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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本土打造的国际期刊 

如何真正走进国际化？ 

国际化期刊的标准— — 

 让国际学科领域的大多数作者认可 

 让国际学科领域著名专家认可 

 让国际一流数据库认可 

《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英文版）》杂志社 

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2006-
04 

• 创刊，全年出版9期 

2007 

• 出版12期，被数据库收录- 美国《化学文摘》（CA）   荷兰《医学文摘库》（EM）     

SCOUPS数据库 波兰《哥伯尼索引》IC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2008-
01 

• 出版至21期时，被收录--科学引文索引（SCIE） 美国生物学文摘数据库（BP） 

2009-
11 

• 被威科OVID全文收录，在全球2000家机构发行，用户可在线检索和阅读  

2011-
01 

• 苏国辉院士、徐晓明教授出任总编辑 

2011-
06 

• JCR发布影响因子0.18 

2012-
01 

• 国际化编委会成立 

2012-
09 

• 召开第二届国际神经再生高峰论坛 

2013-
07 

• MedKnow上线，期刊进正迈入国际开放获取行列 

NRR杂志发展历程 



我们的实践经验 

国际化：主编、编委、审稿人、稿件、流程、合作 

精品化：内容质量、编辑质量、语言质量、 

               出版质量 

数字化：国际网站期刊开放获取、国际学术传播、 

               新媒体手段、个性化电子报发行 

品牌化：用参加和组织精品会议形式在学科界 

               塑造期刊品牌 

《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英文版）》杂志社 

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国际化-编委会 

主编 

栏目编委 栏目编委 栏目编委 

常务副主编 

共100位 国际编委 每2年1届 

写1篇稿件   组1篇稿件   审1篇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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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编委会 



国际化-审稿人 

欧洲：168人 

南美：49人 

美国：214人 

加拿大：15人 
日本：13人；韩国：18人 

澳大利亚：7人；新西兰：3人 

埃及：9人； 

尼日利亚：1人 

中东地区：70人 

新加坡：5人；马来：3人；
泰国：1人 

本刊专家库：来自国际神经再生领域的优秀专家720人 

《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英文版）》杂志社 

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来源：PubMed, Plos One, MedKnow, 作者推荐 



国际化-稿件 

     本刊组织优秀稿件标准： 

    发表在IF≥3.0的期刊，连续2年每年在SCI收录期刊发表≥10篇文章， 

     年单篇被引≥10次。 

     优秀稿件 应大于期刊出版稿件50%，对这类稿件给予尽快优先出版。 

                   本刊组织热点稿件标准： 

     重点组织神经再生研究领域行业专家共识，行业调查报告 

         及行业学术标准，荟萃分析，多中心、大样本的RCT研究文章， 

                   以对学科专家有指导意义为热点稿件评价标准， 

      使之能对学科专家产生阅读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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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国际化-流程 



国际化-合作 

加快 

NRR 

国际化 

发展步伐 

国际著名
出版公司 

国际著名
编辑公司 

国际著名
网络平台 

国际著名
新闻机构 



数字化 

国际网站期刊开放获取： MedKnow-Google，Google Scholar 

国际学术传播：EurekAlert! ,  生物谷 

应用新媒体手段：手机版，iPad版，微信，二维码 

个性化电子报发行：每月向国际同行传播杂志出版信息1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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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 

国际网站期刊开放获取： MedKnow-Google，Google 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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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 《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英文版）》杂志社 

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国际网站期刊开放获取： MedKnow-Google，Google Scholar 



数字化 

国际稿件管理平台： Journal on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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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 

国际学术传播：EurekAlert! ,  生物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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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 

国际学术传播：EurekAlert!   统计时间：2013-07-11至2013-07-25 
Title 

Date 
Page 
Views 

Artifact suppression and analysis of brain activities with EEG signals 12-Jul-13 2,870 

Ketamine as anesthetics can damage children's learning and memory 
ability 

19-Jul-13 2,681 

Drinking alcohol during pregnancy affects learning and memory 
function in offspring? 

19-Jul-13 2,162 

Subdiaphragmatic vagotomy reduces intake of sweet-tasting 
solutions in rats 

19-Jul-13 1,916 

Optimal irradiation dose and time window of local X-ray for spinal 
cord injury 

18-Jul-13 1,910 

Clinician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troke patients who cannot walk at 
3-6 mon after onset 

11-Jul-13 1,906 

A ginkgo biloba extract promotes proliferation of endogenous neural 
stem cells 

23-Jul-13 1,709 

Neurotoxicity of chemotherapy drugs 15-Jul-13 1,561 

Is paeonol effective for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15-Jul-13 1,384 

JNK3 expression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15-Jul-13 1,311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asa0711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kaa0718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kaa0718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kaa0718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kaa0718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dad0718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dad0718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svr0718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svr0718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svr0718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svr0718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svr0718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svr0718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svr0718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svr0718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oid0718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oid0718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oid0718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oid0718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csp0711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csp0711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csp0711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csp0711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csp0711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csp0711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csp0711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agb0723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agb0723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agb0723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agb0723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agb0723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noc0715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ipe0715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ipe0715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ipe0715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ipe071513.php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3-07/nrr-jea071513.php


