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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收录论文的投稿及写作 



主要内容 

一、三大检索系统简介 

二、SCI论文选题 

三、SCI论文写作 

四、向SCI期刊投稿需要注意的事项 



(一)《SCI》科学引文索引 

(二) 《EI》工程索引 

(三)《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 

 

 

一、三大检索系统 



(二)《EI》工程索引 

（Engineering Index）  

         Ei公司始建于1884年，是美国工程信息
公司出版的著名工程技术类综合性检索工具。 

          作为世界领先的应用科学和工程学在线

信息服务提供者，一直致力于为科学研究者
和工程技术人员提供专业化、实用化的在线
数据信息服务。 



EI 



(三)《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 
(Index to Scientific &Technical Proceedings）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1996-至今)   
• 美国《科技会议录索引》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
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
ISI)，出版的一部世界著名的综合性的科技会
议文献检索工具，于1978年创刊，ISTP收录世

界领先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领
域的研究和分析国际会议、专题讨论会、研讨
会、座谈会、研习会和代表会议的会议文集。  

 



(三)《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 

• ISTP收录会议文献齐全. 约占每年全球
主要会议论文的80-95%。 

• ISTP出版时差短，从ISI收到材料到索引
出版，仅6-8周，比任何其他的索引都
快。 



(三)《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 

 

Web of Science TM 核心合集 

•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一)《SCI》科学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 

1. SCI简介 

2. SCI出版形式  

3. SCI收录范围 

4. SCI收录期刊种数 

5. SCI期刊选择程序 

6. 《期刊引证报告》JCR 

7. 论文被SCI收录的意义 

 

 



               SCI是美国科学情报所（简称ISI，
网址：http://www.isinet.com）出版的

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大型列在国际三
大著名检索系统之首数据库 。 
     SCI。它不仅是一部重要的检索工

具书，也成为目前国际上最具权威性
的、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成
果的重要评价体系。  

 

 1. SCI简介 
 



 
2. SCI出版形式 

 • ① SCI Print 印刷版。 1961年创刊至今。双月刊。
核心库 。  

• ② SCI-CDE 光盘版。 季度更新。全为核心库 。 

• ③ SCI-CDE with Abstracts，带有摘要的光盘版。
逐月更新。全为核心库 。 

• ④ Magnetic Tape 磁带数据库。每周更新。扩展
库 。  

• ⑤ SCI Search Online 联机数据库。每周更新。扩
展库 。 

•  ⑥ Web of Science SCI的网络版。每周更新。扩展
库 。  



3. SCI收录范围 

      SCI收录报道并标引了8000多种自然科学、
工程技术、生物医学范畴的所有领域的领先期
刊，学科范围涉及农业与食品科技、天文学、
行为科学、生物化学、生物学、生物医学、化
学、计算机科学、电子学、工程学、环境科学、
遗传学、地球科学、仪器、材料科学、数学、
医学、微生物学、原子能科学、药理学、物理
学、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统计与概率、技术与
应用科学、兽医学、动物学等170多个领域。 



4.SCI收录期刊种数 

• 2017年最新统计SCI Expanded收录期刊8874种
（ 2001年5905种， 2002年5937种，2003年6017
种，2004年6199种，2005年6348种， 2009年
7907种2011年8436种）。 

• 2017年SCI光盘版收录3745种（2001年3773种，
2002年3751种，2003年3745种， 2004年3823种, 
2005年收录3762种， 2009年3624种，2011年收
录3771种）。 

• SCI对非期刊型文献每年还报道约250余种重要的
专著和丛书。 

 

   核心库和扩展库都
是精选的，同等重
要。其区别在于：
影响因子、地区因
素、学科平衡等  



5.SCI期刊选择程序 

• 期刊出版标准 

• 编辑内容 

• 国际多样性 

• 引文分析 



6.《期刊引证报告》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自1975年开始，美国科学情报所(ISI)
在SCI的基础上每年发行上一年度世界范围
的《期刊引证报告》(JCR), 对包括SCI－
CD、SCIE收录的8000余种期刊之间的引用
和被引用数据进行统计、运算，并针对每
种期刊定义了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等
指数加以报道。       

     SCI的影响因子一般于每年的6月份公布,
论文作者可根据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名决定
投稿方向。 

 

 



7. 论文被SCI收录的意义 

 



