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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藉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以下简称 《学报》） 创刊 30 周年之际， 回顾 《学报》 办刊 30 年的变革与发展历程， 总

结 《学报》 的办刊特色与思路， 提出 《学报》 的未来发展规划。 《学报》 在 30 年办刊中始终坚持中医药特色、 学术前沿性

和编辑规范性的定位， 不断求新， 不断发展， 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 逐步规范化、 精品化， 使 《学报》 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

响力逐步得到了社会和学术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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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以下简称 《学报》）
是由广东省教育厅主管、 广州中医药大学主办， 于

1984 年创刊的一份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中医药学术

类刊物。 创刊以来， 《学报》 始终坚持 “继承和发

扬祖国医药学， 反映中医药学科水平， 在促进中医

药学科和相关学科学术交流的同时， 促进学校的学

科建设和科研工作发展” 的办刊宗旨 ［1］， 以学术质

量、 编校质量建设为核心， 倾力打造独具岭南中医

药特色的现代中医药优质学术刊物， 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 有力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值此

《学报》 创刊 30 周年之际， 拟对 《学报》 30 年的

办刊之路作一回顾与展望， 更好地促 《学报》 发

展， 促中医药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

1 创刊历史与发展历程

《学报》 自 1984 年创刊起， 在 30 年的办刊中

经历了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 逐步规范化、 精品化

的发展历程， 《学报》 办刊 30 年的变革与发展体现

在以下几方面：
1． 1 发挥编委会良好的学术指导作用

学报编辑委员会是学报编辑出版工作的学术指导

机构， 对学报编辑出版起指导、 监督和咨询作用［2］。
《学报》 自 1984 年创刊起， 共组建了 8 届编委会，
历任编委会主任委员有陶志达、 李国桥、 冯新送、
刘国普、 徐志伟、 王省良 6 位教授， 编委会主编先

后有陶志达、 欧明、 区永欣、 彭胜权、 陈蔚文 5 位

教授； 第 1 届编委会委员有 25 人： 王建华、 王德

鉴、 邓铁涛、 丘和明、 司徒铃、 李仲守、 李任先、
李国桥、 李儒珍、 何伯苍、 肖玉英、 岑泽波、 岑鹤

龄、 沈炎南、 陈洁文、 欧明、 桌权、 罗元恺、 赵思

兢、 梁乃津、 梁剑辉、 陶志达、 黄耀燊、 彭胜权、
甄梦初， 首届编委均来自校内， 但基本涵盖了我校

老一辈德高望重的知名专家、 学者。 至 2012 年的

第 8 届编委会， 成员达到了 101 名， 由校内、 外的

老中青各层次的知名专家、 教授组成， 编委委员的

专业分布、 年龄结构等更趋合理。 作为 《学报》 的

学术指导机构， 历届编委会发挥了对学报编辑出版

工作的重要的指导、 监督和咨询作用。 特别是历届

的主编更是对 《学报》 发展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其

中 已 近 90 岁 高 龄 的 欧 明 老 主 编 现 仍 时 不 时 给 予

《学报》 办刊的指导， 年逾 75 岁的区永欣老主编现

还坚持为 《学报》 审稿。 老一辈编辑的严谨治学精

神始终激励着我们年青一辈在编辑之路上学习、 探

索。
1． 2 办刊形式与时俱进， 办刊实力不断强化

《学报》 1984 年创刊之初， 办公条件简陋， 专

职编辑严重缺员， 仅 1 人专职办刊， 稿源也处于起

步状态。 稿源单一， 主要是学校及校友的来稿， 数

量及质量均待拓展和提高。 在编辑部办刊人员的不

懈努力下， 《学报》 紧跟学校总体发展的步伐， 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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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85－2013 年年发表论文数及校内外发稿情况

Figure 2 Comparison of annual published articles with the
received articles from the institutions belonging to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institutions not belonging to the University
in the year of 1985－2013

随学术办刊的最新发展要求， 不断创新， 不断发

展， 办刊形式上逐步从内部发行办成了国内外公开

发行， 从季刊办成了双月刊， 从 16 开本办成了大

16 开本 （见表 1）。 内容表现形式上也不断充实，
1987 年开始增加了中文摘要， 1988 年增加了英文

摘要和规范了主题词标引， 1998 年实行图表数据

以量和单位表示， 1999 年开始标注中图分类号及

文献标识码， 2000 年开始采用四要素式的结构式

中文摘要， 2001 年开始实行图题、 表题以中英文

对照编排， 2014 年开始标注 DOI 号 （国际 DOI 中

国出版物注册编号）。 通过对论文主体内容要素的

规范式、 提炼式的标注、 标引， 使论文更有利于被

国内外信息采集部门收录， 也更便于被读者搜索和

阅读， 促进了 《学报》 的国内外传播。

表 1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基本信息变化情况

Table 1 Alternation of general data of 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变更项目 变更前 起止时间 变更后 起止时间

