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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期刊的发展,客观条件虽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要从主观意识上去发展和经营它, 通过 云南植物研究 几年

的发展经历可以看出, 只要我们树立办好刊的理念和做品牌意识; 把准期刊的定位,立足云南特色; 充分发挥编委会的作用;

加强期刊的自身宣传 ,抓住机遇, 期刊才能得到发展,才有可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并在科技期刊群中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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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的今天,国内科技界与国际间的科

技交流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目前在科研工作及科技期刊

中广为采用的 SC I( Sc iences C ite Index )评价体系, 对科研院

所和科研人员产生着持续不断的影响,各种各样的考核指标

与数据, 对科研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以科研人员工作成

果为基本生存条件的科技期刊来说,稿件质量和数量明显下

降, 大部分优秀论文投向国际期刊,以满足科研人员的考核

要求。国内期刊自身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科技期刊生存

的唯一基础就是稿件, 它是期刊发展的主要困难也是亟待解

决的大问题。曾有编辑同仁们对科技期刊的发展作了一些

思考 [ 1] , 笔者就 云南植物研究 这几年的发展, 谈谈在逆境

中求得期刊发展的一点体会。

1 立足云南特色的期刊发展定位

在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第 5版 [2]中确定了 46种生

物科学核心期刊, 云南植物研究 在植物学类 11种核心期

刊中排列第 5位, 而这相对于大城市的期刊来说各方面均无

优势。由于地处较边远省份, 科技与经济相对落后, 在科研

资源的占有量上明显要少于发达城市,在尖端学科上无法与

之相比。因此要想生存与发展, 唯一出路就是准确期刊定

位, 充分发挥本地区优势, 发展我们的强势, 放弃没有竞

争力的劣势, 这样才能在庞大的期刊阵地中占有一席

之地。

云南地处边疆, 由于其特有的垂直气候条件, 涵盖了热

带、亚热带和温带气候, 因此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在

中国植物志 的最新统计中,全国维管束植物约 3万多种,而

云南就有约 1 7万种之多, 占全国的 62 9% , 因此有着 植物

王国 的美誉 [ 3]。云南具有中国特有属植物 180个属,其中 20

个左右为云南特有, 如木兰科的华盖木 Manglietiastrum, 野牡

丹科的药囊花 Cyphotheca, 长喙兰 T saiorchis等,并且在云南石

林县发现了一种原以为已灭绝达 100年之久的中国苦苣苔科

植物 弥勒苣苔, 它是一个单属种 [4]。云南是中草药的宝

库,全省生长着 2000余种中草药药用植物, 如三七、虫草、天

麻、草乌、雪上一枝蒿等;云南也享有 天然花园 的美誉,其中

不少是珍奇种类和特色植物, 仅杜鹃花就有约 300个品种,茶

花也有上百个品种。山茶、杜鹃、报春、龙胆、百合、木兰、兰

花、绿绒蒿八大名花享誉国内外; 云南香料植物资源种类繁

多,在中国亦是名列前茅,如桉叶油、香叶油、黄樟油、香茅油、

依兰香等, 可以说云南可开发利用的药用和花卉等资源异常

丰富,这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少有的 [ 5]。云南为多民族地区,

少数民族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对植物的药用、食用的经验,也

是开发利用植物资源的一个有效途径, 如昆明植物研究所开

发研究的傣药 灯台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 期刊

的发展方向只可能是朝着围绕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发展

的方向推进, 期刊才能得到较好的发展, 也才能向着国际化期

刊的方向迈进, 从而在国际科技期刊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这

也是我们进行改革与发展的思路。

本刊第一任主编吴征镒院士就曾说过 : 要把植物与自

然环境 (包括历史自然环境 )作为一个整体, 把人作为主体,

充分利用植物资源来协调整个生态系统为出发点, 综合地、

系统地开展植物区系研究 [ 6]。多年来已在生物地理学及植

物资源与化学生物学研究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特色。 2006年

初, 在编委会的统一认识和支持下, 期刊以此思路为办刊决

策, 引导期刊的发展方向。编委会确定了期刊定位要以云南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依托, 以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植物

的区系生物地理学为本刊的办刊特色,以植物药用成分的分

析与开发、民族植物学的发展和食用植物的开发与利用为支

撑的办刊体系。

2006年开始, 期刊的征稿与约稿以此为发展方向, 每一

期基本上都有植物区系及生物地理学方向的文章,并加大云

南稀有植物与高山花卉和资源植物的报道。如 2006年报道

的 稀有植物云南金钱槭生长群落特征与保护对策 、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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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种杓兰光合作用和同化产物分配的影响 、滇重楼植物

