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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PubMedCentral(PMC)是由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NLM )下属的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创立的开放存取

(。钾nacces s)的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全文数据库。PMC只接收采用国际同行评审制度的期刊，时收录的期刊有科学及编样

质贵、数据丈件质童两方面要求。《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B》(JZUS一B)是中国第一家通过PMC评审并被收录的期刊。PMC

要求期刊提供XML(可扩展标记语言)格式或SGM以通用标记语言)格式的全文文档。我们在熟悉PMC“期刊出版文件类型

定义”(10山爪alPublishingDTD)的基础上，开发相应程序，并辅以手工操作，实现了准确快速制作符合PMC要求的数据文件。

借助NCBI这个极具影响力的平台，可以促进作者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为期刊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关键词 PubMedCent间(PMC) (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B样(JzUS一B) 数据文件 可扩展标记语言(xML) 评枯

编样质童 国际影响力

    2以X)年2月，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NLM)下属的国家

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创立了PubMedCent司(PMC)。

PMC利用最新的可扩展标记语言(extensibleMarkuP

L切9以唱e--XML)/通用标记语言 (Stand田月C七ne以ized

Mark叩L川，昭一SGML)技术，将传统的印刷本期刊以及近

年兴起的在线出版期刊全文转换为xMUSGML格式的文

件，一方面起到备份的作用，长久的保存生命科学领域的研

究成果，更主要的是建立一个开放存取(。因n二ces。)的平

台，供全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免费浏览、检索和下

载川。
    PMC成立之初只有两份期刊:MolecularandCenu坛

Binlogy和P概仪刃in，ofthe Nation日Academyofsciencesof

theUsA (PNAs)。近年收录期刊数量增长较快，截至2007

年3月21日，已收录316种[z]，其中绝大部分为发达国家的
期刊，如BMC，ASM，Pb乃系列，等;中国目前只有《浙江大学

学报(英文版)B》(JzUS一B)被收录。收录的期刊中有261种

出版后即时发布，其余55种延迟1到36个月不等[z];194种
期刊全部文章开放存取(。伴naccess，OA)，另有7种期刊部

分文章开放存取，其他 115种为自由存取(阮eacces。，

FA[3])。PMc中不乏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期刊，除最初的两

份期刊外，其他如TheEMB01oumal，M01eCularBiology ofthe

Cen，AmericanloumalofH， C七netic。等，影响因子均在9

以上[4]。PMc以其开放性、高水平，对生命科学领域研究人

员的影响在日益扩大。

    为确保数据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PMC选刊时提出了严

格的科学和编辑质量要求。与PubMed只提供文摘[5]不同，

PMC是全文数据库，它要求编辑部将期刊全文制作成XM以

SGML文件(须符合PMc所接受的“文件类型定义

(DTD)”[‘，，])。
    XML为管理大量数据而诞生，是依托互联网的划时代新

技术[s]。它采用纯文本格式，分类标注数据的各部分内容。

其优点在于:(1)“标记”语言，对文档的各部分内容分类标 ‘

记，便于检索;(2)可扩展，并且便于与数据库进行数据交换;

(3)文本文件，格式简单，跨平台。XML文件基于文件类型

定义(DTD)，后者指定了具体应用的格式要求。

    为促进与国际同行交流，提高期刊影响力，《浙江大学学

报(英文版)》B辑(JzUS一B)于2仪”年10月提出申请，经严

格的评估，最终于2(X拓年3月巧日正式加入PMC。本文将

结合我们的实践介绍PMC评估收录过程，另外谈谈加人

PMC对期刊的影响。

IJZUS一B加人PMC的实践

    PMc申请过程在其网站[9j有详细介绍，文献【10]进行了

详细译介。这里结合我们的实践对每个步骤分别加以阐述。

1.1提出申请

    PMC只接收采取国际同行评审制度的期刊，目前只收录

英文期刊或者双语期刊中的英文文章。满足PMC科学和编

辑质量要求(详见【10」)的生物医学类期刊可提出申请。申

请的期刊需将期刊的基本信息，如期刊全名、IssN、期刊网址

(如果有的话)等通过E一耐1发送到pmc@ncbi.川m.汕.

