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药房杂志社

————学术期刊的新媒体转型与融合发展学术期刊的新媒体转型与融合发展,,
以全新模式服务于临床探讨以全新模式服务于临床探讨



一、网络版发行的背景一、网络版发行的背景



过去过去

现在现在

未来未来

      《中国药房》杂志创刊于1990年1月，是国家卫健委主管、中

国医院协会和中国药房杂志社主办的国家级、国内外公开发行的
药学综合类学术刊物。目前系“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
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被国内外各大数据库收录。

         为进一步提升杂志学术质量，自2018年1月起，《中国药房

》杂志将进一步减少刊发文章数量,精选优质稿件，提高刊文的
可读性和引用率；尽可能多地发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论
文、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基金资助论文、国家新药研究基金资助项
目论文以及省级以上的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论文，并有针对性
地策划专题组（约）稿，使期平均发表省级以上基金项目论文比
例达到70%以上，旨在通过学术水平的提升从而增强期刊的整体
竞争力。现平均用高率为12.89%。传统杂志自然无法满足广大基

层药师的需求，《中国药房》网络版应运而生。

        《中国药房》网络版属电子型期刊，延展性强，是一种
非常好的媒体表现形式，它兼具了平面与互联网两者的特点，且
融入及时互动等网络元素，可移植到多种个人终端进行阅读，是
一种很享受的阅读方式，具成本低廉、信息量大、检索便捷、发
行快速等特点。在新媒体高速发展态势下，将于传统刊物形成优
势互补，走向辉煌。





二、网络版发行的形式二、网络版发行的形式



11、与传统纸媒《、与传统纸媒《中国药房中国药房》杂志的关系》杂志的关系

      ◆      ◆不是增加纸媒的另一种发行途径不是增加纸媒的另一种发行途径

      ◆      ◆补充传统纸媒获取及传播过程中的不足补充传统纸媒获取及传播过程中的不足

22、发行方式、发行方式

      ◆      ◆科普版科普版  注重科普性、实用性，服务于基层或大众注重科普性、实用性，服务于基层或大众
      ◆      ◆科技版科技版  采用采用OA(Open Access,OA(Open Access,开放存取或开放获取）期刊方式，开放存取或开放获取）期刊方式，

                  注重时效性、前沿性、可获得性。注重时效性、前沿性、可获得性。



  三、网络版试刊内容展示和详解三、网络版试刊内容展示和详解



中国药房网为广大读者精心打
造了电子期刊《中国药房》网
络版，首刊与第二期已正式上
线。



    《中国药房》网络版，秉承“

为医药卫生导航、为大众用药
护航  ”的办刊宗旨，将以科
普版和科技版的形式呈现。

         科普版和科技版分别拥有“

人文药学”“药师说药”与“药
物经济学”“上市后再评价”等
特色专栏，以医院药学部（药剂
科）、社会药房（药店）工作的
各级各类人员为读者对象，定期
发行刊载于中国药房网、中国药
房移动网、官方微信平台、官方
微博、APP 等新型媒体平台上。

办刊宗旨和展示形式



1 药学科普类

专栏：医药前沿、人文药学、药师
说药、执业药师、药房视界、家庭
药箱、医药妙趣等。

专栏暂采取季刊与新媒体立体网络
（官网、两微一端）共推的出版模
式。主要面向基层医药人员及大众
宣传、指导、科普医药学类知识。

2 药学科技类

专栏：一致性评价、上市后再评价、
药物经济学、典型个案、指南解读、
综述等。

专栏均采取开放式获取（OA）的出版
模式，解读最新的药品政策、传递最
前沿的药学信息、收集罕见的药品不
良反应案例，为药学专业人士打通信
息分享渠道，为药学专业机构提供信
息查询和收集的途径。



刘昌孝院士等知名专家为《中国药房》网络版
亲笔题词并送来祝愿！

刘昌孝院士 夏伦祝教授 张石革教授金有豫教授



李幼平教授等为《中国药房》网络版发视频祝贺

李幼平教授
胡 明教授



《中国药房》网络科普版详解

                     

       拟发行的《中国药房》网络科普版
将按季度出版，并将秉承以“为医药
卫生导航，为大众用药护航”的办刊
宗旨，以医院药学部、社会药房工作
的各级工作人员，以及普通大众为读
者对象，定期发行刊载于中国药房网、
中国药房移动网、微信平台、微博、
APP等新型媒体上。