数字化 

国际学术传播：EurekAlert! 中文版    统计时间：2012-07-17至2013-07-17 

标题 发布日期 点击量 
白血病抑制因子干预脑梗死小鼠内源性神经干细胞增殖 2012年7月30日 1425 

步态和昏迷量表可预测创伤性脑损伤患者功能的恢复 2012年10月1日 1255 

经颅直流电刺激双侧大脑半球较单侧更能诱发大脑皮质活动 2012年8月28日 1214 

海洛因成瘾者默认网络在各脑区的改变 2012年8月20日 1160 

基质金属蛋白酶9和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1比例失衡可引起
脑动静脉畸形出血 

2012年7月27日 1132 

研究揭示止颤粉治疗帕金森病的机制 2012年10月1日 1106 

3.0T MR对比成像定量颈椎管内生理性脑脊液运动 2012年8月20日 1102 

一种用于脊柱损伤伤员固定及搬运的新型担架的研制 2012年8月7日 1094 

基于双张量模型神经纤维跟踪算法及应用 2012年7月31日 1089 

神经营养因子3诱导神经干细胞向神经元样细胞的分化 2012年7月30日 1083 

http://chinese.eurekalert.org/zh/pub_releases/2012-07/nrr-eol_1073012.php
http://chinese.eurekalert.org/zh/pub_releases/2012-09/nrr-gag093012.php
http://chinese.eurekalert.org/zh/pub_releases/2012-08/nrr-dti082712.php
http://chinese.eurekalert.org/zh/pub_releases/2012-08/nrr-cit082012.php
http://chinese.eurekalert.org/zh/pub_releases/2012-07/nrr-iom_1072712.php
http://chinese.eurekalert.org/zh/pub_releases/2012-07/nrr-iom_1072712.php
http://chinese.eurekalert.org/zh/pub_releases/2012-07/nrr-iom_1072712.php
http://chinese.eurekalert.org/zh/pub_releases/2012-07/nrr-iom_1072712.php
http://chinese.eurekalert.org/zh/pub_releases/2012-07/nrr-iom_1072712.php
http://chinese.eurekalert.org/zh/pub_releases/2012-07/nrr-iom_1072712.php
http://chinese.eurekalert.org/zh/pub_releases/2012-09/nrr-moz093012.php
http://chinese.eurekalert.org/zh/pub_releases/2012-08/nrr-3pc082012.php
http://chinese.eurekalert.org/zh/pub_releases/2012-08/nrr-3pc082012.php
http://chinese.eurekalert.org/zh/pub_releases/2012-08/nrr-anf080612.php
http://chinese.eurekalert.org/zh/pub_releases/2012-07/nrr-aif_1073112.php
http://chinese.eurekalert.org/zh/pub_releases/2012-07/nrr-eon_1073012.php
http://chinese.eurekalert.org/zh/pub_releases/2012-07/nrr-eon_1073012.php
http://chinese.eurekalert.org/zh/pub_releases/2012-07/nrr-eon_1073012.php


数字化 

应用新媒体手段：手机版，iPad版，微信，二维码 

Andriod版 

iPad版 

《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英文版）》杂志社 

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数字化 

个性化电子报发行：每月向国际同行传播杂志出版信息10万人次 

《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英文版）》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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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化 

内容质量： 

 制定优秀稿件标准，热点稿件标准。 

编辑质量： 

 严格团队建设，突出本刊文章编辑特色。 

语言质量： 

 出版地道专业学术文章。 

出版质量： 

 快速、高效，符合国际读者阅读习惯 。     

《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英文版）》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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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化 

编辑质量： 

        - 坚持对每篇稿件进行外审和出版前2次英文语言查重（Turnitin）。 

        - 坚持按照国际医学编辑委员会要求每一篇稿件的修改质量。 

          在期刊网站 上以多种形式明确向作者提出本刊对非RCT文章写作标准， 

          RCT文章写作标准-CONSORT清单25条、流程图，荟萃分析文章 

          写作标准的要求。 

        - 坚持编辑好文章的辅文，给作者展示文章的更多信息。 

           图示摘要，研究背景，研究前沿，应用意义，学术术语，同行评价 

           致谢，基金资助，作者贡献，利益冲突，伦理批准，文章补充资料，作者声明。 

        - 坚持严格的编辑团队建设，编辑有工作日志、个人月总结、编辑部月总结， 

          杂志社月学术研讨。 

《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英文版）》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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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化 

语言质量： 

        - 坚持每篇文章由国际小同行专家2-4人修改学术内容，英语为母语的 

          语言专家修改文章语言，使出版的文章为地道专业英文。 

 

出版质量： 

        - 高效、快速发稿。 

        - 阅读习惯、排版格式、印刷水平符合国际作者和期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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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化 

用参加和组织精品会议形式在学科界塑造期刊品牌 

-  每年参加国际2-3次神经再生领域重点会议， 

（国际脑血管论坛，美国神经科学年会，美国冷泉港会议论坛， 

     美国神经创伤年会，国际神经再生年会，亚太神经再生论坛 ） 

    在会议上组织小型专家座谈。 

    在会议上争取专题时间做杂志介绍。 

-  连续4年在中国组织“国际神经再生高峰论坛”，希望在中国召开的 

    国际神经再生高峰论坛为学科领域认可的品牌标志。 

    2011年，第一届，中国沈阳      2012年，第二届，中国沈阳 

    2013年，第三届，中国沈阳      2014年，第四届，中国南通 

《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英文版）》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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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化 

召开国际品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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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化 

召开国际品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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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化 

召开国际品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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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化 

召开国际品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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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办学科专家所认可的国际化精品期刊！ 

感谢万方数据及万方医学！ 

感谢诸位专家给予的鼓励！ 

欢迎大家来我社交流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