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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关于英国物理学会Institute of Physics

● 成立于1874年的学术协会

● 全球范围内现有超过50,000会员

● 其使命是推动物理学教育、研究和应用的发展

● 与政策制定者、学生、教育工作者和大众紧密联系

● www.iop.org



● IOPP是IOP下属的非营利性学术出版和传播机构

● 总部设在英国布里斯托（Bristol）, 并在费城、华盛顿、慕尼黑、

北京和东京设有办公室

● 全球共有360名员工

● IOPP是一个全球性机构，仅有5%的期刊作者和收入来自英国

● 为其他学协会和研究机构提供出版服务，这些机构包括：中国物理
学会、中科院、 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美国天文学会、日本应用物
理学会等

● 所有利润均被用于支持英国物理学会

关于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 - IOP Publishing



IOP期刊的学科覆盖范围

• 天文学及天体物理学

• 生物学

• 化学

• 计算科学

• 教育学

• 工程学

• 材料学

• 数学

• 测量学

• 医学

• 纳米技术

• 物理学



2D Materials《二维材料》

• 一本重要的高质量跨学科期刊，力争涵盖二维材料研
究的各个方面

• 2019年影响因子为7.14，是材料科学领域的热门期刊

Metrologia《计量学》

• 计量学领域中的领先期刊
• 影响因子为2.281
• 是从事测量标准和校准的必备读物

Biofabrication 《生物制造》

• 生物制造领域的领先期刊
• 影响因子连年上升，2019年达到8.213，在生物工程领

域排名前五，超过了本领域的70多种期刊
• 目前还没有任何期刊拥有相同的内容，是本领域科研

的必备期刊

非物理领域高质量期刊



● 102,000 + articles

● >40 Journals

工程领域的IOP期刊



IOP出版下列学协会的期刊

英国物理学会 中国物理学会 欧洲物理学会

德国物理学会 法国物理学会 俄罗斯科学院

欧洲光学学会 国际计量局 伦敦数学学会

国际原子能机
构

瑞典皇家科学
院

中科院等离子所和中国力学学
会

医学物理和工
程学会

日本国家材料
研究所

国际呼吸研究协会和国际呼吸
气味研究学会

日本流体力学
会

放射保护学会
意大利里雅斯特国际高级研究
生院

中国天文学会 美国天文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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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P全球下载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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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P电子书获得的国际奖项

伦敦书展国际卓越成就奖中
的国际学术和专业出版商奖

全球学术与专业出版者协会
最佳创新奖



一个简单而大胆的设想

数字化- 一个面向未来的图书计划

领先声音- 高质量物理图书的精选
集

物理学协会出出版社 – 唯一的一
家主流物理学协会图书出版社

数字化的物理图书先导选集



数字化



现有的出版商– 传统的印刷方法

约稿 最终稿 纸本图书

基于纸本销售的版
税模式

数字版权管理较慢的生产时间和过程

电子书

• 大多数现有的电子书项目仍然严重依赖于纸本为先
的模式
• 传统的印刷事宜被加入到电子出版模式中，但

这样做并没有任何意义
• 并不注重利用数字功能
• 重点集中在现已正在走下坡路的传统格式上



IOP 的方法 – 数字化出版

约稿 最终稿 电子书

基于电子销售的版
税模式

灵活的商业模式快速的生产时间和过程
融入丰富的多媒体内容

纸本图书
• 数字化出版

1. 消除了印刷带来的遗留问题
2. 专注于完全利用数字能力



业内一般图书出版流程

约稿 撰写 生产过程 电子书发布

1-3 个月 12-24 个月 8-10 个月 12 个月

超过4年!!!

慢!



IOP 图书出版过程

约稿 撰写 生产过程

1-3 个月 3-24 个月 1-4 个月

立即发布电子
书

5 – 30 个月

快!



数字化

数字图书可以提供比纸质图书更丰富的功能

探索性

便捷性 (24/7 & off-campus access)

兼容性–并发用户

永久性–无损坏、无需替换

提供使用统计数据及Marc数据

快速的出版时间–在1-3个月内出版

多媒体嵌入–音频和视频成为图书的一部分

交互式图表和数学公式

章节级HTML, PDF和ePUB3数据

完全融合的期刊和图书平台

无并发用户和DRM限制





关于电子书精选集

• 深入 – 200-500 页
• 研究专著
• 研究生/高级本科生教材

• 权威 – 论题中的权威声音

• 非常高的生产质量

• 本科毕业生– 研究员级别

• 简明– 70-120 页

• 快速出版– 热点论题的首本图书

• 跨学科 – 为物理学家和非物理学家提供的
物理图书

• 本科生 – 研究员级别

两个相辅相成的电子书精选集– 同一平台

IOP 拓展物理选集

IOP 简明物理选集

合作出版机构



拓展物理– 先导声音

David K. Ferry 教授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Shlomo Havlin教授
巴伊兰大学