二.如何利用SCI进行选题分析 

1. 选择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 选择处于前沿位置的课题，与国际接轨。 

3. 课题要有可发展性。 

          课题可发展性对高水平论文的持续产出
具有极大作用。  

4. 借助工具选题 。 



图书馆 --“不仅仅提供资料信息，更重要的是
提供研究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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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儿童多动综合症 (Hyperactive child syndrome) 

1978 多动症与轻微脑功能损伤 (Hyperkinetic 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 

1984 注意力缺失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2000 注意力缺失/多动症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从1902年Still的开创性研究以后，ADHD经历了很多术语
名称的变化。通过WoS特有的引文索引，我们可以从不
同年代追溯Still 这篇文章的引文，从而了解有关行为障
碍的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 

科学的检索方式：主题检索+引文索引 



 
二.如何利用SCI进行选题分析 

科研人员如何尽快获得信息资源，从中获取想法，激发思想 

 
• 围绕着某一个课题，利用SCI数据库获得： 

–该课题的重要文献的全文 

–该研究领域中的高影响力学者的信息 

–文献中实验相关的事实性数据 

–该研究领域中的核心期刊、热点课题 

–研究成果如何向某种学术期刊投稿发表 

–如何提高论文的引用 

–如何跟踪该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 

 



SCI网络版——Web of Science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检索方式下拉列表 



 

案例：抗癌药物 ——— 紫杉醇 

 

检索词： Paclitaxel OR taxol 
检索字段：主题 
检索数据库：SCI 



 

案例：抗癌药物 ——— 紫杉醇 

 



 

对检索结果文献进行分析 

•相关课题前景 
 
•重点参考文献 
 
•课题发展历史 
 
•课题研究前沿 
 
•课题重点研究机构 
 
•… 



如何快速锁定高影响力的论文？ 



1979 年，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的分子药理学家Susan B. Horwitz 博士阐明了紫杉
醇独特的抗肿瘤作用机制：紫杉醇可使微管蛋白和组成微管的微
管蛋白二聚体失去动态平衡，诱导与促进微管蛋白聚合、微管装
配、防止解聚，从而使微管稳定并抑制癌细胞的有丝分裂和防止
诱导细胞凋亡，进而有效阻止癌细胞的增殖起到抗癌作用。 





 

和施引文献的关系：追踪后续进展 

通过活跃节点捕捉后续进展 



紫杉醇稳定老鼠纤
维细胞中的微管 







 

紫杉醇的发现来源 



2008 

References 

2004 
2002 

2005 

1997 

2007 Times 
Cited 

Related 

Records 

2007 

2008 

2003 

2006 

1998 

2008 

Citing   

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 

沿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道路… 

… References 越查越旧 

   Times Cited 越查越新 

Related Records 越查越深 

2006 



Analyze Results – 分析功能 



Analyze Results – 分析功能 
作者、国家、机构、出版年、来源出版物名称等 

 



充分利用SCI的个性化服务 

• 创建跟踪服务 

• 引文跟踪服务 



39 

保存检索历史在服务器或本地计算机上，订制
定题服务 

设定选项： 

-检索历史名称 

- 电子邮箱 

-定制类型及格式 

-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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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引文跟踪”－随时掌握最新研究进展 



出版商的确想要刊登优秀的论文 



三、SCI论文的写作 

(一)论文结构 

(二)论文写作顺序 

(三)论文各部分写作要点及
技巧 

 



(一)论文结构 



（二）科学论文的写作顺序 

（1）结果    Results 

（2）讨论    Discussion 

（3）材料与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4）引言    Introduction 

（5）参考文献  References 

（6）致谢    Acknowledgments 

（7）题目和眉题 Title，Running Title 

（8）摘要   Abstract 

（9）关键词    Keywords 

（10）缩略词    Abbreviations 

（11）作者和地址  Authors and addresses 



(三)论文各部分写作要点及技巧 
SCI论文的主要部分                写作要点    

 Abstract（摘要）       What did I do in a nutshell?  (概略)  

 Introduction（引言） What  is the Problem?(存在什么问题？)    

Material and Methods  How did I solve the Problem? 

