录期刊，不能说明

的关注度，而且为中医药学术交流传播提供更好的平

其内容学术价值不高。所以，有必要建立中医药核心

台，从而提高中医药期刊的学术水平，提升其权威性

期刊评价体系，评选出本行业的特色期刊、精品期刊。

和影响力，努力推出精品特色期刊，真正实现与国际

唯有此，中医药期刊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发挥中医自身

接轨。

特色，自信地走自己的路！
2.5 吸引优质稿源，培养优秀作者

总之，大数据在中医药领域才刚刚起步，如果收
集到了海量数据，却不能进行有效地分析处理，那这

由于中医药期刊影响因子普遍不高，国际影响力

些数据就是死的，无法从中提取有用信息。肩负重要

低，优质稿件大多涌向 SCI 期刊。要想吸引高质量稿

责任的中医药期刊，一定要把握住这次变革良机，争

件，必须要和那些专业领域内优秀专家或经常发表佳

取在大数据变革时代有所作为。

作的优秀作者密切联系，常书信交流、电话联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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