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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是一个载体

向同行们宣告科研发现

科学领域交流的重要工具

用最简单的话表达最明白的意思

核心问题——你研究了什么？

逻辑严谨

学术期刊一般不会因为具体的语法错误拒绝一篇文章，但一定会因为

逻辑混乱而拒绝一篇文章。

要写好科研论文，须先养成读英文文章的习惯

1 科技论文的撰写

How to write a first-class paper, Nature, 2018, Vol.555(7694), pp.129-130

功
夫
在
诗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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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如何提高英文的科研写作能力》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6212&do=blog&id=349932



好的科研选题（推荐讲座）

科技论文撰写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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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 Title

 作者&单位 Authors and Affiliation

 摘要 Abstract

 关键词 Keywords

 引言 Introduction

 材料与方法 Material and Methods

 结果与讨论 Results and Discussion

 结论 Conclusions

 致谢 Acknowledgements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补充材料 Supplemental Information

1.1科技论文的结构

论文主体内容
（IMRaD）

文
前

正
文

文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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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 Accuracy

反映论文的核心内容

简洁性 Brevity

以最少数量的单词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

英文标题长度最好不超过10-12个单词（100个字符）

中文标题最好不超过20个汉字

清楚性 Clarity

由最能反映论文核心内容的主题词来扩展

可检索性 Indelibility

文献追踪或检索

不恰当的题名可能导致论文的漏检，不利于读者对论文的获取

（1）题名撰写基本要求（AB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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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ISO214-1976 (E)中对摘要（Abstract）的定义为：

An abbreviated, accurate representation of the contents of a 

document without added interpretation or criticism 

摘要是对文献内容的准确、扼要的表述,不加解释和评论

方便文献的追踪与检索

让读者尽快了解论文的主要内容

（2）摘要（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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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一段式，篇幅以100~200单词为宜

内容一般由5部分组成：研究背景与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结论。

 WHAT is the topic of the paper

 一两句话简述该论文的研究领域或研究专题

 WHY you choose it -- importance, problems

 指出该领域存在的问题以点出论文选题的必要性

 HOW do you solve the problems

 简述所使用的方法/理论及其解决问题的关键

 RESULTS -- the improvement

 简述研究的主要结果和数据，创新点 (最好用数字说明）

 CONCLUSIONS

 简要说明结论和取得的价值，是否可以推荐或推广等

（2）摘要（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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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是指构成一篇论文主要

内容的名词性词语

在文中的出现频率一般较高

非名词性词语不宜作关键词

关键词一般每篇3-5个为宜

（3）关键词（Key Words）

从题目中找

从摘要中找

从论文的小标题中找

从结论中找

便于文章被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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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与学习

注意专业领域的不同，有些领域有其内在的写作规律

科研文章里的一些话是定式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 we performed …”, 

 “These results support the former, but not the latter, hypothesis …”等等

灵活运用，注意学术规范

连续7个英文单词相同，原则上就被认为抄袭（plagiarism）

注意前后句逻辑关系，相邻段落逻辑关系，全文逻辑关系（Logic Flow）

（4）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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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如何提高英文的科研写作能力》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6212&do=blog&id=349932



（5）引言（Introduction）

 引言的重要性

 影响编辑和审稿人对论文创新性的判断

 影响读者是否继续阅读的决定

引言的作用：开宗明义

 为何选择该研究方向？

 这个课题为什么重要？

 创新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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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 the Problem-broad beginning,  More specific area of concern

 课题研究的内容

 What we know-research literature

 国内外研究进展（现有文献综述，前人研究结果）

 What we do not know-i.e., Gap in Research

 目前存在的问题

 Research aim-i.e., Gap to be filled in, General research question

 本课题拟如何研究

 Brief overview of Method

 概述研究方法

（5）引言（Introduction）

慎重叙述前人工作的缺欠

尤其与现有文献方法比

较，解决了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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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m. D. (2004). Writing the empirical journal. In J. M. P. Zanna & H. L., Roediger (Eds.) 
The compleat academic: A career guide (PP. 185-219).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材料：来源、理化性质、选取、制备、处理等

方法：详细说明实验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实验条件、
步骤和测试方法等

（6）实验材料和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如果是采用前人的方法——注明出处；

 如果是改进前人的方法——说明改进之处；

 如果是自己提出的方法

 详细说明

 必要时可结合示意图、流程图或照片等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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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Hypothesis is addressed by Results

 实验结果如何解答了引言中提出的问题/假设

 How do the Results address the Gap?