的研究进展 等, 2007年报道了 极度濒危植物云南蓝果树

的形态修订 、灯台树根的止咳活性成分 、云南南部不同

种源地小桐子遗传多样性的 ISSR分析 等。

经过 2年的努力,期刊效应初建成效, 刊物的影响因子

也从 2005年的 0 320上升到 2007年的 0 709,在 CSTPCD库

中作为源期刊的 1765种期刊中, 总被引频次从第 251位上

升至 228位,影响因子从中 317位上升至 293位 [ 7] , 有了较

大的进步。目前有关作者在进行生物地理学及资源方向研

究时, 云南植物研究 是他们常看的期刊, 形成了一定的

优势。

2 树立品牌意识,面向国际发展

作为学术期刊, 不仅要立足国内的发展, 更要树立自己

品牌意识, 面向国际发展, 要让国际的同行了解、关注期刊,

才能得到更多更好的优秀稿件。

2 1 组织一个国际化的编委会

通过编委不仅可扩大期刊在国内外的影响,而且可通过

编委组织到一定高水准的稿源。2006年初的第五届编委上,

在学科副主编的支持下, 邀请了国内各学科领域的专家担任

本刊编委, 同时也聘请了 11位外籍编委,研究领域包括了植

物系统学、生理、生态、植物化学及资源植物学等方面, 极大

的充实了编委会的力量。

2 2 做好科研学术论文的组织、筛选工作

为组织高质量论文, 瞄准重点科研项目, 对国家及院省

重点支持项目的论文采取相应的优惠政策, 提前发表和减免

发表费; 及时发现有潜力的新的科研人员, 把他们纳入我们

日常关注对象范围, 适当的时候进行专门约稿; 积极参加各

种学术活动, 与科研人员交朋友, 在对他们对编辑部提出要

求时, 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满足他们,在作者与编辑部之间形

成良性循环, 为未来得到作者更多的支持与帮助奠定基础。

对于有着深厚科学积淀的老科学家, 不仅积极约稿, 而且所

有费用全免, 保证他们科学思想的最大发挥。

2 3 建立高水准的审稿队伍

审稿水平的高低, 不仅影响到目前发表论文质量的高

低, 同时也影响到高水平稿源的可持续性。本刊一直坚持每

一学科均由国内知名或资深学者担任审稿人, 而且审稿人也

由学科副主编提出, 尽可能避免由于学科研究上的差距而造

成审稿中的偏差。发表与否也由审稿专家决定,在意见有分

歧时, 主编也尽能听取审稿专家的意见, 而不自行决定, 不论

关系如何, 一律一视同仁。我们同时也注重年轻的后起之

秀, 关注在学科上逐渐成熟的年轻一代, 尤其是目前学科交

叉较深, 年轻的学科专家为审稿的主力军, 我们的审稿专家

中就有副研究员职称的年轻人。

2 4 缩短发表周期,加快传播速度

我刊原是季刊, 过去由于稿源较充足,发表周期经常在

一年以上, 对此作者意见较大。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 作者

对发表论文的时效性要求越来越高, 若周期过长, 对刊物的

稿源影响较大, 且收不到高质量的稿件, 这直接影响到期刊

的生命力。因此我刊自 2003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 并决定

采取一系列的相应措施 ,压缩影响不大、篇幅过长的文章, 多

增加快报、综述类文章,目前期刊的发表时限基本上保持在 6

个月左右。在文章的修改过程中, 尽可能做到短小精悍, 并

在编排格式上多样化和遵循国际检索系统的的编排要求。

在发行上充分利用互联网, 加强与中国期刊网及数据库的联

系, 并于 2006年初建立自己的网站, 将准备发表的文章及时

上网, 让读者第一时间浏览到最新信息, 并了解期刊的进展

情况。在经历一系列改变之后,期刊渐有起色,加快发表的

决定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2003年本刊收稿 160篇, 退稿率

18% , 2004年收稿上升到 209, 退稿率 33% , 至 2009年收稿

数稳定在 250篇左右,退稿率也在 60% ~ 70%之间。

3 充分发挥编委会的作用

编委会是期刊发展的主力, 编委会的潜能发挥的好, 期

刊就能得到较大发展。本刊自 2006年初开始, 在主编的建

议下期刊建立了国际化编委, 国际编委 11人, 国内编委 35

人, 而且他们均是各自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并为各学校或研究

机构的教授或研究员, 同时也采取了新的编委会运行模

式 编委会负责制。新的机制就是对来稿及稿件的录用,

均由编委负责, 由编委初审或直接退稿。由于编委均是本学

科领域的专家, 能够很好的把握来稿的尺度, 不好稿件直接

退稿, 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稿件的质量, 而且降低了审

稿专家的工作负担, 能有更多的精力去审阅可以发表的论

文。编委同时也是审稿专家,他们可在工作中发现优秀稿件

推荐到编辑部, 对于这些优秀稿件, 我们优先发表,鼓励编委

工作的积极性。自 2006年至 2008年 3年时间内, 我们陆续

收到外籍编委稿件 4篇, 国内编委稿件十多篇, 编委推荐稿

件 4篇, 这些稿件的质量均较好。

根据最近几年的统计数据, 云南植物研究 从影响因子

的变化趋势、被引趋势及网络传播趋势等方面, 均程上升状

态* , 这与编委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编委会的专家不仅是

作者, 也是审者,他们站在更高的角度,更能把握学科发展的

动态与热点, 也更能发现好的论文及作者, 期刊的水平也就

基本上有了保障。我刊是植物学综合性期刊, 内容较为广

泛, 为准确把握来稿的尺度, 按学科分别设有 5位学科副主

编, 他们不仅对来稿进行初审, 决定直接退稿或是提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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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审专家。由于提出的审稿人均是该学科的专家, 提出审