酬[9]0

  通讯作者:31(X犯7浙江杭州玉古路20号，一m画1:.pnon@对u.曰u.cn

b仰:刀嗯萄q助.脚石诫cals.诫.c可 中国科技期刊研宪，2以y7，l8(5) 761

万方数据



1.2 接受评估

    PMC从科学和编辑质量以及数据文件质量方面对提出

申请的期刊进行评估f，，10]。如期刊已被MEDuNE收录，或
经NLM的文献筛选技术评议委员会评审合格，则满足前一

要求;此后，期刊需提供三期或大约50篇文章的数据文件

(包括xML、PDF、高精度研格式图片等)样品，特殊情况下

数量可适当降低。详细要求可参考【9，10〕。

    (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JzUS)于2(X抖年被

MEDllNE收录。2(X)5年，JzUS按专业类别划分为《浙大学

报一应用物理和工程(英文版)》(JzUS一A)和(浙大学报一生

命科学(英文版)》(JzUS一B)两个新的月刊。PMC主要考察

JzUS一B对JZUS的延续性。

    JzUS从2以抖年第二期开始采用word排版「川，并转成
PDF文件上网。将排版文档转换为XML文件有三种途径:

(1)外包。有专门公司提供制作XML的服务，期刊只需提

供文章的PDF文件和XML的DTD。(2)购买软件，自己制

作数据。如Ineya公司基于Msword二次开发的extyle〔’2]。
(3)期刊自行转换。我刊在准备XML数据前进行过查询，发

现前两种方式当时只有国外公司提供，但其费用极为昂贵，

每页至少3美元以上，无法承担。因此，只能决定采用第3

种方式。

    我们选取了三期文章，首先按照PMC的xML定义规则

(JPDTD[6])，手工生成xML文件。但纯手工编辑极为烦
琐，不仅费时费力，且容易疏漏、出错。因此，我们前两次用

纯手工方式转换的数据文件都未能通过评审。表1给出了

PMC第二次评估报告(节选)。随后，我们开发了一些软件

工具，尽可能正确地判断文档的格式及内容，将文档自动转

换成XML。目前程序已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转换工作，避免了

许多手工误操作。由此生成的数据文件终于通过了PMC的

评估— 如果第三次数据评估仍未通过，申请将被拒绝。

表IPMC对JZUS一B三期样刊xML文件的第二次评估报告(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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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我们从完整的PMC评估报告中挑选了几个有代表性的错误组合在一起，按照他们的格式列出。限C报告开头有一页文字对表格中各项进行说
明，此处从略。第二次报告是在第一次报告基础上作出的，并补充新出现的错误。第一列为错误出现的卷(期)，第二列指出错误出现的频率一一是全

局性的(all曰翻)，还是存在于多个文件(Multi沙川.)，抑或单个文件(u川印犯及”.)中;第三列是对错误的说明;第四列举例指出具体的错误并提出
修改方法;最后一列，第二次提供的数据是否修改了第一次评估中出现的错误，蓝色背景表示错误未全部纠正。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某类错误出现次数

较多(包括存在于多期文件)，PMC并不会将其出现的场合— 指明，所以第二栏给出的文件范围是不具体的.期刊孺自行找出错误的所有拷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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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签署协议

    通过评估后，期刊需要和NLM 签署一份正式的PMC参

与协议(PubMedcen阔 ParticiPationAgreemeni)[，，10]。协议
列出22条声明，规定了期刊和NLM各自的义务— 期刊需

按要求提供数据文件，NLM 提供相应的服务。期刊方面需在

协议中写明:版权持有人;提供给PMC的最早过刊的卷期;