刊名 《广州中医学院学报》 1984－1995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6－

发行范围 内部发行 1984－1986 国内外公开发行 1987－

刊期 季刊 1984－2003 双月刊 2004－

发行方式 自办发行 1984－2003 邮局发行 2004－

刊本 16 开本 1984－2001 大 16 开本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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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85－2013 年年发表论文载文量变化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annual Chinese characters
published in the year of 1985－2013

在办刊人员的数量与素质方面， 在学校的大力

支持下， 学报办刊实力也得到不断提高， 现有专职

编辑人员 5 人， 均为副高职称， 且均为硕士研究生

或以上学历人员， 编辑人员处理稿件已不再是剪刀

加浆糊的老式方法， 而是不断强化了稿件的电脑

化、 信息化处理方式， 大大提高了稿件的编辑处理

水平和效率。
1． 3 稿源不断拓宽， 稿件质量不断提高

《学 报》 1984 年 创 刊 之 初， 稿 源 处 于 起 步 状

态， 稿源单一且不稳定， 主要是学校及校友的来稿，
数 量 及 质 量 均 待 拓 展 和 提 高， 经 过 不 断 的 拓 展，
《学报》 年载文量从 1985 年的年刊 97 篇约 32 万字

办成了 2013 年的 237 篇约 188 万字， 年载文量增

加了 6 倍 （见图 1）。 《学报》 论文刊出数量上稳步

增长的同时， 学报的用稿质量亦稳步提高， 且随着

学报的影响力的进一步提高， 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

优质外稿 （见图 2）， 网络传播亦呈增长趋势 （见

图 3）。 以 2013 年为例， 全年共收稿件 2 012 篇，
发稿 237 篇， 退稿率达到 88％。 发表的论文中本

校 （包括校本部、 各研究所、 附属医院及非直属医

院） 论文共 155 篇， 基金项目比为 65．16％ （101 ／
155 篇）； 外稿 82 篇， 基金项目比为 74．39％ （61 ／ 82
篇）； 内、 外稿用稿比例为 3∶1。
1． 4 办刊质量不断提高， 学术影响力不断扩大

《学报》 历年在国家级、 省级各类期刊质量评

比 中 屡 获 佳 绩 （见 表 2） ； 在 学 术 影 响 力 方 面 ，
《学报》 相继被多个国内外权威检索系统 ／ 数据库收

录 （见表 3）； 从反映刊物学术影响力相关的文献

计量学指标及被数据库收录的情况来看， 本刊的影

响因子、 被引频次、 基金论文比等指标不断提高，
在近 5 年保持较稳定的水平， 2013 年 《中国期刊

引证报告》 影响因子 0．592， 基金比 0．63， 在中医

药类高校学报中列第 5 位； 2013 年 《中国学术期

全年发稿数

校内发稿数

校外发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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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5－2013 年 《学报》 网络传播趋势

（来源于中国知网）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annual download frequency

of the articles in the year of 2005－2013 （data source
from CNKI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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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历年被国内外权威检索系统 ／ 数据库收录情况一览表

Table 3 Catalog of domestic and oversea retrieval systems and database including 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ince 1988

起始年份 国内外权威检索系统 ／ 数据库收录项目

1988 至今一直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同年被列为首批输存国家科委重点项目 《中国

生物医学文献库》 的期刊

1992 被美国 《国际期刊目录》 收载， 并被包括美国化学文摘 （CA）、 俄罗斯 《文摘杂志》 （AJ）、 《中国核心期

刊 （遴选） 数据库》、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光盘数据库 （CBMDISC）、 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数据库等多个国内外

权威数据检索系统收录

2009 入选武汉大学 RCCSE 权威、 核心期刊 （A）， 被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医学索引 （WPRIM） 收录

2012 入选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11 年版， 即 “中文核心期刊”

表 2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历年获奖情况一览表

Table 2 Catalog of rewards for 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ince 1989
年份 获奖项目

1989 获全国高等医药学院校优秀学报奖

1990 获广东省自然科学学报编排规范化奖

1999 获全国优秀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及教育部优秀科技期刊二等奖

2000
获第二届广东高校优秀学报二等奖、 第二届全国中医药优秀期刊二等奖、 第三届广东省优秀期刊奖、 第三

届广东省优秀科技期刊一等奖、 首届 《CAJ－CD 规范》 执行优秀奖、 全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一等奖