栏目设置有“医药前沿”“药师说药”“家
庭药箱”“执业药师”“药房视界”“医药
妙趣”，其分别针对国内外时事热点医药资
讯进行报道或解读；以药师的视角，从各方
面向大众或同行阐述“药”与“用药”；对
家庭常备药品进行合理用药科普及相关知识
宣传；分享执业药师的工作、学习经验、从
业经历与心路历程；分享医院药房、社会药
店（房）及药师团队和其他相关工作人员的
工作、学习经验，管理模式、趣闻趣事、感
人事迹；医药妙趣则以科普为主，趣味性为
辅，内容只需和“医药有关，可以尽情发挥。



《中国药房》网络科普版详解

要 求

1、稿件符合中国药房网相关专栏定位和内容要求，立场端正、三观正
确，与国家现行法律和社会道德不相违背。
2、稿件题材、形式不限，可为图片、文字、音频、视频、漫画等。
3、内容均需要取得相关授权，作者亲笔填写《中国药房杂志社新媒体
与品牌运营中心著作使用授权书》，不得存在版权争议，不得抄袭，
不得一稿两投。如造成版权纠纷或其他不良影响，由作者自行承担后
果。
4、投稿作者需随文附上个人简介及照片，以及联系方式。
5、如因时效性等特殊原因，不能刊发在《中国药房》（网络科普版）
的稿件，编辑有权发布至中国药房官方微信平台。



《中国药房》网络科普版首刊展示

《中国药房》网络版的展现形式有两种：网页模式和书刊模式。
 网页模式支持在PC、平板、手机等多种个人终端上观看，视觉效果
佳，是您休息空暇之余阅读之良品。



书刊模式将会勾起您的怀旧情怀，如您想感受传统书刊的魅
力，就来选择这一模式吧，该模式支持文字PDF下载，如遇
佳文，您可一键保存，良久收藏。



特色一：原创性

字添加
The user can demonstrate 

on a projector or 
computer, or presentation 

and make it film to be 
used in a wider field

第一期：配乐诗朗诵：病床上的时光寂寞又美好



字添加
The user can demonstrate 

on a projector or 
computer, or presentation 

and make it film to be 
used in a wider field

第二期 先生之先—— 李时珍诞辰500周年怀想
夏 也



特色二：学术性

字添加
The user can demonstrate 

on a projector or 
computer, or presentation 

and make it film to be 
used in a wider field

                     第一期  原创文章：中国社会药店亟需转型升级



字添加
The user can demonstrate 

on a projector or 
computer, or presentation 

and make it film to be 
used in a wider field

 第二期  原创文章：从《本草纲目》到今日《药典》——我们在

哪里拐错弯？Erich Stöger，Reinhard Länger，et al



特色三：科普性

字添加
The user can demonstrate 

on a projector or 
computer, or presentation 

and make it film to be 
used in a wider field

第一期 原创文章：话说右归丸左归丸 第一期 原创文章：春花飘药香



字添加
The user can demonstrate 

on a projector or 
computer, or presentation 

and make it film to be 
used in a wider field

第二期  原创文章：补血就吃阿胶吗？原来你所知道的补血知识都是错的



字添加
The user can demonstrate 

on a projector or 
computer, or presentation 

and make it film to be 
used in a wider field

第二期  原创文章：中药汤剂里的ABCD 张石革



特色四：实用性

字添加
The user can demonstrate 

on a projector or 
computer, or presentation 

and make it film to be 
used in a wider field

第一期  原创文章：伟大的药师，神圣的药师                                        第一期 原创文章： 我

在医疗机构药品说明书管理的科研经历          （权威专家供稿）                                                                                                             
(一线工作者供稿）



字添加
The user can demonstrate 

on a projector or 
computer, or presentation 

and make it film to be 
used in a wider field

                                         第一期 原创文章：对一起FDA投票后果的追问（权威专家供稿，古今中外，涉面较广）                                                                                                             

      



字添加
The user can demonstrate 

on a projector or 
computer, or presentation 

and make it film to be 
used in a wider field

                                         第二期 原创文章：门店的会员管理，你不可不知？许珍珍（权威专家供稿，涉及社会药店）                                                                                                             

      



