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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学术期刊与非学术期刊界限 ◆建立学术期刊编辑
准入、追责制度 ◆实施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建设工程 

 目前一些学术期刊忽视学术质量、靠收取版面费赢利以及“ 核心期刊”功能异化等社
会反响强烈。近期，新闻出版总署通过监测和审读发现，一些期刊刊载论文数量过多，
最多的每期刊发200多篇，由于缺乏必要的审核和把关，论文质量难以保证。特别是少
数期刊超越办刊宗旨及业务范围，刊发的论文几乎涵盖所有学术领域。 
  由于目前的学术与人才评价机制不尽完善，造成论文发表需求泛滥，一些期刊出版
单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缺乏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忽视学术质量，学术期刊以收取
版面费牟利、论文买卖产业化等问题十分突出，严重干扰了正常出版秩序，对期刊界
和学术界的负面影响巨大。 
 
  新闻出版总署将进一步加强对学术期刊的管理，对大量刊载学术论文期刊的质量进
行监测和评估，对确实存在不注重学术质量、刊载拼凑、剽窃学术文章的学术期刊予
以处理；出台相关政策，严格学术期刊与非学术期刊的界限，建立学术期刊编辑准入
制度、学术期刊编辑责任追究制度，提高学术期刊学术水平；建立学术期刊出版质量
评估制度，完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促进学术期刊提高质量；进一步深化报刊业改革，
实施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建设工程，扶持精品学术期刊发展，优化学术期刊发展环境。
各学术期刊出版单位要严格按照办刊宗旨和业务范围出版，完善编辑流程，加强编辑
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学术质量；积极转变经营管理模式，深化内部机制改革，积极适
应学术期刊出版数字化、网络化、规模化的发展趋势，从编辑、经营、生产、发行等
各个环节提升水平，努力提高学术期刊质量，为报道前沿研究成果、服务创新型国家
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学术期刊停刊的现象 

 学术停刊的原因主要从二方面来分析，一、缺少稿源，二、
缺少办刊经费；前者的原因主要是有些学术期刊不注意学
术的价值，没有严格审稿导致办刊宗旨不明确，以至后来
没有人愿意投稿导致稿源缺乏而停刊；第二种很好理解，
以前主办单位有相应的经费支持目前没有了，而停刊。还
有一种是违规经营被新闻出版管理机构责令停刊如由中华
预防医学会主管的《中国误诊学杂志》被停刊。 

 停刊潮，是指由于网络等新媒体的逐渐普及，杂志读者大
幅减少，一些国家的杂志出现停刊的现象。传统媒体越来
越缺乏消费者，人们阅读新闻的途径和方式颇多，比如互
联网、手机和新媒体，报刊杂志可能被排在了最后。  

 



常见的集中论文发表骗术 

 1 比如冒充一个刊物，自己出版印刷。 

 2 使用一本真的刊物，但是把其中两页换掉成作
者的论文，再更改目录。 

 3 发在已经停刊的刊物上，或者给你发在 C 级的
垃圾刊物上  

 所谓“鸳鸯刊”，是指利用同一刊号和期次出版
不同版本的期刊，刊发不同作者的论文以满足其
发表需求的一种怪现象。事实上，这一现象所折
射出的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学术期刊存在整体
质量不高、大量刊发论文收取版面费牟利等问题，  

 



我国期刊标识 

 CN号是由国家出版管理部门负责分配给各省连续出版物的代号。它
以“CN”为前缀，由6位数字和分类号组成，其结构格式为：CN 
XX-XXXX/YY，CN与6位数字之间空半个汉字空，6位数字的前2位
与后4位之间用半字线“-”隔开，前2位为地区号，如南医学报自然
版CN 32-1442/R ,英文版 CN 32-1443/R,社科版CN 32-1606/C 

 后4位数字为地区连续出版物的序号，其中，0001～0999为报纸的
序号，1000～5999为印刷版连续出版物的序号，6000～8999为网
络连续出版物的序号，9000～9999为有形的电子连续出版物(如光盘
等)的序号。  