何时上传新的数据文件(出版后几周?);何时在网站发布全

文(若延迟发布，延迟几个月?);是否将文章列人OA名单。

PMC将书面的参与协议邮寄给期刊，以此，JzuS一B与PMC

签署了最后的协议。

1.4 追加过刊

    与PMC签署协议后，期刊除按合同定期提供最新数据

外，还需追加过刊的数据文件。期刊可将所有过刊均转换上

传，也可自行指定从哪一期开始提供XML文档(需在协议中

指明)。可先提供一整年的数据，待审核无误后进人下一步。

    我们追加了2(X)5全年的数据。

1.5 正式上网

    PMC为每种期刊设立了一个预览站点和一个正式站点。

期刊提交第一部分数据(通常为一整卷过刊)，PMC审核无

误，将内容发布到预览站点。编辑部浏览后，如发现错误，可

及时修改;如确认无误，则选择网站上发布的样式。随后，数

据在网站上正式发布。其余过刊可随后追加。

    JzUS一B于2以拓年3月巧日发布到PMC的网站，正式
被PMC收录。

2 加入PMC对期刊的影响

    从申请到被收录，约一年半时间，编辑部接受了挑战，同

时为期刊带来了一些变化。下面围绕编辑质量、编辑业务素

质、期刊国际影响力三个方面谈谈加人PMC对期刊的影响。

2.1 提高期刊的编辑质t

    期刊在编辑过程中难免出错。xML文件的制作以及

PMC的独立审核，有助于减少错误，提高编辑质量，是三审三

校的延伸和补充。

    (1)编挥在制作数据丈件的过程中发现错误

    图1是xML文件制作、上传的流程图。在制作xML文

件过程中，我们结合了编辑手工处理和程序自动转换两种方

式，每个步骤都可说是对w词 文档的一次全文检查，而且各

有侧重;除责编外，另有多位编辑参与其中。因而，能够检查

出Wo司文档中存在的个别间题。

  图I XML文件制作、上传过程

虚线框为制作XML文件的三个步骤

    表2列出了JzUS一B加人PMC的进度。由于分刊的缘

故，JzUS在PMC收录期刊列表上有JournalofZhejiang

UnivoitySCIENCE和JOurnalofzhe」iangU苗voitySCIENCE

B两个刊名。前者只收录第5卷第10期，后者从分刊后第1

期开始。

表2 (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B辑加入PubM目晓n吸司的进度

关键步骤 时间

提出申请

期刊内容评估通过.

数据文件的评估

    第一次评估报告返回

    第二次评估报告返回

    评估通过

签署协议

追加2(X)5年过刊，修改直至无误

全文在网站发布，正式被PMC收录

2(X抖一10

2(X拼一12

2(X)5仍 -23

2仪巧(巧刀3

2朋5城犯.28

2(X)5一10

2(X)5刃9~2仪拓刀2

2仪芜习3一15

巾因分刊缘故，刊号有变动，PMC主要考察JzUS一B对JZuS的

  延续性

    下面对制作xML文件的三个步骤中可能发现的问题分

别加以简单介绍。

    ①预处理是在Wo司文档缺少格式标记(如字体、标点

等)的地方手工添加特定标记，帮助计算机作出判断。对一

期文章的连续处理，在添加标记的同时，不同篇章的相关部

分相互参照(譬如文献部分)，更容易发现信息的错漏或前后

不一致。

    ②程序严格利用期刊格式特征或者手工添加的标记作

出判断，如果格式有出人，相应部分就无法正确转换。如文

献中标点漏用、误用，文献引用缺漏或与文后列出的不一致，

特征部分(如摘要、关键词等)的格式错误，等等。

    ③是对照Wold全文对XML的一次彻底检查。②中提

到的错误经过这一步检查得以发现;另外，还可纠正图表公

式编号错误、正斜体不一致，单词拼写错误、符号误用等。

    根据我们的经验，一期50页左右的数据文件可以在三

四天内制作完成;之后，PMC审核、返回以及上网预览大概需

要10一巧天。若能调整出版周期，将期刊付印时间推迟到

数据文件制作完成之时，可以有效地减小差错率，提高期刊

的编辑质量。国外出版商将制作XML文件作为出版过程的

                            一部分，推测有这样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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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PMC审核数据文件，有助于发现错误