    （材料和方法）         (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Results（结果）         What did I find out？（我发现了什么？） 

Discussion（讨论）   What does it mean？（我的发现意味着什么？） 

Acknowledgements(致谢)  Who help me out?(谁帮了我？) 

References（参考文献）Whose work  did I refer to?(我参考了哪些文献) 

Appendices（附录） Extra information（额外数据或资料） 

 



标题 

• 好标题应该以最精炼的语言充分概括论文
内容。通常由名词性短语构成，非陈述句。
如果出现动词，多为分词或动名词形式。 

 



SCI论文题名中可以省略的多余的词 

应以最少数量的单词来充分表述论文的内容。 

• Analysis of, Development of, Evaluation of ,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on), 

Observations on, On the, Regarding, Report 

of (on), Research on, Review of, Studies of 

(o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synthesis of, 

The nature of, Treatment of, Use of, 等 

 



眉题 

• 为了方便读者，期刊的页面通常提供
眉题（running title)，由于受版面
的限制，眉题通常由题名缩减而成
（期刊的“作者须知”常给出眉题的
字符数，一般不超过60个字符），为
了确保眉题的准确性，作者最好在投
稿时提供一个合适的眉题。 



眉题 



作者姓名及所在的单位 

• 保持拼写前后一致。尽量规范、准确。 



摘 要 

• 摘要主要讲述本论文的要点。（1.存在问题
和研究的主要目的。2.实验设计与方法。3.
最重要的结果。4.主要结论。） 

• 审稿人一般用15分钟看摘要和引言。如果第
一印象不好,他/她会去寻找理由建议主编退
稿. 

• 摘要的读者面比论文全文的读者面大得多。 



摘要：撰写技巧 

• 应大致包括IMRD 结构的论文写作模式； 

• 使用简短的句子, 用词应为潜在的读者所熟悉；  

• 注意表述的逻辑性, 尽量使用指示性的词语来表达

论文的不同部分(层次) 

  — 如使用“研究表明…”(found that…)表示结

果; 使用“通过对...的分析，认为 …”(Based on…,  

suggest that…)表示讨论等 



• 确保摘要的“独立性” 或“自明性”: 尽量避免

引用文献、图表和缩写； 

• 尽量避免使用化学结构式、数学表达式、角标和

希腊文等特殊符号； 

• 可适当强调研究中的创新、重要之处; 尽量包括

论文的主要论点和重要细节(重要的论证或数据) 

• 普遍使用主动语态和第一人称。 

 
 



结构式摘要的类型 

•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Background, Methods, Results, Conclusions 

• The Lancet 

  Background, Methods, Findings, Interpretation 

• JAMA 

  Context, Objective, Design, Setting, Patients, 

Interventions, Main Outcome Measures, Results, 

Conclusion 



SCI摘要中常用的表达方法 案例 

    要写好摘要，需要建立一个适合自己
需要的句型库（选择的词汇来源于SCI高
被引用论文） 

引言部分 

   (1)回顾研究背景，常用词汇有review, summarize, 

present, outline, describe等 

   (2)说明写作目的，常用词汇有purpose, attempt, 

aim 



SCI摘要中常用的表达方法 案例 

方法部分 

   (1)介绍研究或试验过程，常用词汇有test study, 

investigate, examine,experiment, discuss, 

consider, analyze, analysis等 

   (2)说明研究或试验方法，常用词汇有measure, 

estimate, calculate等 

   (3)介绍应用、用途，常用词汇有use, apply, 

application等 

 

 



SCI摘要中常用的表达方法 案例 

结果部分 

(1)展示研究结果，常用词汇有show, 

result, present等 

(2)介绍结论，常用词汇有summary, 

introduce,conclude等 

 

 



SCI摘要中常用的表达方法 案例 

讨论部分 

(1)陈述论文的论点和作者的观点，常用词汇有
suggest, report, present, expect, describe等 

(2)说明论证，常用词汇有support, provide, indicate, 

identify, find, demonstrate, confirm, clarify等 

(3)推荐和建议，常用词汇有suggest,suggestion, 

recommend, recommendation, 

propose,necessity,necessary,expect等。 



关键词 

  

关键词的遴选： 

1.从题目中找。2.从摘要中找。3.从论文的小
标题中找。4.从结论中找。 



引言 



引言 



方法 

• 方法部分必须提供充分的信息，详细精确
的描述，使得实验能够被有能力的读者重
复。 

 

• 除非《投稿指南》特别说明，否则一律使
用过去时态；现在时态一般仅用于方法论
类型的论文。 



结果 

• 这项研究的主要发现 

 