 字母主要用来说明连续出版物的主要学科范畴，如：文化教育类为G，
分类号置在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6位数字之后，用一斜线“／”隔
开。连续出版物较多的北京地区，当地区代码“11”使用完毕后，北
京地区的连续出版物使用“10为扩充代码。 

 



非法期刊的特点 

这些杂志的一个共同点是读者找不
到编辑部地址，而代之以信箱联系。 

主管主办单位身份 

邮发代码 
 

 



我国期刊评价体系 

 所谓科技核心期刊 

 所谓卫生核心期刊 

 所谓华东核心期刊 

 所谓高校核心期刊 

 双核心期刊 

 



国外著名检索机构 

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 

  《化学文摘》（Chemical Abstracts，CA）  

《文摘杂志》（AJ）  

《工程索引》(EI)  

英国《科学文摘》  

日本《科学技术文献速报》 

 



国外期刊评价体系 

 （1）《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 
       创刊于1963年，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编辑出版。

是一种国际性的、多学科的综合性索引，涉及数、理、
化、农、林、医和生物学等。 

        由于SCI收录并统计了期刊和论文的被引证资料，
因而其在具备其他专业性检索系统所具有的文献检索功能
以外，还绝无仅有地具备期刊和论文的影响力评估、科研
绩效评价等功能。主要有：⑴用于比较不同国家的科研能
力及全面评价某个国家的科研状况；⑵作为图书馆管理员
进行期刊订购和剔旧的参考；⑶帮助科研人员选择和投稿
的相关专业性期刊；⑷用于定量的分析特定期刊的读者群
分布及与其他期刊间的关系；⑸用于分析、追踪热点研
究、判断科学发展的宏观态势  

 
 



美国《医学文摘》 

 PubMed是美国家医学图书馆(NLM)下属的
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开发的、基
于WWW的查询系统,是NCBI的Entrez系统
的数据库之一。该系统通过网络途径免费
提供包括MEDLINE在内的70多外国家
4800多种主要生物医学文献的书目索引文
摘数据库,并提供部分免费和付费的全文链
接服务。  

 



论文的主要结构要点 

 选题 

 

创新是科研工作的灵魂，要选择前人没有解
决或 

完全没有解决的问题，研究的结果应该是前
人不曾获得 

过的成就。 

 

思路新：研究的课题针对目前尚未解决或尚
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技术路线新：采用国内外目前的新技术、新
手段。 

结论新：研究结果在理论上填补空白，或在
技术上有新突破。 

          



要有临床意义和临床价值 

临床实践是临床科研选题的丰富源泉，在
日常实践中，无时无刻不面临着许多诊断
问题、治疗问题、病因问题和如何估计预
后等。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临床医学还涉及临
床经济学、药物经济学和医学社会学。 

 



署名 

 署名人 

 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 

 单位 



摘要 

 结构式摘要 

 目的 为什么？ 

 方法  怎么做？ 

 结果  是什么？ 

 结论   原来如此！ 



摘要  目的：即为什么进行这项研究。包括研究，研制，调查的前提，目的任

务和主题范围，对目的的描述应明确，具体，针对性强。一般不用主语。如

“双侧海马注射神经肽Y Y2受体反义基因对大鼠学习记忆影响的初步探讨”

一文中“探讨神经肽Y Y2(NPY Y2)受体在大鼠学习记忆中的作用”。方法：

即用哪些方法进行研究。包括已经研制、调查所依据的原理、理论、所采用

的材料、仪器设备、研究对象（患者，健康人群，实验动物）研究方案、数

理分析方法、统计学处理方法、效果评价标准等，切忌将实验用品和常规操

作步骤逐项列出。如：双侧海马插管，注射Y2受体的反义、错义寡核苷酸或

生理盐水，采用跳台法记录训练期的错误次数（学习成绩）、记忆测试期的

潜伏期和错误次数（记忆成绩）。 

 

 
 