    PMC要求期刊提供的数据文件在内容上必须与文章的

印刷版(或网上出版的电子版)完全一致。对每次上传的数.
据进行程序、人工两方面的彻查，并返回详细的检查报告，指

出XML编辑的技术性错误，有时包括原始文档遗留的问题。

    (3)用户阅览时发现错误

    期刊在网上正式发布以后，全世界的用户都可以通过

PMC数据库查询和阅览。用户如发现错误，可以反馈给作者

或期刊，或由PMC汇总后反馈给编辑部。

    编辑部如发现过刊中存在错误，也应当及时更新xML，

重新提交给PMC，PMC会及时更新数据。

2.2 提高编辑的业务素质

    PMC工作人员严谨的作风、一丝不苟的态度体现在每一

期数据的审核过程中，感染并激励着我们，我们获益匪浅。

    在制作xML文件的过程中，编辑得到了锻炼，开阔了视

野，提高了能力;进一步熟悉了一些常用的编辑软件，如

word，Excel，Photosh叩，Emeditor等，提高了工作效率。新编
辑在XML制作中熟悉了期刊的格式、编辑规范。通过PMC

的审核报告，以及制作XML过程的查错，在提高文章编辑质

量的同时，编辑的业务素质也得到了提高。

    如果将制作XML文件外包，则难以起到此种作用。

2.3 促进作者与国际同行的交流，提商期刊影响力

    保证期刊成功的关键是报道和出版最新的优秀科研成

果。SCI影响因子被视为期刊学术质量的一个关键指标。尽

管SCI影响因子在学术界和科研评估部门仍存在争议，但作

为科学引文检索和评估指标，它是公正客观的，可作为期刊

分析、研究的有力工具。

    文章发表后能否被SCI期刊引用，取决于文章是否真正

有价值，但前提是让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检索到这篇文章。

文献查新离不开C佣gle等检索工具。PMC网站的PR值为8

〔PR值全称只铭eRank(网页级别)，是G阅砂e用于评测网页

“重要性”的一种方法。G阅目e通过PR 值来调整结果，使

“更具重要性”的网页在搜索结果中排名提升。PR 值范围0

一10，数值越大，重要性越高〔”]]，收人PMc的文章，检索时
会在显著位置列出，从而第一时间被世界各地的同行看到。

对于没有建立自己网站的期刊，相信加人PMC对提高其影

响力能起到明显效果。

    我们从IsIWehaite[’4〕获得了Jzus文章在scl收录期刊
中的引用记录。为便于纵向对比，将分刊前JzUS中属于医

学、生物、环境等专业的文章的引用记录分离出来。图2(a)

显示JzUS(2(XX)一2(X抖)中属于以上专业的文章以及

JzUS一B(2(X)5一2(X拓)的所有文章在各年度(2(XX)一2(X拓)的

SCI总引频次变化;图2(b)则是各年度的文章迄今的总引频

次变化。统计截至2仪万一12一13。
    由图2(a)可以看出，2(X抖年以前引用频次极小，到2加3

年为止，总引频次仅为0+0+3+7二10次。2(X抖年我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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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JZuS(2(X刃一2以”年)中属于医学、生物、环境等专业以及JzUS一B的所有文章在各年度的

      SCI总引用频次(a)以及各年度发表的相关专业文章迄今的SCI总引用频次(b)

立了网站〔川(PR值为6)，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可以通过搜

索引擎找到感兴趣的文章，点击、下载。因此，2(X抖~2(X)5年

的引用有了一个飞跃:2(X抖年当年引用为26次，么刃5年总

引频次达到66。2(X万年被PMC收录，当年总引频次为1伪。

从图2(b)看出，网站建立以及加人PMC之后，2(XX)一2(X)3

年度发表的文章总引频次达到12+巧+13+28=68次，与

前面的10次相对照，说明网络化对提高影响因子起了很大

作用。再看图2(b)，2(X)5年的文章总被引肠次，2(X抖年的

文章则为77次;我们另外统计了2(X抖年的文章在2(X拓年总

被引40次，表明到2(X)5年底，2仪阵年的文章总被引37次。

PMC收录2以抖年第ro期以及2(X)5年以后的文章，2(X只年
’相关专业的文章共126篇，2(X)5年为201篇(包括快报、综述

及研究论文，不计其中7篇会议报告)，文章数加1/l26二
1.印，引用频次66乃7=1.78，略大于1.印。单纯从数据来比

较，说明PMC对影响因子的提高有一定影响。

    以上只是就加人PMC对期刊SCI引用频次的影响作粗

略分析。因加人PMC时间较短，对期刊的影响有待进一步

观察。

一 764 一 b即://电kjq幼.钾云诫“山.袱.翻/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X刀.l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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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绝对的引用数字仍然较小，但近两年SCI引用记录

上升幅度较大，引用频次的变化鼓舞人心。高水平的文章是

期刊的灵魂。我们希望借助PMC的影响力，通过编辑素质、

文章编辑质量的提高，提高期刊声誉，吸引更多高水平的作

者和审稿人，接收更多高水平的文章，为国内和国际上的生

命科学研究人员提供一个更加有利的交流平台。

  ，，/日习u口in。刃.h切日

Z p曲M目Centraljoum山一FullUst.〔2(X)7仍一1].加p://~ .

  pub.闭centr目.，，/印花nder瓜砂?c耐 二加U--vie，

3 q阵n Acce阴

    p曲m目cen回.nih

仁2以y7仍拐 〕. http://~ .