图表 



图表 



图表 



图表 



统计 



统计 



多结果的逻辑排列 

• 从最重要到最不重要 

• 由简单到复杂 

• 按相同类排列 

• 写作应按研究问题的逻辑关系来写，不应
按实验的时间顺序来写。 



讨论 



结论 

• 写作内容 

• 1.结果要点。本研究结果有什么新发现，得
出什么规律性结论，解决或完善了什么理
论，适用于什么范围。对前人有关本问题
的理论、方法或技术做了哪些检验，哪些
于本研究结果一致，哪些不一致，做出了
哪些修正、补充、发展或否定。 

• 2.意义或实用价值、推广前景。 



致 谢 

致谢通常包括两方面内容： 

 （1）感谢任何个人或机构在技术上的帮助，
其中包括提供仪器、设备或相关实验材料，
协作实验工作，提供有益的启发、建议、
指导、审阅，承担某项辅助性工作，等等。 

 （2）感谢外部的基金帮助，如资助、协议
或奖学金，有时还需要附注资助项目号、
合同书编号。 

 

 



致谢的写作要点 

（1）致谢的内容应尽量具体 
• 致谢的对象应是对论文工作有直接和实质性帮助、
贡献的人或者机构，因此，致谢中应尽量指出相
应对象的具体帮助与贡献。例如：应该使用如
“Thanks are due to J. Jones for assistance with the 
experiments and to R. Smith for valuable discussion.”的表
达，避免如“To acknowledge all of the people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this paper in some manner ……” 

• 要注意选用适当的词句来表达感谢，避免因疏忽
而冒犯本应该接受感谢的个人或机构。 

 

 



致谢的写作要点 

（2）用词要恰当 

• 致谢的开始就用“We thank” ,不要使用“We 

wish to thank”  “We would like to thank”或“The 

authors thank”等，尤其是“wish”一词最好在致
谢中消失，可能会传达错误的信息。实际上用“I 

thank John Jones ”显得更为简明和真诚。 

（3）致谢的形式要参阅期刊投稿指南的作者需知，
尤其是对于感谢有关基金资助的信息。 

 

 



基金资助项目的英文表达 

            国内大部分英文期刊习惯将基金资助项目的信
息作为论文首页的脚注，国外期刊则多将其作为
“致谢”的一部分。 

以论文首页的脚注形式注明基金资助项目的案例 

• Supported by the Major State Basic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gram of China (Grant No. 
2001GB309401~05),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Grant No. 60171009) and the Key 
Projec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Shanghai(Grant No. 
02DZ/5002) 

• 见：Progress in 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进展》,SCI收
录期刊，2004,14(3):269-275 

 

 



基金资助项目的英文表达 
作为“致谢”的一部分形式注明基金资助项目的案例： 

• Acknowledgments This work is supported by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 We 

thank Professor J.A. Pople and Dr.P.M.W.Gill for a 

preprint of Ref. 13,and Professor T. Ziegler and Professor 

R. A. Friesner  for enlightening discussions. 

• 见： Density-Functional Thermochemistry .3. The Role of 

Exact Exchange.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 1993， 98 

(7): 5648-5652被引用12372次  《化学物理学杂志》2003
年影响因子2.950,论文全文可以直接在AIP数据库获得。 

 

 

 



参考文献 

1.最好引用原始文献，不要二次引用。 

2.格式规范 

3.尽量不要遗漏重要参考文献（该研究由谁
始创的？是谁做了最重要的工作？谁贡献
大？） 

4.引用文献时，不要完全依赖于综述。 

5.尽量引用原创者的文献。 

6.引用评审专家、投稿期刊的相关论文。 

 
 

 



补充材料 

• 与论文主体有关并能支持论文主题的次要
信息 

   包括： 
•  微阵列数据 
• 序列数据 
• 方法验证 
• 其他对照标准 
•  视频数据 
将在论文发表后在网上公布 



四、向SCI期刊投稿需要注意的事项 

1.投稿期刊选择 

2.学术道德的问题  

3.SCI论文稿件的准备 

4.审稿流程 

5.拒稿原因分析及论文修改的问题 

6.SCI源期刊及稿约的查找 

 

 

 

 