2001 入选为国家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2004 获全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评比一等奖

2006 获首届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奖

2007 获 “以岭杯” 第三届全国中医药优秀期刊三等奖； 被评为 “广东省科技期刊优秀编辑部”

2008 被评为 “全国高校科技期刊先进集体”

2010 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奖

2011 获广东省优秀科技期刊二等奖

2012 入选第四届全国中医药优秀期刊

刊影响因子年报 （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 复合影

响因子 0．766， 他引影响因子 0．743， 在 “中医学和

中药学类” 118 种刊源中列第 21 位。
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中国科技期刊引

证报告》 显示， 《 学报》 2009 ～ 2013 年影响因子、
基金论文比等数据持续保持较高水平 （见表 4）。

2 办刊思路
创刊 30 年来， 《学报》 始终坚持中医药特色、

学术前沿性和编辑规范化的定位， 在组稿和栏目设

置上力求创新， 内容上有特色。 正是 《学报》 孜孜

以求的坚持和努力， 才使 《学报》 能够被多个国内

外权威检索系统 ／数据库收录， 并多次获国家、 省

N
年

下
载

量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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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9－2013 年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影响因子、 基金论文比

Table 4 Distribution of impact factor and foundation article ratio of 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ince 2009

年份 出版周期 刊载论文 ／ 篇 影响因子 总被引频次 基金论文比

2009 双月刊 159 0．846 1 150 0．461

2010 双月刊 165 0．822 1 157 0．538

2011 双月刊 173 0．852 1 326 0．624

2012 双月刊 186 0．762 1 401 0．550

2013 双月刊 237 0．592 1 527 0．630

部级优秀期刊奖项， 影响因子持续保持较高水平，
《学报》 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力得到了社会和学

术界的普遍认可。 以上成绩的取得都得益于 《学

报》 始终坚持以下特色办刊思路。
2． 1 始终坚持中医药特色

2． 1． 1 发 挥 学 校 中 医 学 科 优 势， 为 学 校 学 科 建

设、 人才培养服务

广州中医药大学是我国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中医

药人才、 解决中医药重大科技问题、 防治重大疾病

和疑难杂病的重要基地， 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集教

学、 科 研、 医 疗 于 一 体 的 著 名 中 医 药 高 等 学 府 。
《学报》 充分利用学校的学科优势和专业特色， 将

其与 《学报》 的栏目建设相结合， 秉承 “厚德博

学、 精诚济世” 校训， 着眼于临床需要， 立足于学

校各科研中心 （所） 及其直属和非直属医院重点学

科的临床和科研成果， 面向全国征稿， 开设临床研

究类专栏 （涉及临床各科研究、 中医证候研究、 流

行病学等）， 经络与针灸专栏， 中药学专栏 （包括

中药药理、 中药资源、 中药质量等）， 以及理论和

文献研究探讨类， 新学科、 新技术， 名医经验类和

文献综述等栏目， 全方位、 多角度地报道中医药领

域各学科、 各专业学术研究成就与动态， 为中医药

临床、 科研和教学提供新理论、 新技术和新知识，
也为学校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服务。
2． 1． 2 依托岭南地域文化， 打造特色栏目

2． 1． 2． 1 开设 “南药园地”、 “岭南医学” 等特色

栏目

岭南， 指五岭之南， 包括现今广东、 广西及海

南省和香港、 澳门地区［3］。 由于独特的岭南人体质

和岭南疾病， 逐渐形成了岭南医学独特的医药经

验。 岭南医学扩展了中医药学的应用范围， 是一个

伟大的宝库， 应当努力发掘和发展［4－5］。 《学报》 依

托岭南地域文化， 从岭南地域疾病实际特点出发，
立足于学校丰富的岭南医学学术资源， 着力报道岭

南医学发展成果。 我校岭南医学学术资源丰富， 目

前拥有中医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涵盖 12 个

二级学科）、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 25 个、 省

攀峰重点学科 1 个、 省优势重点学科 2 个； 拥有科

技部工程中心 5 个、 省部局级重点实验室 21 个，
如 “岭南中药资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等； 附属医

院众多， 有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东省

中医院等 4 所直属附属医院及深圳市中医院、 中山

市中医院、 广州市中医院等 26 所非直属附属医院，
综合实力居全国中医院校之冠， 同时拥有大批致力

于研究和应用岭南中医药学的名医、 教授。 2010
年起开设 “南药园地”、 “岭南医学” 等特色栏目，
刊登了岭南地道药材 （如广藿香、 阳春砂仁、 化橘

红等） 的栽培、 化学成分分析、 中药药理研究， 以

及岭南医著文献和岭南医家学术思想等相关方面的

研究， 成为 《学报》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1． 2． 2 开设 “学者风采”、 “重点学科宣传”、
“名医经验” 栏目