.，”/以”u“。伴naCC栩.h切d

3 结语

    加人PubMedCentlal是我们期刊国际化的一次尝试。

除了用英文出版、采用国际同行评审制度之外，期刊还必须

吸引国际作者的目光，吸收更多高水平的国际稿件。走出

去，了解世界的同时让世界了解我们，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

的努力才会取得最大的效果。

    截至2(X巧年4月，我们国家(包括港台地区)被

MEnuNE收录的英文期刊有犯种[”〕，已被MEDuNE收录
或者已接近MEDUNE要求的同行期刊，或许可以进一步考

虑加入PMC。我们写下加人PMC的经历和一些感受，希望

大家增进交流，共同提高。

4 SCI生命科学杂志影响因子.【2(X)5刃1伪].b即://life.sjtU.

    目u.Cn/ne切叮山。，二px?记二58&cid二7

5 李友仁，刘松岩，黄敏.PubM司检索概述.医学信息，2仪犯，巧

    口):441一446

6加uJ旧alPublishin名DTD.b钾:刀dtdj】m.山.尹/publishi叫犷

7 R慨汕1帅 B，C七场翅切1.A压纪目eof朔rDs朋dSGMLinscbol曰y

  乃山lishi鸣.WllatHaVe 跳 k帅记?Ext花业 M吐up加划昭即

  2(X犯:R仪城油叫，.httIJ://~ .m吐反行尹印b.印.了Ex.吧口e/

    R说倪山n子扩html/2(X]2/ R慨1山lu叹幻1/EM理以犯R咪汕lu比Cl.
    html

S W6ddwide webC泊卿币困.Extens山le Mark叩 L坦即哪

    致谢 加人PMC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PMC工作人

员Dr.Edsequeira和Dr.BrookeDine热忱无私的帮助、
Dr.Jenn衡Je咖h和Dr.Wa”ejack肠gue 为审核数据付

出了辛勤劳动，在此对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张月红老师审阅全文，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我们深表

感谢。

    此外，感谢参与数据制作的浙江大学研究生戴鸿君、张
帆、汪莎、梁蛟和沃静静。

l3

l4

(XML).【2创拓伪一11].httP二刀w份贾.们.。恻XMU

HOW toJ心加PMC.【2(X巧伪仍 ].httP:刀~ .p曲m曰central.

即，/公沁”“p山info.h园
沈锡宾，吕小东，郝秀原，孙静，汪谋岳，郭利邵.八bM闭Qntral

简介及其对期刊的评估和收录.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创巧，17

(5)J肠一868

林昌东，伍秀芳，黄洁卉.《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建设网站走

向世界.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以抖，15(3):294一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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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货份 .

年MEDLJ叹E收录中国期刊名单.【2(X场供价〕.http:刀

参考文献 05722ll38lm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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绷辑老师:

    您好!

    感谢您们对我文章提出的宝贵意见，经您们指点之后，我觉得

自己的思路更清晰了，通过给您们投稿，的确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

是您们培养了我，在此十分感谢!

    阅读完审稿意见后，我十分佩服专家，能准确地指出我文章的不

足，而这恰恰是我最需要的和自己根本想不到的，经过专家的指点，

我重新梳理了思路，阅读了近期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补充了新的

内容。但不知是否合适，还想请专家帮助修改，提出宝贵意见，使这

篇文章能够达到发表的水平。

    顺祝编安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编样却 史庆华 2侧y7仍一14

                          123伽幻 辽宁省阜新市中华路47号

葬敬的各位老师:

    你们好!

    寄来的第4期期刊及稿费均已收到，谢谢各位老师真诚的帮助!

    恩师难忘，我将铭记你们曾给予我的帮助。滴水之恩，当涌泉

相报。

    我永远是贵刊忠实的读者，我也将尽自己努力做好工作，回报

人民，回报社会。

    此致

    祟高的敬礼!

                《南方国土资源》杂志社 陆小芸 2以y7朋伪

    530023 南宁市建政路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宜传中心

httP:刀妙jq幼.伴‘侧五份山.喊.c叮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仪y7，18(5)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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