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开展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2021 年度“一流高校科技期刊建设”

专项基金课题中期检查的通知
各课题负责人：

为加强基金课题的过程管理，督促立项课题负责人按进度完成研究任务，确保立项课题按时、保质

完成。经研究会决定，近期开展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2021 年度“一流高校科技期刊建设”专项基

金课题中期检查工作，另拟于 9 月结题验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对象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2021 年度“一流高校科技期刊建设”专项基金立项课题，名单见附件 1。

二、检查方式

按要求填写中期检查表，见附件 2。

三、检查结果

检查结果作为项目管理的重要部分。

四、其他说明

请各课题负责人根据通知要求，认真做好课题中期检查工作，并以此为契机，对课题进行全面的检

查、评审，从中发现典型经验，加以表彰推广，推动研究会科研工作的良性发展。

请将中期检查表于 2022年 6月 30日前返回研究会学术工作部。王维朗，023-65112204，13594154589，

99555384@qq.com。

特此通知。

附 1：2021 年度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一流高校科技期刊建设”专项基金立项项目（50 项）

附 2：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2021 年度 “一流高校科技期刊建设”专项基金课题中期检查表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2022 年 6 月 16 日

mailto:99555384@qq.com


附 1：2021 年度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一流高校科技期刊建设”专项基金立项项目（50 项）

序号 主持人 项目名称 单 位 项目编号

1 丁佐奇 一流高校科技期刊服务一流高校学科研究
中国药科大学《中国天然

药物》编辑部
CUJS2021-001

2 郭 伟
新发展理念下一流高校科技期刊转型发展

研究——以高校自然科学类学报为例
北华大学学报编辑部 CUJS2021-002

3 唐 慧
高校科技期刊服务学科建设分层、分类发展

研究

石河子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编辑部
CUJS2021-003

4 杨保华 一流高校科技期刊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 中南大学出版社 CUJS2021-004

5 侯 湘
基于 ESI和 incoPat学科数据映射的“双一

流”大学建设实践路径研究
《重庆大学学报》编辑部 CUJS2021-005

6 王 婧
21世纪 10年代我国高校科技期刊的发展状

况
上海大学期刊社 CUJS2021-006

7 田海江
中国学术期刊同行评议智能化现状及需求

研究
重庆邮电大学期刊社 CUJS2021-007

8 栾 嘉
医科大学学报学术质量与审稿人因素关系

的实证研究

陆军军医大学教研保障中

心编辑部
CUJS2021-008

9 李 锋 关于科技论文中作者署名规则的探讨
《同济大学报（医学版）》

编辑部
CUJS2021-009

10 陈春平 高校科技期刊一流编辑队伍建设研究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编辑部
CUJS2021-010

11 张学颖
知识图谱在高校科技期刊领域的应用研究

——基于 CNKI的 CiteSpace分析
重庆医科大学期刊社 CUJS2021-011

12 梁赛平
“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学报助力构建学术

生态圈的路径探索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编辑部
CUJS2021-012

13 谭春林
一流高校科技期刊生态系统的构建

——基于期刊新媒体融合发展实践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CUJS2021-013

14 周 洁
“双一流”高校科技期刊服务高校能力的现

状分析及提升路径
华中科技大学 CUJS2021-014

15 蒋 晓
一流高校科技期刊协同高校科研诚信建设

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 CUJS2021-015

16 张芳英
一流高校科技期刊服务高校学科建设的现

状及策略研究

《应用数学和力学（英

文）》编辑部
CUJS2021-016

17 骆筱秋 构建“三位一体”编辑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国际口腔科学杂志（英

文版）》编辑部
CUJS2021-017

18 霍振响
一流高校中文科技期刊的编辑队伍建设研

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CUJS2021-018

19 曹会聪
基于产业化评价视阈下的中国高校科技期

刊出版流程优化研究
南京林业大学期刊部 CUJS2021-019

20 张济明 一流高校科技期刊同行评审体系创新研究
上海大学期刊社《中国运

筹学会会刊》编辑部
CUJS2021-020



21 屈清慧

基于Web of Science和 CNKI的医药类期刊

论文传播研究——COVID-19高被引论文

及医药类期刊高被引、高下载论文的文献计

量研究及启示

西北药学杂志编辑部 CUJS2021-021

22 黄江华
学术期刊与“双一流”建设融合发展研究

——基于重庆高校视域
长江师范学院 CUJS2021-022

23 吴 婷
基于合作博弈的医学期刊编辑“编医协同”
路径研究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编