结果：即取得的主要结果。包括观察结果、调查结果、检验结果、数理

统计分析结果、研究取得的重要数据以及本研究方法与经典方法相

比较的优缺点。结果应具有特异性和针对性。如：注射Y2受体反义

寡核苷酸组大鼠训练期的错误次数较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而记忆

测试期的潜伏期较对照组显著缩短，错误次数显著增加，提示该组

大鼠记忆能力受到显著损害。结论：。结论应证据充分，真实可靠，

切忌在实验数据不足的情况下主观臆测，更不能隐瞒自己不希望得

出的结论而夸大期望得出但证据不足的结论。如：NPY Y2受体参与

了大鼠的记忆形成过程。。 

      关键词：受体；神经肽Y;学习记忆；大鼠 

 
 



正文 

 前言 

 材料与方法 

 结果 

 数据与表格 

 文字 

 图像 



正文 

 讨论 

 参考文献 



投稿技巧 

 期刊分类 

 论文格式 

 与编辑沟通 

 时效 

 期刊识别 



你的论文要与其他同类进行比较竞争 

 标题 给出最重要的信息，并要吸引读者。 

 摘要 做了什么，结果如何，有何意义，简
单明了。 

 图表 为读者浏览文章时提供概述性的结果。 

 结果 给出更详细的发现 

 讨论 给结果作出解释 

 



人们怎么阅读论文 

 极少文章被人从头到尾的阅读。 

 拿起杂志，查看目录，感兴趣的标题翻到
该页，阅读摘要，然后可能查看图表数字，
接下来阅读文章的其余部分，网上更是如
此。 

 当今大量的信息是以标题、摘要和图表的
形式传播，网络时代更是如此。 

 由此可见，论文的标题、摘要的重要性。 

 



停刊的医学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单位 刊期 刊号 出版地 

 1  中国社会医学 西安医科大学 双月 CN：61-1103/R 陕西省西安市 

  2 解放军医学情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 双月 CN：11-1061/R 北
京市 

  3 上海铁道大学学报(医科版) 上海铁道大学医学院 季刊 CN： 31-1605/R 上海市 

  4  中国医学生物技术应用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 季刊 CN： 11-4704/R1 上海市 

  5 大理学院学报(医学版) 大理医学院 季刊 CN： 53-5081/R 云南省大理市 

  6 南京军医学院学报  第二军医大学南京军医学院 季刊 CN： 81-5057/R 江苏省南京市 

  7 人人健康(医学导刊) 山西省健康教育所;中国经贸出版社;世界中医药学会 月刊 CN： 14-1033/R
北京市  

  8 中国消化内镜 中国水利电力医学科学技术学会 双月 CN： 11-5542/R北京市  

  9 大同医学专科学校学报 大同医学专科学校 季刊 CN： 14-1264/R 山西省大同市  

 10  中国医学文摘(内科学) 广西医学科学情报研究所 双月 CN： 45-1121/R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11 四川省卫生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四川省卫生管理干部学院 季刊 CN： 51-1209/R 四川省成都市  

 12 邯郸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邯郸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河北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 双月 CN： 13-
1251/R 河北省邯郸市 

  13 国外医学情报 中国医学科学院 月刊 CN： 11-2211/R 北京市  

 14 当代医学(中国介入放射学) 中国医师协会 季刊 CN： 11-4449/R 北京市 

  15 当代医学(学术版) 中国医师协会 旬刊 CN： 11-4449/R 北京市 



停刊的医学期刊 

 16 日本医学介绍 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科大学 月刊 CN： 21-1181/R 辽宁省沈阳市 

  17 医学文选 广西医学情报研究所 双月 CN： 45-1125/R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18 井冈山医专学报 井冈山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双月 CN： 36-1284/C 江西省吉安市  

 19 国际内科学杂志 中山大学 月刊 CN： 44-1633/R 广东省广州市  

 20 世界核心医学期刊文摘(皮肤病学分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月刊 CN： 11-9234/R 陕西省西安市 