 研究结果如何解释说明差异？

 What we know & do not know

 指出自己的成果与前人研究成果或观点的异同

 讨论尚未定论之处和相反的结果

 Limitations & strengths of current study

 存在的问题及局限性

 Next research steps

 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The solution-broad issue wish to address & applications of this 
line of research

 揭示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7）结果和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对引言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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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m. D. (2004). Writing the empirical journal. In J. M. P. Zanna & H. L., Roediger (Eds.) The 
compleat academic: A career guide (PP. 185-219).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简洁扼要

本文研究了什么问题？使用了什么方法？

主要研究结果

研究的结果, 解决了哪些问题

结果的优越性（具体数据说明）

存在的问题及局限性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8）结论（Conclusions）

DON’T

REPEAT THE ABSTRACT

重复摘要内容

JUST LIST EXPERIMENTAL RESULTS 

仅仅罗列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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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① 正确的基金表达方式（列出全称，不要用简写）

② 列出基金项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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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关重要背景文献的全面引用

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

便于读者查寻原文，了解该领域的情况

注意参考文献的类型和时间

是否有最新文献

使用参考文献管理软件

NoteExpress，Endnote等

规范引文格式

提高效率

（10）参考文献（Reference）

 国家标准GB/T7714-2005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作者指南（Author 
Guide）——参考文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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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主体的补充

如果有SI，在正文中必须提及SI中所有图表

哪些内容考虑放入SI中？

 一般如数学推导、定理证明、计算框图、计算结果、源程序清单、附

图等，考虑放入补充材料；

 期刊对篇幅、图表数量有一定的规定，需要将部分内容及图表放入SI；

 有些期刊规定（Author Guide），某些测试的图谱（如红外、核磁）

必需放入SI中

（11）补充材料 （Supplement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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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ESI高被引和热点论文

逻辑结构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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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选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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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选择合适期刊的重要性

若稿件投向不合适期刊

直接退稿

内容不适合本刊，耽误稿件发表时间

不公正的同行评议

编辑和审稿人对作者研究领域的了解比较模糊，

可能导致稿件受到较差或不公正同行评议

同行关注度较低

学术影响低，引用次数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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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期刊选择的主要方法

23

请教导师或者同学——
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

NoteExpress文献分析功能
——参考文献来源出版物

利用数据库选择期刊 期刊选择系统检索分析



2.2.1利用NoteExpress分析参考文献

 统计所引参考文献的来源出版物

 获得可选学术期刊列表

 统计所引参考文献的作者

 获得可选潜在推荐审稿人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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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利用数据库选择投稿期刊

外文数据库

• Web of Science （WOS）

• Engineering Village（EI）

中文数据库

• 中国知网（CNKI）

• 万方

检索研究领域

的相关论文

对检索结果进行期刊

出版来源统计分析

确定研究领域

的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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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WOS数据库检索分析

检索主题“纳米二氧化钛”的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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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WOS数据库检索分析



28

选择来源出版物对期刊进行分析

获得可供投
稿的外文期
刊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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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作者
对发文作者进行分析，得到研

究领域主要的学者列表

潜在推荐
审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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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分类

Nanoscience & 

Nanotechnology 

领域内共有87种
相关期刊列表

（2）利用JCR查看研究领域内所有期刊



2.2.3 利用期刊选择系统

通过摘要、题名推荐投稿期刊

--单个数据库

 IEEE Publication Recommender （期刊&会议）

 http://publication-recommender.ieee.org/home

Elsevier Journal Finder (Elsevier)

 http://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Journal Article Name Estimator (PubMed)

 http://jane.biosemantics.org/

Journal Suggester (Springer & BioMed)

 http://journalsuggester.springer.com/
31



IEEE Publication Recommender

 170+期刊 & 1500+会议

选择期刊或
者会议

输入题名或
者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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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Publication Recomm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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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vier Journal F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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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vier Journal Finder