辑部
CUJS2021-023

24 陈 玮

数据支撑的一流高校科技期刊“深体检，找

差距，提能力”研究——以《南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为例

南开大学学报编辑部 CUJS2021-024

25 吴海西
媒介融合环境下建筑科学领域高水平期刊

办刊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CUJS2021-025

26 杨 惠
基于医学英文期刊的数据分析和选刊策略

研究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编

辑部
CUJS2021-026

27 齐 蘅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学术期刊与学科共

生发展研究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CUJS2021-027

28 蒋 霞
后疫情时代“双一流”大学学报微信公众号

的运营分析及发展探讨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编辑部 CUJS2021-028

29 杨一舟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一流高校科技期刊的产

学研生态系统探索与构建
浙江理工大学杂志社 CUJS2021-029

30 胡 玥
不同传播媒介下科技期刊内容推送效果的

比较研究
重庆大学期刊社 CUJS2021-030

31 徐清华
基于精益设计的科技学术刊编校排版流程

体系化建设
同济大学学报编辑部 CUJS2021-031

32 刘姬艳
一流高校科技期刊建设中数字出版智慧化

变革的发展策略研究
杭州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 CUJS2021-032

33 秦长江 我国科技期刊科研数据政策研究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 CUJS2021-033

34 李春丽
国内外食品类核心期刊的编辑/出版模式比

较研究

食品与生物技术学报编辑

部
CUJS2021-034

35 翟彬偲
基于 ESI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术期刊与

一流学科建设共生模式研究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CUJS2021-035

36 李春红 科技期刊创新传播模式研究 淮阴师范学院 CUJS2021-036

37 鲁翠涛
地方高校科技期刊在“双一流”建设中的作

用和发展策略
温州医科大学 CUJS2021-037

38 王 燕
一流高校英文科技期刊国际化推广路径与

实践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 CUJS2021-038

39 王 霞
基于数据库及科研分析平台的学科研究热

点分析和高水平作者挖掘
北京科技大学期刊中心 CUJS2021-039

40 蒋学东
卓越计划引领下高校工程技术期刊选题策

划优化研究

铁道科学与工程学报编辑

部
CUJS2021-040



41 王 丹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期刊数字版权保护机制

研究

吉林大学《仿生工程学报》

编辑部
CUJS2021-041

42 汪 挺
高校科技期刊的学科集约化建设方案－中

山大学胃肠病学期刊的集约化尝试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CUJS2021-042

43 于 杰
一流高校科技期刊的区域集群化、学科集约

化建设方案
武汉大学 CUJS2021-043

44 陶 晴 一流高校科技期刊的集约化建设方案 西安交通大学期刊中心 CUJS2021-044

45 姜春明
“双一流”建设中高校英文科技期刊面临的

机遇与挑战

上海大学期刊社《先进制

造进展》编辑部
CUJS2021-045

46 胡晓梅
高校学报服务研究生培养路径探析—以华

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科版）为例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CUJS2021-046

47 齐 园
“双一流”背景下提升高校医学期刊服务学

科建设能力研究
海南医学院杂志社 CUJS2021-047

48 赖莉飞
一流高校科技期刊编辑的职业素质结构及

其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
宁波工程学院 CUJS2021-048

49 沈晓艳
融媒体背景下地方高职学报服务当地文化

建设研究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

辑
CUJS2021-049

50 丁 筠
借助高校优势办刊资源打造一流科技期刊

的路径探索

吉林大学仿生工程学报编

辑部
CUJS2021-050



附件 2：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2021 年度 “一流高校科技期刊建设”专项基金课题中期检查表

项目名称（编号）

项目负责人 承担单位

联系电话 E-mail

项目主要进展

项目阶段性成果（学

术论文、学术报告及

其他成果）

今后研究设想和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