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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非核心医学科技期刊的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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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皮肤性病诊疗学杂志》编辑部，广东 广州 510091
摘要：非核心医学科技期刊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在医学核心期刊的挤压下，其发展面临
巨大挑战。文章结合自身杂志的工作经验，提出非核心医学科技期刊可根据刊物的定位，借助主办单位
力量，开辟特色栏目，灵活多样约稿，加盟有影响力的出版平台，打造期刊特色，加强宣传推荐，争取
优质稿源，扩大影响力，谋求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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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Development of Non-core Medical Sci-tech Journals
HUANG Ying, SUN Xi-feng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Diagnosis and Therapy on Dermato-venereology, Dermatology Hospital of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91,China)
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non-core medical sci-tech journals has its inevitability and necessity. However,
under the extrusion of core medical journals, non-core medical sci-tech journals are faced with severe
challenges. In order to multiple the impact of non-core medical sci-tech journals and achieve greater
development, combined with the working experience of our editorial department, this article put forward to
some measures, such as building columns with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adopting manuscripts actively and
flexibly, cooperating with influential publishing platforms, cre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ournals, strengthening
publicity and recommendation, and obtaining quality manuscripts according to the positioning of publications
and with the power of the organizers.
Key words: non-core medical sci-tech journals; sci-tech journals; development
医学科技期刊是中国科技期刊的重要组成部
分，汇集着医学工作者的医药经验和工作成果。目

要，而且非核心期刊在不断努力下，也会创造条
件，达到核心期刊的标准。

前国内对医学科技期刊的评价主要以是否是核心期

然而，国内学科评估、职称评定、课题结项、

刊为主，而核心期刊的评选方式决定了必然有一部

学术评奖中“以刊论文” [1] 的方式，使“核心期

分期刊不在核心之列，因此非核心期刊的存在是一

刊”成了“香饽饽”。高层次科技人员、重大基金

个必然。而从现实需求上来说，临床医生因职称晋

课题文章、知名学者等一般不会选择“非核心期

升及科研结题、医学生因毕业等都面临着发表文章

刊”，“新生作者”也首先会选择将文章投往“核

的压力，就算每人每年只写 1 篇，核心期刊也刊载

心期刊”，被退稿或者得知发表周期过长满足不了

不了所有文章，因此非核心期刊的存在也非常必

自己的需要后再投往非核心期刊，非核心期刊成了
这些投稿作者的“保底”选择，其稿源数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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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都会受到一定影响。在持续发展的压力下，非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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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医学科技期刊一定会找到自身进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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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针对普通临床医生

对于非核心期刊的发展方向，主办者一般有几

目前临床医生在晋升高级职称和科研课题结题

种思路，一是坚持自己的办刊方针和路线；二是努

时都面临着发表文章的任务，避开指定要求发表在

力创造经济效益；三是注重社会效益，提高期刊的

核心期刊上的单位，还是有大量的文章需要期刊来

[2]

学术水平和影响力 。对于医学科技专业期刊来

刊载。相比较之下，非核心期刊稿源的竞争就来自

讲，提高期刊的学术水平乃上上之策，但面对实力

于其他同类期刊争抢的压力。因此，编辑应积极主

强大且处于优势地位的医学类核心科技期刊的挑

动出击，利用信函、邮件、网站、微信等多种形式

战，以及同样积极追求发展的同类非核心期刊的竞

广泛征稿，采取对课题基金文章、前沿科研成果开

争面前，如何寻求自身出路，扩大发展空间，是一

通“绿色通道”、缩短发表周期等方式吸引优秀稿

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结合自身杂志的工作经

件，只有稿源数量充足了，才能够沙里淘金，选出

验，在刊物稿件来源、栏目设置、宣传等方面提出

高质量的稿件。

几点对策。

2.3 针对各院校在读研究生
这类学生的文章往往是导师课题中的一部分，

1 明确自我定位，开辟特色栏目
期刊自创办初始，就有明确的办刊宗旨及市场

在内容上有闪光点，但因作者缺少学术规范的基本

定位。期刊应了解自己的主要客户群，即主要读者

训练，缺乏写作技巧，文章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群和作者群，对读者、作者进行广泛调查，了解读