为营造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尊重创造的学术

氛围， 《学报》 利用杂志的交流和宣传平台， 特开辟

“学者风采” 宣传专栏， 留出每期杂志封二彩色版面

1 页， 向社会和学术界展示我校各研究领域的著名专

家、 终身教授以及学科带头人等优秀人才的学术思

想、 学术经历及学术成果， 突出展示我校及 30 所直

属、 非直属附属医院岭南医学名家风采， 树岭南医学

名家品牌， 以发挥 《学报》 既推动人才交流， 又为后

辈学者提供治学楷模的媒介作用。 从创栏开始， 《学

报》 已相继刊登邓铁涛、 王建华、 欧明等近 30 位对

岭南中医药学有重要贡献的著名专家。
同时， 为突出学校重点学科建设成果， 也充分

利用学报封底进行学校 “重点学科建设成果展示”，
通过加强重点学科建设带动学校其他学科建设， 推

动学校学科、 学术的建设和发展。
《学报》 及时了解学校各附属医院名老中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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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门诊量和患者口碑讯息， 开设 “名医经验” 栏

目， 紧 紧 抓 住 名 老 中 医 经 验 中 的 “特 点”、 “亮

点”， 及时征集省内外、 全国名老中医专家对临床

疑难杂病疗效确切的特色经验， 如邓铁涛教授重视

鼻头望诊治疗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李丽芸运用梅花

针调奇经治疗卵泡发育不良、 劳绍贤教授运用岭南

中药辨治溃疡性结肠炎等等， 较好地推动了 “全国

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传承工作”。
2． 2 始终坚持期刊学术质量第一， 编校质量第一