特色五：趣味性

字添加
The user can demonstrate 

on a projector or 
computer, or presentation 

and make it film to be 
used in a wider field

第一期 原创文章：漫画版药与红楼



特色六：内容丰富性、灵活性

字添加
The user can demonstrate 

on a projector or 
computer, or presentation 

and make it film to be 
used in a wider field

第一期 目录
栏目内容丰富多样



第二期 目录



第二期 目录



《中国药房》网络版第二期
（中药专题）展示

第二期 人物专访：梅全喜教授专访视
频



第二期 中华药贤观



第二期内容为中药专题



特色七：展现形式多样性

字添加
The user can demonstrate 

on a projector or 
computer, or presentation 

and make it film to be 
used in a wider field

第一期  原创仿古诗——药童问道



《中国药房》网络科技版详解

中国药房网络科技版定位于
打造国内外高端专业的学术平台，
发表最及时有效的高质量学术论
文、解读最新的药品政策、传递
最前沿的药学信息、收集罕见的
药品不良反应案例，为药学专业
人士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为药
学专业机构提供信息查询和收集
的途径，为医药企业提供宣传展
示的空间。

办刊宗旨
为医药卫生导航  

语种
中文、英文

主要栏目  
一致性评价；上市后再评价；药物经济学；典型个案；指南解读；综述

出版模式 
 中文版和英文版均采取开放式获取（OA）的出版模式。作者承担部分出版费用，发
表的文章仅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论文的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并允许作者同时
向其他专业学术刊物投稿。作者保留文章的完整权，任何读者都可以免费、无条件
地进行阅读、下载、引用、转载、搜索。
 



《中国药房》网络
   科技版详解

中国药房网络科技版定位于
打造国内外高端专业的学术平台，
发表最及时有效的高质量学术论
文、解读最新的药品政策、传递
最前沿的药学信息、收集罕见的
药品不良反应案例，为药学专业
人士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为药
学专业机构提供信息查询和收集
的途径，为医药企业提供宣传展
示的空间。

写作要求 

1 来稿要求：格式规范，项目齐全，按顺序应包括：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单位所在省市、邮编、
中文摘要、中文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  

2 题目：以20个字以内为宜，可加副标题。 

3 作者简介：应包括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籍贯，工作单位，职务，职称，学位，研究方向。  
4 关键词：反映论文主题内容的词、词组3-8个，关键词之间用分号分隔。 

5 摘要：不超过400字，客观陈述论文的目的、方法、主要观点、结论、依据，不谈背景信息、常识性内
容；不对论文的内容作评价；不使用文学性修饰词。

6 正文：自然科学类文章正文的各级标题书写样式为：1，1.1，1.1.1，„„； 社科类文章正文的各级标
题书写样式为：一，（二）， 3.，(4)，„„。 

7 基金项目：获得科研基金资助的文稿以“基金项目：”作为标识，注明项目名称，并在圆括号内注明
该项目编号。 

8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写于文末，不少于10条，具体格式参考陈浩元主编的《科技书刊标准化18讲》相
关内容。

9 论文字数：按每版3000字内，两版不超过6000字制作，以此类推。 

10 来稿确保不涉及保密、署名无争议等，文责自负。
 



《中国药房》网络科技版（OA）展示

China Pharmacy (online edition) adhered to the aim of “Create a brand-name 
journal for medical and health navigation in China”. It presents in the 
form of popular science editio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ition. The 2 
editions will show featured columns about Humanities pharmacy, Pharmacists 
talking about medicine and Postmarketing re-evaluation, Pharmacoeconomics, 
etc., focusing on all levels of personnel working in hospital pharmacy and 
social pharmacy, and regularly publishing in China pharmacy network, China 
pharmacy mobile network, WeChat platform, Weibo, APP and other new media 
platform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ition
Featured columns include Consistency evaluation, Postmarketing re-
evaluation, Pharmacoeconomics, Typical cases, Interpretation guidelines and 
Review, etc. The above-mentioned columns are thought to adopt Open Access 
(OA) publishing, interpreting the latest drug policy, spreading the most 
cutting-edge pharmaceutical information and collecting rare cases of 
adverse drug reactions. It aims to make pharmacy professionals have access 
to sharing, and make an easy way for pharmacy institutions for information 
querying and collecting.