编辑应对他们的稿件在写作上给予针对性的、耐心

者最感兴趣的内容、希望设置的栏目，从而及时更

的指导，进行认真细致的修改，使其最终成为一篇

新和调整刊物的定位、栏目等。如我刊通过读者调

合格的论文。这部分人群是本行业的新生力量，未

查发现，很多基层医院医生为我刊的读者，他们对

来也可能成为本专业领域的中流砥柱。通过这种方

临床上最新药物、最新技术的应用，以及特殊、典

式，也为杂志培养了一批潜在的作者。

型病例分析具有很大兴趣。因此，我刊加强了这方

3 依托主办单位，打造内部实力

面文章的约稿，并实行严格的审稿，力求为基层医

医学期刊的主办单位大多是医院、医学院校、

生提供实质性的指导，受到了读者的好评。另外，

医学学会协会等，而这些医院承办或主办的医学期

很多读者在从事皮肤诊疗工作的同时，也承担着皮

刊多是依靠于所在医疗单位的某专业学科优势而存

肤病性病的防治工作，为此，期刊专门设立“公共

在 [4] ，主办单位可以凭借自己在临床、教学、科研

卫生”专栏，报道皮肤病流行病学方面的研究与调

等方面的实力，组建一批优秀的审稿人才队伍以及

查，这些论文学术质量都比较高，被引率高，起到

作者队伍。比如我刊主办单位是医院，医生在临床

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也为临床医生开展临床工作提

中会碰到一些特殊的病例，或者经大量的临床实践

供了参考。

在疾病的诊断及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

2 了解不同对象特点，灵活多样约稿

写出来会是不可多得的文章，但因为工作繁忙或其

优秀稿源是期刊质量的保证。与核心期刊相
比，非核心期刊在约稿方面难度较大，因此，在约

他原因疏于动笔，针对他们要主动约稿，鼓励、激
励他们多写文章，并随时提供必要的帮助。

稿方面要注意了解不同对象特点，采取灵活的多途

另外，主办单位对杂志的投入及重视与否也是

径约稿方式。

期刊发展的重要因素。期刊的影响力是主办单位软

2.1 针对知名专家

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培育和塑造主办单位品牌

很多专家会把自己的文章投到核心期刊上，以

魅力、提高知名度和公信力都产生巨大影响。主办

取得更高的关注度，对于一般刊物的约稿，可能会

单位的优势学科可推动期刊的发展，期刊也同样在

拒绝。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编辑首先要掌握专家

树立主办单位的声誉 [5] 。期刊编辑要积极主动取得

的科研方向与学术研究范围，了解专家的创作风

主办单位的支持，加大主办单位对期刊在人力、物

格，采取寻求专家支持与帮助的方式，主动宣传自

力等方面的投入，加强期刊建设。

[3]

己的刊物，诚恳约稿 ；另一方面，编辑应充分发

4

挥编委会的力量，编委利用个人魅力和业务交流机

数字化

会，直接与同行约稿，往往可收到不错的效果。

加盟有影响力的数据库出版平台，推进期刊出版
数据库出版平台可使文献资源得到深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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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使用者，提高文献利用率。数据库因整合了诸

传 [8] 。网站可让作者全面了解期刊简介、投稿要

多类别期刊，借助网络传播，在推广方面较单独的

求、日常动态、联系方式等，微信则集文字、图

[6]

期刊具有更大优势，可覆盖更广泛的受众群体 。

片、表情等多种媒介为一体，具有信息传播迅速、

目前国内的数据库出版平台以中国核心期刊（遴

内容精准推送、即时消息发布等优点。期刊要善于

选）数据库（万方数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

利用这些信息化手段，发布行业前沿信息，推送优

总库（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

质文章，扩大期刊的知名度。

网）为代表，近几年有新兴的数字化出版平台如超

7 小结

星的“域出版”等，期刊可以在多元平台上发布，

非核心期刊的存在有其自身的作用和价值，尽

不仅适合于计算机传播，更适合移动终端传播，使

管在核心期刊的挤压和竞争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期刊的数字化转型得到升级，学术传播的范围可实

但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当然，其

现最大化。

发展还需管理者从运行体制、管理办法上进行优

非核心期刊与数据库出版平台的合作要注重长

化，经营者从经营方式上进行拓展，在创造社会效

远利益和影响，主要是借助平台的传播手段来使出

益的同时增加经济效益。本文仅从编辑的角度提出

版数字化、传播效率提高、受众人群扩大，达到双

一些对策，而期刊的发展需要多方协同，根据实际

方共赢之目的。

情况，集思广益，明确目标，加强建设。

5 明确编委职责，充分发挥编委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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