1.投稿期刊选择 
• 期刊主题（利用SCI等检索工具、期刊网站） 

• 目标读者 

• 出版周期 

• 影响因子 

• 期刊拒稿率 

• 文章出版方式（Open Access模式还是订阅模式） 

• 文章出版费用 

• 文章类型（完整论文/原创性论文/来信/快报/短
篇通讯/评述）…… 

                                 

             通过图书馆、个人交流及学术活动，充分了
解，选择最契合自己论文的期刊 

 



2.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有 

• 一稿多投 

• 重复发表 

• 剽窃 

• 捏造和窜改数据 

• 研究中对人和动物的运用不当 

• 作者署名不当 



本人已发表文章中的字句是否可以重复使
用？尤其是实验方法部分，因为两篇文章
使用的是相似的实验方法。 

•      

• 不可以直接复制已发表文章中的字句，
即便是自己写的文章也不行。如果要
描述相似的实验步骤，须将相似的内
容换一种方式来表达，而且要引用前
一篇文章。 



3.稿件的准备 
• 普遍需要提供的内容包括： 

• 首页、投稿函 (cover letter)；文题页(title page)；
文摘和关键词 (abstract and keywords)；正文；前
言 (introduction)；材料／对象和方法[materials(or 
patients)and methods]；结果 (results)；讨论 
(discussion)；致谢(acknowledgements)；参考文献
(references)；表(tables)；图(figures)。 

• 各部分内容按以上顺序在文档中另起页书写 (正文
各部分内容可在一起)，图表可置文后也可另存为
附件。最好在文稿前附一目次页，以便于编辑快速
了解文稿的内容安排。 



电子文档的准备 
• 一般的编辑部推荐用Word(2000或以上版本)和 

PDF的文档格式进行上传。文件在保证内容的完
备条件下，要尽可能的小。有些图表可以与文稿
放在一个 word文档中，注明序号和名称，并配上
图例和表注，同时在正文中指明图表的位置。如
有大图片，尽量以附件形式上传，附件的命名要
规范。  

• 为便于印刷，通常编辑部要求彩图的像素为 
300dpi，黑白图的像素为600dpi，线图的像素为 
1200dpi。半栏图控制在8cm以内，通栏图控制在
17cm以内。如提供了原照，需在照片的背后注上
图片的序号和图例。  



SCI论文投稿信 

1.著作权声明 (authorship responsibility 
and contributions) 

2.版权转让许可(license for publication) 

3.文章类型／栏目(article type) 

4.基金和资金资助(funding disclosure) 

5.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 

 



学术期刊寻找审稿人的几个途径 
  国际期刊一般需要作者自己提出该篇论文的和您
研究领域相关的审稿人 

• 利用SCI检索和您研究相关的科学家 

• 文章的参考文献  

• 相关期刊编委 

• 学术会议的主席、委员  
期刊以前的类似文章的送审 

• 询问比较熟识的一些专业人士 

• 交叉审稿，以前的作者审现在的作者 

   作者需要认真自建期刊审稿人专家库 
 



4.大致审稿流程 

• 编委会初审，大致标准： 

是否符合期刊主题 

是否有吸引力 

独创性 （检验抄袭、重复投稿等)  

基本语言和表达 (主要看大纲、数据等) 

• 选择和邀请审稿人员进行同行评审 

• 审稿人员进行同行评审：2-4名评审人员 

• 编委会综合考虑评审人员意见作出决定： 

      立即接受、修改、拒稿 

 



5.拒稿原因 

• 不够有意义 
- 不够吸引人/与期刊水平不相称 
-    
• 道德因素和其他，例如： 
- 重复投稿/抄袭 
- 损害他人名誉 
- 对他人研究成果进行不当的批评 



拒稿原因：语言 

 

•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作者文章不被接收的
重要原因之一是其论文语言（英语）很难被
审稿人读懂 

 

• 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写作方式 

 

 

                        提交论文前做好语言润色工作 



据稿原因：格式 

• 所有编辑都不喜欢把时间浪费在版式
差劲的稿件上 

• 这是作者对他们不尊重的表现 



格式 

• 参考并遵守《投稿指南》 

• 确保以下正确： 

• ——版式 

• ——各部分篇幅（符合字数要求） 

• ——属于、缩写和拼写（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 

• ——参考文献格式 

• ——数字/图表类型 

• ——统计数字 

 