2． 2． 1 始终视学术质量为刊物的第一生命［6］

《学报》 一贯坚持 “高标准、 高质量” 的办刊

原则， 把提高质量放在首位， 强化 “严格管理、 重

在质量” 的办刊意识， 努力保证期刊的出版质量达

到中国自然科学期刊质量标准和编排规范的要求。
《学报》 多年来一直坚持、 严格执行编辑初审、 专

家复审、 主编终审以及学报编委审查定稿的制度，
所有稿件均通过严格三审， 只刊载具备先进性、 科

学性、 实践性的学术属性较强的中医药学科前沿论

文， 突出报道中医药学理论研究、 临床研究和实验

研究的新成果， 重点刊出新应用技术和开发研究成

果的论文， 加强重点学科和岭南区域特色及常见

病、 多 发 病 防 治 研 究 的 报 道 力 度。 2011 年 开 始，
《学报》 对所有来稿运用中国知网的学术不端文献

检测系统进行查重检测， 严禁学术不端行为， 并请

统计学专家对所有拟用稿件进行终审把关， 确保刊

发稿件的先进性、 科学性。
2． 2． 2 始终重视编校质量建设， 坚持以国际和国

家标准规范编校行为

在编排方面， 严格执行 《学报》 编排规范化的

要求， 遵循论文写作格式规范的原则， 严格执行国

家法定标准和有关国际规定使用计量单位与符号，
规范使用标点符号、 数字、 参考文献著录格式， 图

表均采用 “量 ／ 单位” 的标准化形式。 严格执行编

辑校对三校制及交叉校对特色， 编校工作一丝不

苟， 力保编校高水平。 创刊开始， 《学报》 就已经

严格按照温哥华格式引用参考文献， 从 1988 年起，
《学报》 开始标引关键词， 主要论文编排中、 英文

摘要。 1988 年， 《学报》 被列为首批输存国家科委

重点项目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库》 的期刊； 同年首

批被通知进入国家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国家科技

核心期刊）， 1991 年获得广东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编

辑规范化奖， 1992 年即进入国际期刊目录， 《学

报》 始终坚持保持优质的编辑和校对质量。

3 发展规划
结合 2012 年召开的 《学报》 第 8 届编委会对

《学报》 提出的未来发展目标要求及学报目前发展

的状况， 提出 《学报》 未来发展规划如下：
（1） 继续遵行办刊宗旨。 以强化专业定位， 突

出中医药特色， 推动中医药发展为根本出发点， 完

成编辑出版任务。
（2） 继续严格审稿程序。 来稿必须经过编辑部

初筛、 专家二审、 主编定稿、 编委审定的程序， 从

制度上保证录用稿件的水平。
（3） 拓展 《学报》 审稿队伍。 不断调整审稿专

家的结构， 加强与校内外著名专家的联系， 建立一

支由学术造诣较深的老中青专家学者组成的审稿队

伍， 提高 《学报》 审稿的质量， 充分发挥审稿专家

的作用， 以保证刊物水平。
（4） 完善制度管理。 合理制定 《学报》 工作规

章制度， 强化内部管理， 进一步加强、 完善和落实

编辑岗位职责及规章制度， 做到以制度建立良好的

工作秩序， 以制度保证和促进 《学报》 的可持续发

展。
（5） 争取转月刊、 创办英文版。 积极拓展校外

优质稿源， 在确保并提高 《学报》 的内在质量基础

上， 扩大信息量， 在条件成熟时适时将 《学报》 改

成月刊， 以缩短稿件出版周期及扩大信息量。 随着

学术的国际化倾向以及中医药的现代化需要， 学报

应努力寻求多方面的发展方向， 创造条件申办 《学

报》 英文版。
（6） 提高编辑人员业务素质、 职业道德素质。

一是扩充知识视野、 增加知识深度， 以求能更好地

在学术上和专家沟通； 二是能够利用图书馆及各种

数据库检索系统对稿件提出的有关学术问题进行查

询、 筛选， 避免学术上过分陈旧题材的文章重复刊

登； 三是在编辑加工时仔细核对数据的来源及其真

实性和可靠性、 统计的科学性以及结论推导的合理

性， 把住 “产品” 的出口关。
（7） 推进编辑部信息化建设。 继续优化管理学

报网页， 确保学报网页动态性、 时效性， 加强与专

家、 作者、 读者的沟通， 扩大学报影响力。 尽快引

入远程稿件处理系统， 加快稿件处理的速度、 效

率， 为转为月刊提供时效基础。
（8） 继续为学校知名学者、 重点学科提供宣传

阵地， 充分发挥 《学报》 作为学校学术窗口的功

能。
（9） 加强品牌宣传， 扩大期刊影响。 加强与其

他期刊编辑部的交流、 学习， 积极参与各类学术期

刊编辑工作研讨会或中医药相关学科研讨会， 一方

面扩大编辑部在学术期刊界知名度、 影响力， 另一

方面提高编辑人员的视野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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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Way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Growing Into a Famous
Academic Journal： Review and Prospects for Thirty Anniversaries

of Establishment of 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 Caiying， CHEN Jianhong， HE Xiaoying， HUANG Ling， HOU Liying
（The Editorial Dept． of 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405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At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Journal during the 30 years， discussed
the special feature of the Journal and the publishing thoughts， and put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plan． By abiding
to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eping pace with the academic advancement，
and following the editing standard strictly， the Journal has obtained the social approval and academic position
for its growth from a small－scale and unknown periodical to a bimonthly， normalized and high－quality journal．

Key words： 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irty Anniversaries；
Review and Prospects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入选 “中文核心期刊” 2011 年版

2012 年 3 月， 本刊编辑部收到了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编委会发来的通知：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入编 《中文核心期

刊要目总览》 2011 年版 （即第 6 版） 之中国医学类的核心期刊。
至此， 本刊杂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中文核心和中国科技核心 “双核” 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11 年版采用了被索量、 被摘量、 被引量、 他引量、 被摘率、 影响因子、 被国内外重要检索

工具收录、 基金论文比、 Web 下载量等 9 项定量评价指标， 经定量筛选、 专家定性评审， 最终从 14 400 余种我国正在出版

的中文期刊中评选出 1 982 种核心期刊。 本刊名列其中， 被确定为 “中国医学类” 核心期刊， 说明本刊的办刊质量已得到广

大科技工作者和相关图书期刊信息权威部门的认可。
·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编辑部·

!!!!!!!!!!!!!!!!!!!!!!!!!!!!!!!!!!!!!!

在历届编委、 历任学报编辑部编辑， 以及广大

作者、 读者的满腔 热 情 的 支 持 和 帮 助 下， 《学 报》
30 年的办刊创造了辉煌的历史， 但这已是历史的

辉煌， 明日之辉煌则要靠我们新一辈办刊人新的努

力， 让我们新一辈办刊人共同扬起 《学报》 新的风

帆， 开始新的航程， 让所有支持 《学报》 的编委、
编辑、 作者与读者共同为了 《学报》 再创新的辉煌

而齐心协力， 不断开拓， 不断进取， 努力把 《学

报》 这面学术窗口擦得更亮， 努力为学校的学科建

设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努力为建设中医药强

省， 推动中医药事业科学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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