Copyright © the authors All rights reserved.This is an open-access article 
distru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whih permits unre stricted use,distribution,and reproducion in any 
medium,provied the original author an d source are credited.



新近出版的OA论文展示



新近出版的OA论文展示



《中国药房》网络科技版（OA英文刊）出版的背景和模式

近年来，我国医院药学和临床药学的学科创新能力不断进步，各大医药企业的研发与临床研究水平也不断提高，该
领域的优秀学术成果不断“走出去”发表于国外优秀期刊。因此，我社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根据已有中文版的优势
品牌影响力和相关的医院企业等资源，针对临床药学及药学研究领域的新兴前沿学科和交叉学科积极创办OA英文刊，
以弥补国内英文期刊在该领域的学科空白加大办刊建设和投入，拟通过聘请国际主编、副主编和编委，积极吸引国内
外优秀论文，进而打造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医院药学与药物临床研究出版品牌”，努力形成中国临床药学研究出版
具有“高峰”的局面，真正实现一流的临床药学拥有一流的学术期刊，在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发挥作用。
当国内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提高到一定程度，并能借助本国大型集群化出版平台进行宣传、展示时，才能在国际学术期
刊出版中具有话语权，真正起到引领临床药学科学发展的作用
 
1. 明确英文版定位
服务临床药学与药物临床研究领域科技创新需求，坚持重点报道临床药学与药物临床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新药物
和新发现; 密切关注国际研究的热点领域，加强临床药学、循证药学、药物经济学、药物临床试验方案与研究结果报
道，加强药物真实世界研究、中药相关临床研究、国内外药品与医保政策、药物准入、药物大数据研究等报道。
 

2 采取 OA 出版模式
初期的英文版期刊市场经营能力和传播力较弱，在这种情况下，英文版学术期刊非常适合国外的 OA 出版模式: 由作
者承担部分出版费用，将文章的版权回归作者，作者保留文章的完整权，任何读者都可以免费、无条件地进行阅读、
下载、重用、转载、搜索，非常符合科研人员及期刊希望科研成果得到广泛传播、促进社会发展的初衷。通过按需印
刷，即使绘制彩色插图，也可降低印刷成本。这种模式非常符合开放科研的趋势和要求，而且可以通过单篇出版，缩
短出版周期，以满足广大作者和读者的需求。通过统一的平台还可解决单刊 OA 形成孤岛的问题，为基于平台的检索
功能提供方便，大大提高刊物内容的显示度，尤其对同质化严重的高校学报大有益处，同时又避免了以往通过数据库
传播不利于期刊品牌建设的弊端。另外，还可基于 OA 平台，建立整个期刊群的 APP，加快传统出版模式与新兴媒体
的融合发展。



目前，正积极准备申报《重庆市音像与数字出
版协会年度优秀数字出版项目》。

   《 中国药房》网络版已正式上线，具有新颖、时尚、专业、实用等特点，能满足各层面读者、

作者的需求；兼具平面与互联网两者的特点。可融入及时互动等网络元素，可通过多种个人终
端进行阅读，具有方便、便捷的优势。《中国药房》网络版首刊上线后阅读量累计高达20000
人/次，第二期上线后阅读量则累计高达30000人/次，未来值得期待。



  四、网络版发行平台四、网络版发行平台简介简介
      （中国药房（中国药房--药事服务平台）药事服务平台）



网络版投审稿

《中国药房》网络版

基于网络版的特点，简化投审
稿流程，提高编辑效率

网络版平台入口

中国药房杂志社秉承“为医药卫
生导航、为大众用药护航  ”
的办刊宗旨，以医院药学部（药
剂科）、社会药房（药店）工作
的各级各类人员为读者对象，推
出《中国药房》网络版，将以科
普版和科技版的形式呈现。



结束语

         互联网在国内的迅猛发展，影响着我们
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接受变革、顺应时代才能
拥有美好的未来。希望在广大读者、作者及专家、
编委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下，中国药房
必将迎来新的辉煌！

          期待您的建议与参与，感谢您的支持！



中国药房官方微信
中国药房药事服务平台



 谢谢！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