5.SCI论文修改问题 

• 编辑一开始说得再好也没用，他们主要是因为选
择了他们刊物而要对作者表示感谢。一开始说稿
子有价值，随后来个(1)"we regret to say 

that...",(2)“We suggest that you might submit it to 

another journal” ,(3)“An increasing volume of 

submissions prevents us from publishing all 

worthwhile manuscripts we receive. Competition 

for space in our journal has increased sharply in 

recent months.”，这都是常见的、已形成格式的
拒绝。  

 



SCI论文修改问题 

• peer-review的刊物主要看的是审稿人的意
见。如果提的问题中有类似于major 

revision的，发表就难了。如果提的问题都
是小问题，完善一下即可。 

 



如何回复SCI审稿人意见 

• 1、所有问题必须逐条回答。 
2、尽量满足意见中需要补充的实验。 
3、满足不了的也不要回避，说明不能做的
合理理由。 
4、审稿人推荐的文献一定要引用，并讨论
透彻。  

 



6.SCI源期刊及稿约的查找 

查询SCI源期刊 

http://clarivate.com/     

http://clarivate.com/


China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期刊列表 
 



Master Journal List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检索特定期刊 

期刊首字母排序 

主题分类 

期刊变化 



查询SCI源期刊 

 



Immunology 



Coverage 



 
查找影响因子方法一： 

JCR — 期刊引证报告 
 

刊名标准缩写 查询影响因子 



查找影响因子方法二： 
大学图书馆网站 





外文稿约的查找 

            

•     给作者提供准备稿件的指南,从
而使得稿件更容易、快捷和正确地发
表。 



稿 约 

通过“作者须知”可以了解的信息主要有: 

   (1)刊物的宗旨和范围 

   (2)同栏目论文的长度、主要章节的顺序
安排，等 

   (3)投稿要求,如:投稿的份数、形式(可否
以电子版形式投稿)、图表如何投寄,等 

   (4)是否履行同行评议?如果期刊采用的是
双盲形式的同行评议,应如何避免在稿件中
出现可识别作者身份的信息,等.  

 



稿 约 

  (5)多长时间后能决定可否录用 

  (6)采取何种体例格式?如:页边距、纸张大小、文
献和图表的体例,等.  

  (7)如果稿件中涉及对人或动物所作的实验,则需
弄清楚拟投稿期刊在伦理方面有哪些具体要求。
有关人和其他动物研究的基本伦理原则是一致的,
但是不同国家在某些研究过程的细节方面不尽相
同,因此,尽管作者的实验可能与本国的习惯做法
相符,但是如果把描述这些实验的文章投向具有不
同规定的国家的期刊,就有可能被拒绝。 

 
 



稿 约 

• (8)采用国际计量单位制(SI)对于某些特殊单位
(如货币单位)或某些非SI的单位(如英制单位)，

如果对某些读者有帮助，也可在圆括号里附注
用相关单位所表示的数值。例如：Since 

1999,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SFC) has been allocating each year ￥ 

3 million (about ￡ 220，000）to support 

scientific journal  



稿 约 

• (9)其他，如对语言的要求（采用英国英
语拼写还是美国英语拼写）、所推荐的
词典或文体指南、有关缩写和术语方面
的规定。 

• 以上内容中大部分是作者在准备稿件时
必须了解的，否则，稿件有可能被简单
的退回，理由是“不符合本刊的投稿要
求”。 

 



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一要求 

• 作为对期刊投稿的一般性了解,作者可阅读一些具
广泛意义的投稿要求,例如,被生物医学类期刊广泛
采用的“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一要求” 

• 内容包括:投稿前应考虑的因素(重复发表问题、
对病人权利和隐私的保护等);稿件的准备（基本

的投稿要求、标题页、作者、摘要和关键词、引
言、方法、结果、讨论、参考文献、图、表等）；
量和单位;缩写与符号;利益冲突;保密;同行评议;

等等。 

 



            作者投稿指南 
（INSTRUCTIONS TO AUTHORS） 

 

http://mulford.utoledo.edu/instr/ 



查找外文期刊稿约 



 
    提供了全世界6000

多种医药卫生和生命
科学领域期刊的投稿
指南链接，全部链接
到杂志出版商或负责
机构提供的第一手资
料，信息更新及时，
使用免费。  

查找外文期刊稿约 



 

查找外文期刊稿约 



查找外文期刊稿约 



论文被录用原因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