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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some problems of existing contribution directory database and indicates
how to construct and consummat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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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一直是衡量研

之所以这样，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因素：一是能够节省作

究者学术水平与地位的重要标准，
也是衡量一个单位整体

者的精力；二是刊物的编辑特别是电子编辑，可以在其中

科研水平的重要指标。作为高校来说，要想在国内同类大

找到适合自己的稿件；三是一家刊物使用稿件后会立即在

学中达到领先地位，
就一定要重视对各类学术期刊的研究，

通告区作出相应通告，可以避免一稿多投现象的出现；四

重视期刊的用稿标准、用稿要求。
各个期刊有不同的要求，

是这些网站接受的全部为电子文稿，
所以稿件中往往包含

一个作者要了解这些要求，费心费力。如果建设一个信息

最新的内容，甚至是热点问题；五是编者与作者之间往来

库，
也就是有一个专门的工具，
既能够方便作者的查询，
也

均采用电子文稿，响应较快，而且具有生态效果。

能够提高稿件的命中率。因此，各种各样的投稿指南应运

１．４

而生。
究竟效果如何呢？下文就来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数据网投稿查询”、
“ 中国期刊网征稿查询”以及“中国财

１

信息库建设现状

专门期刊网站 比如“读者期刊投稿指南”“
、万方

经报刊数据库”
（ＣＳＲＣ）等。
相比较而言，
这些网站均由专业
学术机构制作，所以水平比较高，比较专业，完全依照期

笔者通过百度、
ＧＯＯＧＬＥ等搜索工具，
分别以投稿、
约

刊编辑部发布的征稿启示发布有关信息。但是，需要注意

稿为主关键词，辅以数据库、指南、软件、工具等词，进

的是，不是每种刊物都有自己的网络编辑，所以有很多投

行了大量的查询。
结果发现这类信息数量非常庞大。经过

稿指南形同虚设，没有任何内容。

仔细研究，
发现网络中投稿指南类信息主要有以下几种：

１．５

１．１

的范围，深化信息服务，很多图书馆均建立与投稿有关的

专用工具（含软件） 比如《写作投稿宝典》
《
、投稿

图书馆投稿指南 为了拓展对读者的信息服务工作

小灵通》、
《 投稿致富宝典》、
《 投稿地址大全》、
《 快手师爷》

投稿信息指南。其中高校图书馆占９０％以上，笔者认为，这

等均是很实用的投稿指南类工具。
对于一般的投稿人来说，

与高校重视学术研究有关。

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起到了投稿指南的作用。
笔者使用此类

１．６

工具，的确减轻了工作量。

太多，可谓触目皆是。大多数刊物均有自己的征稿启示或

１．２

者投稿指南一类的信息，
即使不称作征稿启示、投稿指南，

期刊目录清单 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类：期刊目录、

征订目录、期刊征订目录、联合目录、期刊联合目录、报

各刊物自己发布的投稿指南 关于这方面的数据

有时也会在征订启示中发布有关内容。

刊征订。这几类期刊清单中均含有最基本的期刊信息。
特
别是征订类目录和各图书馆、
情报机构的馆藏期刊目录中

２

信息内容比较详细。

２．１

１．３

信息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项目不全

投稿类专门网站 比如“中国投稿网”“
、华夏投稿

这是目前各投稿指南类信息库的通病，
无论是个人的

网”、
“ 中国投稿热线”“
、 辽宁投稿热线”。这类网站为作者

软件还是机构的数据库都存在这个问题。一般来说，这些

和编辑部之间架起了桥梁，为作者提供了很多方便。作者

投稿指南类信息库均包括如下内容：期刊名称、主管主办

可以不考虑向何种刊物投稿，
只要将自己的论著投于此网，

单位、编辑单位、主编、期刊地址、邮编、电话、Ｅ－ｍａｉｌ、

这些网站就会自动完成投稿功能。
所以这些网站发展很快。

网址等信息。
通过这些信息能够给读者和用户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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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真正用于投稿，则信息明显不足。笔者以为，各刊
物的主要栏目、发表论文总数、刊期、论文格式要求、字
数、字号大小均应该被录入相关数据库中。目前很多刊物
采取收费政策，
相应的收费标准也应列入数据库中。