David Elliott教授
开放大学

Yury Grabovsky博士
天普大学

John Inglesfield教授
卡迪夫大学



简明物理内容



学科覆盖

广泛的学科范围– 横跨整个物理学领域



中科院研究人员对IOP电子书的评价

《半导体 - 键与能带》

适合从事凝聚态物理、材料学、晶体化学等专业的高年级研究生
和科研人员阅读和参考。此外，本书也适用于对能 带理论和凝聚
态物理有兴趣的高年级本科生，可以作为开拓视野的科普读物

梁 飞，博士研究生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中科院研究人员对IOP电子书的评价

《非线性波数学物理引论》

是提供给高年级学生和研究人员具有启发性的参考书。

谈庆明，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科院研究人员对IOP电子书的评价

《碱金属二原子光谱的分析》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物理系、化学系以 及电子工程系的大学生和
研究生，也是对分子光谱感兴趣的物理学家、化学家以及 工程师
有益的参考书，并能在他们的工作 中得到应用。

刘克玲，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针对CAS用户进行的电子书推广活动

1. 在线研讨会（online webinar）
目的：为电子书作者和读者创造在线交流的机会。

2.通过中国科讯APP平台推广IOP电子书书评
目的：通过中科院科研人员对IOP电子书书写的书评，进一步宣传和推广
电子书。

3.微信幸运大转盘活动
目的：为更多的研究人员与学生及时发送IOP电子书相关的最新消息。



IOPscience 使用指南



With IOPscinece you can

● 加快研究速度：强化的搜索过滤系统帮助您
更快地找到相关资料

● 节省时间：重回之前搜索结果

● 与时俱进：在新内容发表后，收取RSS即时信
息和电邮提醒

● 互动与分享：可做社交书签以分享文章

● 个性化：为信息提醒设置个人化方式，保存
感兴趣的文章，并可阅读专业领域新发表的
论文／文章

● http://iopscience.iop.org http://iopscience.org

http://iopscience.iop.org/


主页和搜索



检索结果与二次检索



Subject Collections学科选集



IOPcollection- iopscience.org/collections

IOPselect –由编辑根据新颖度、重要性

以及潜在的影响力选择出的优秀论文。

Featured articles –极受关注的近期论文

Review articles –所有发表在IOPscience上

的综述类文章。

Set up an RSS feed or 
e-mail alert to receive 
the latest content.



Journal Page



Article Page

Article level metrics

目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读者和期
刊做使用，来衡量一篇文章的广
泛影响力。包括论文的下载量，
引用量，转发量以及评论情况等
。

Related review articles:

浏览与此研究相关的综述论文，
以便深入了解该领域的发展趋势
，这里包含的论文均为近三年内
发表的。

补充材料
这些栏目可以使您更加深入的了
解这篇论文。包括论文的相关视
频、图像和其它额外文档。

PDF 下载按钮

Mathjax
开启 MathJax™ 功能后，公式
将不再是一张图片，可以被轻松
导入到Word和LaTeX中。



您也可以利用关键词
搜索，找到电子书的
内容。

这里您可以查看电子书
的更多信息，包括选集
介绍，系列介绍，作者
资源，图书馆资源，在
线直播，以及其它信息

每本图书均可以PDF，
EPUB，Kindle3种格式
进行下载

图书可以按照选集和
年份排序

点击首页的Books按钮
进入电子书页面

Ebook Page



MathJax功能及公式导出





嵌入式多媒体



图片下载及导出



交互式图表



图像工具

IOP期刊中的图片都
是全尺寸图像而非缩
略图

放大图片功能

将图片输出到
PowerPoint 并且可
以下载高像素图片



视频摘要和在线直播



您也可以利用关键词搜
索，找到相关的介绍

以及包括作者指南、审
稿流程指南和版权信息
在内的多种指南

这里您可以查看一些常
用链接

这里无论您是作者、审稿人还是会议主
办方，我们为您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为
您的出版流程保驾护航。

点击首页的Publishing 
Support 按钮进入出版
支持

Publishing Support Page



IOP北京办公室

IOP内容平台

http:iopscience.iop.org

IOP中国网站

http://china.iop.org 

IOP官方微博

请搜索“IOP中国”

IOP官方微信

请关注公众号：IOP 出版社

IOP联系方式

china@iop.org

mailto:china@iop.org


感谢您的聆听！！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