  21 中华性传播感染杂志(英文版) 中华性传播感染研究会 季刊 ISSN： 1608-6260 广东省广州市 

  22 世界核心医学期刊文摘(眼科学分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月刊 CN： 11-9234/R 陕西省西安市 

  23 解放军医学情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 双月 CN： 11-
1061/R 北京市  

 24 世界核心医学期刊文摘(妇产科学分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月刊 CN： 11-9234/R 陕西省西安市 

  25 中国生物美容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 季刊 CN： 11-5465/R 北京市 

  26 整形再造外科杂志  江西省第二人民医院集团;江西省整形外科医院 季刊 CN： 36-1260/R 江西
省南昌市 

  27 地方病译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病防治研究所 双月 CN： 65-1101/R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
鲁木齐市 

  28 世界核心医学期刊文摘(胃肠病学分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月刊  CN： 11-9234/R 陕西省西安市 

  29 世界核心医学期刊文摘(心脏病学分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月刊 CN： 11-9234/R 陕西省西安市 

  30 家庭医药(医药论坛)  广西科学技术协会 月刊 CN： 45-1301/R  



停刊的医学期刊 

  31 分子影像医学杂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分校 半年 CN： 44-1454/R 广东省广州市 

  32 中国超声诊断杂志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超声诊断情报中心 月刊 CN： 11-4485/R 北京市  

 33 中国医学文摘(基础医学) 上海医科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基础医学研究所 双月刊 CN： 31-1275 
 上海市 

  34  国外医学(微生物学分册) 上海医科大学 双月刊 CN： 31-1370/R 
 上海市 

  35 中国微循环 江苏省微循环学临床应用实验培训中心;中国微循环学会 双月 CN： 32-1473/R 江苏省无锡市  

 36 解放军医学情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 双月 CN： 11-1061/R 北京市  

 37 中国社会医学 西安医科大学 双月 CN： 61-1103/R 
 陕西省西安市 

  38 上海铁道大学学报(医科版) 上海铁道大学医学院 季刊 CN： 31-1605/R 
 上海市 

  39 中国医学生物技术应用  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 季刊 CN： 11-4704/R1 
 上海市 

  40 大理学院学报(医学版) 大理医学院 季刊 CN： 53-5081/R 
 云南省大理市  

 41  南京军医学院学报  南京军医学院学报 季刊 CN： 81-5057/R 
 江苏省南京市 

  42 人人健康(医学导刊) 山西省健康教育所;中国经贸出版社;世界中医药学会 月刊 CN： 14-1033/R 北京市 

  43 中国消化内镜 中国水利电力医学科学技术学会 双月刊 CN： 11-5542/R 
 北京市 

  44 大同医学专科学校学报 大同医学专科学校 季刊 CN： 14-1264/R 
 山西省大同市 

  45 中国医学文摘(内科学) 广西医学科学情报研究所 双月刊 CN： 45-1121/R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停刊的医学期刊 

  46 福州总医院学报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科委会季刊  福建省福州市 

  47 四川省卫生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四川省卫生管理干部学院 季刊CN： 51-1209/R 
 四川省成都市  

 48 邯郸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邯郸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河北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 双月
刊 CN： 13-1251/R 
 河北省邯郸市 

  49 国外医学情报 中国医学科学院 月刊 CN： 11-2211/R 
 北京市 

  50 日本医学介绍 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科大学 月刊 CN： 21-1181/R 辽宁省沈阳市 

  51医学文选 广西医学情报研究所 双月刊 CN： 45-1125/R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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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与随想 

 1科技论文是探寻规律而不是工作总结； 

 2基础研究是临床工作的根基，实验室研究
是临床工作的一部分； 

 研究工作靠积累而不是闭门造车； 

 临床研究要解决临床问题 



常见的退稿原因 

。 

该研究的内容不重要 

研究缺乏创新性 

研究设计方法不当 

研究缺乏对照或对照设计方法不
当 

作者从研究的资料中得出不切实
际的结论 

统计学分析不正确或不适当 

文章语句不通或缺乏逻辑，无法
理解 



祝大家有好作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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