２．２

总量不足
我国现有期刊８ ７２５种。
根据笔者初步研究，
没有１个

投稿指南类数据库将所有刊物的征稿启示收录齐全，
收到
一半刊物的也没有。大多数投稿指南只收录核心期刊，而
且数量不全，
能够将核心期刊收录完整的就已经是其中的
佼佼者了。
中国期刊网是我国目前最大的期刊全文数据库，
但是，
从１９９４年到目前为止仅收５ ９７６条征稿类信息，
这其中还
包括相关的研究论文。其中有不少刊物每年都发布征稿启
示，而有些刊物在１０年中也没有发过１次。所以需要专业
部门搜集、研究有关刊物，提取有关这类信息，建立特色
数据库，
以方便投稿。

２．３

更新不及时
这是个老问题了，
无论是个人制作的投稿类软件，
还是

图书馆制作的投稿指南，
均存在这个问题。
有些网站自从建
立以后就没更新过，
比如有些杂志已经改为月刊，
有关信息
还显示为双月刊，
通讯地址就更不要说了。
这样的信息自然
起不到指南的作用和效果，
用户少也是很自然的结果。

２．４

宣传不够，
市场化程度不高
除了个人制作的软件，
现有的指南类信息大多数不太

注意宣传自己，所以市场化程度不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均不明显。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完备的、为公众
认可的期刊指南。

２．５

目标不明确
制作投稿指南类信息到底为了什么？是为了本单位使

用，
还是为社会大众使用？一般作者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
需要哪些信息？对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有明确。
好多期刊只是
列出期刊及通讯地址，至于这些期刊哪些信息为作者所关
心就考虑不多了。
比如某一刊物对论文的录取率如何？是否
收费？是否收外地稿？是否只收系统内部的稿件？这些信息一
般都由作者自己摸索、总结，对于新人来说困难大增。有
一个信息齐全的投稿指南就很有必要了。

２．６

网页动态性不够
步入电子时代，
因特网的使用逐渐普及，利用因特网

发布投稿指南类信息也是一项重要的举措。
因为效益不明
显，各单位不太重视，
所以对有关网页的制作投入也不是
很大。与其它效益好的信息相比，无论色彩、外观，还是
检索、信息新颖性等方面均相差一等，
特别是网页的动态
功能方面就更差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投稿信息大多采
用的是一次成型法，基本上是 ＨＴＭＬ 格式的文件，利用数
据库动态生成网页（也即采用ＡＳＰ、ＪＡＶＡ、ＣＧＩ等动态网页
制作格式）的基本没有。
采用这样的设计思想，更新一次就
需要重新制作网页，工作量太大了。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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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策
加强信息库收录项目的研究
投稿类信息库中到底应该搜集哪些信息？我们必须加强

这方面的研究。据笔者初步研究，
至少应该包括如下一些
项目：期刊名称、主管主办单位、编辑单位、主编、期刊地
址、发行范围、邮编、电话、Ｅ－ｍａｉｌ、网址、是否接受 Ｅ－
ｍａｉｌ稿件、每年收稿数、录取率、载文率、主要栏目、是否
收费、是否接受外稿、稿件格式、稿件要求（含字数、参考
文献数量、格式等）、有否增刊、是否核心刊物、奖励级别
（比如各高校均有自己的奖励标准）等信息。
如能够将这些信
息搜集齐全，
必定能够极大地方便用户对此类信息的需求，
真正体现用户第一的服务宗旨。

３．２

加强期刊入库工作
前文说过，
投稿类信息库中所收刊物普遍不足。
要改变

这一现状就必须加大投入力度，增加人力、物力，力争搜
集齐全所有重点刊物。因为相关刊物太多，我们可以按照
先重点、
再一般的搜集原则，
将所有的核心刊物搜集齐全，
力争在２－３年内建成核心期刊的投稿指南类信息库。

３．３

加强网页动态制作技术的应用
投稿信息库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逐步完成。
建库之

初，
我们就应该明确运行模式：建成一条、
入库一条、
（用户）
使用一条、受益一条。因此应采用动态网页技术，根据入
库内容自动形成新的页面，以方便用户使用和参考。目前
可采用后台为数据库，前台用ＡＳＰ、
ＣＧＩ等程序实施网页动
态生成工作的网页模式，
保证数据库的动态更新和维护。

３．４

加强宣传和推广工作
建议图书馆界加强对这一工作的宣传，
增加投入，
使广

大作者真正得到全面、准确、及时的投稿信息，提高稿件
的命中率。
投稿类信息库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之事，
需要各图书
馆通力合作、进行合理的学科分工。只有这样，才能促使
投稿类信息需求保障体系的早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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