稿意见准确性较稿, 作者较满意。他们还对待发表的稿件进

行认真审读和修改英文摘要, 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期刊论

文的质量, 这一点可以从期刊的收发稿率上有一初步的表

明。 2006年期刊收稿 245篇, 退稿率 38% , 2007年收稿 317

篇, 退稿率 62% , 2008年收稿 230篇,退稿率 70% , 发稿率逐

渐下降, 期刊质量不断的上升, 这是期刊改革后的最大特点,

也是期刊编委会的最大贡献。

4 加强期刊的自身宣传的作用

在网络化已快速发展的今天,网络技术的应用可极大的

提升期刊的影响。建立期刊自己的网站, 不仅可以很好的为

作者服务, 也能让读者更好更快的了解期刊最新发表的内

容。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平台, 如清华的 中国知网 及中国科

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 万方数据库 , 科学出版社科技期刊

群, 通过他们搭建的网络平台,不仅扩大在国内的影响, 且在

向国外推介期刊群的过程中,也扩大了期刊在国外的影响。

利用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的机会,通过与参会的科研人员

的沟通与交流, 积极宣传刊物,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我们,

沟通永远是拉近我们与作者距离最好的方式。充分利用本所

科研人员是国外一些专业学会会员的身份, 通过他们用刊物

与国外的学会进行期刊交换, 不仅提高期刊的影响,也丰富了

图书馆馆藏。如昆明植物研究所的馆藏外文期刊中,有 50多

份是用本刊交换而来,遍及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一些学

术机构则采取免费赠送的方式; 在一些大型学术会议上,尽可

能多的将期刊资料赠送给参会人员,让更多的研究人员更有

机会接触和了解期刊; 对有资料需求的读者我们也尽可能提

供帮助。在很多情况下,不作宣传, 作者不知道也不了解我们

的期刊,因此加大力度的宣传是期刊发展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这与企业在新产品上市过程中, 要支付巨额的广告费在各种

媒体宣传产品, 最终达到巨额销售量的做法是一致的。

5 加强管理质量的提高

以人为本, 提高编辑个体素质。一个好的期刊, 有一个

高水平的编辑部也是必不可少的。编辑人员不仅要利用各

种机会参加学科业务及编辑业务的培训, 提高自己身素质,

在可能的情况下引进高层次人员加入编辑行列,站得高看得

才能远, 2008年本刊招聘一位博士从事编辑工作。

编辑部的现代化建设, 在办好一个期刊的过程中也是必

不可少的。通过现代化的手段, 可加快各种来往信件的处

理, 及时反馈给作者及读者。高效率的工作是对投稿作者最

大的尊重, 如果一篇退稿件,拖上一二个月再退还作者, 将会

极大的打击作者的再投稿热情, 但若能在 15天或更短的时

间内及时通知作者, 让其改投其他更可能发表的期刊, 并详

细说明退稿的理由, 则作者会记住这个期刊, 以后有可能, 他

还会再投稿, 因为他对编辑部更多的是一份信任。

2006年初编辑部引入期刊在线投审稿系统, 不仅作者可

以及时了解论文处理情况, 审稿人也可通过网络及时将审稿

意见发送到编辑部, 能上网的地方就能办公, 避免了过去在

发邮件过程中邮件丢失、耽误时间等弊端。由于作者可随时

监督我们的工作, 因此拖延时间处理稿件不可能再发生, 效

率提高较大。

编辑部的操作流程及质控管理的效率有了提高, 编辑及

出版质量就有了可靠的保障。由于地域, 我们在许多方面已

处劣势, 能与其他期刊竞争的只能是服务质量, 只有优质的

服务, 真诚的面对,读者和作者才会信任, 才有进一步合作的

可能, 因此优质稿件的获得我们靠不了期刊的名气, 只能靠

编辑部的真心。

6 结语

一个刊物要从创刊时的不起眼, 发展到未来的国际期

刊, 其发展道路是艰难的 ,但是我们要对未来充满信心。随

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我国的科研工作越来越受到国

际同行的关注。随着国家对科技创新投资力度的加大, 这将

会产生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创新成果, 造就一批具有创

新意识, 国际一流知识创新能力的科学人才, 这将为产一批

具有国际一流学术水平的国际性学术期刊创造了条件。虽

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国际化期刊的要求, 但我们要有这个

意识, 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抓住机遇,为创办一流的国际化

期刊而努力。

只要付出, 就会有收获。通过不懈的努力, 目前 云南植

物研究 已成为国内核心期刊, 已同国际上三十多个国家和

地区建立了交换关系, 并与十多个国家有了发行联系, 我们

正在向国际化方向努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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