输入文章题名

摘要

选择研究领域
（最多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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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vier Journal Finder

该篇文章发表
期刊

期刊

 审稿周期

 接受率

 发表周期



2.2.4 利用期刊选择系统

通过摘要、题名推荐投稿期刊

--综合性

MedSci期刊选择智能支持系统（SCI期刊）

Journal selection-assisted system, JSASTM

http://www.medsci.cn/sci/jsas_new.do

GoOA开放获取论文一站式发现平台（OA刊）

http://gooa.las.ac.cn/external/index.jsp

37

http://www.medsci.cn/sci/jsas_new.do
http://gooa.las.ac.cn/external/index.jsp


输入文章题名
或者摘要

MedSci期刊选择智能支持系统（JSA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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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Sci期刊选择智能支持系统（JSASTM）

该篇文章发
表期刊

经验分享因人而异，仅作参考



Go OA开放获取论文一站式发现平台

根据研究方向，获得
推荐OA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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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A开放获取论文一站式发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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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信息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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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评价期刊的主要因素

期刊刊载论文范围

期刊的学术水平

出版机构、同行评议

影响因子、期刊分区、期刊收录情况（SCI/EI/核心）

期刊的年刊文量

期刊的国别倾向

期刊的出版频率&审稿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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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期刊主页查看
其刊文范围

2.3.1 期刊刊载论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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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南中查
看刊登范围

2.3.1 期刊刊载论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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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指南中查
看其它与投稿相

关信息



评价指标

出版机构、同行评议

期刊收录情况（SCI/EI/核心）

影响因子

期刊分区

2.3.2 期刊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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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Ulrich's  Periodicals Directory）

 一部权威的、反映世界各国期刊和报纸出版

信息的综合性指南

 通过标题、ISSN号等信息查找期刊

 http://ulrichsweb.serialssoluti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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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用核心期刊

外文数据库 中文数据库

理工科

SCIE
中国科学引文数
据库（CSCD）

中文核心期刊要
目总览

EI
《中国科技期刊

引证报告》

人文社科

艺术

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CSSCI）
A&H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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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刊收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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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CR查看期刊最新收录、影响因子和分区情况

期刊影响因子不可做为评价

期刊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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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期刊年刊文量

利用WOS查看期刊

的年刊文量

IF  (2016): 4.692 IF  (2016): 0.679A B



研究领域内中国作者主要发文期刊

 统计拟投稿期刊发表文章的国家/地区

2.3.4 期刊的国别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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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期刊的国别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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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期刊的国别倾向

55

发表该研究主题较多

的期刊



2.3.4 期刊的国别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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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期刊的国别倾向

57

获得该研究方向，刊

载中国作者文章较多

的期刊列表



2.3.4 期刊的国别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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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中国学者文
章较少

接收中国学者文
章较多



2.3.4 期刊的国别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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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按照国家/地区分
析检索结果

了解该期刊对中国

作者文章的采用率



2.3.4 期刊的国别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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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公布的学术期刊负面清单（部分）



2.3.4 期刊的国别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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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dawi出版社



期刊主页介绍

利用文章的Receive & Accept Time 计算审稿周期

利用期刊选择系统

 Elsevier Journal Finder

 IEEE Publication Recommender

 Journal Suggester (Springer & BioMed)

 MedSci期刊选择智能支持系统（SCI期刊）

网络信息

 LetPub期刊投稿分析系统（http://www.letpub.com.cn/index.php?page=journalapp）

小木虫论坛 – SCI期刊点评（http://muchong.com/bbs/journal.php）

2.3.5 期刊的审稿周期和接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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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J系列Journals主页

（1）期刊主页介绍

接受率

审稿周期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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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接计算期刊审稿周期

利用文章的出版日期与收稿日期时差计算审稿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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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接计算期刊审稿周期

期刊

文章

Information Sciences（42期/年）

投稿日期 接收日期 出版日期
审稿周期/

天
接收到刊出

时间/月

文章 1 2016.12.17 2017.08.26 2017.12 252 4

文章 2 2017.01.31 2017.07.26
2017.12

176 5

文章 3 2016.09.07 2017.08.26
2017.12

353 4

文章 4 2017.01.21 2017.08.20
2017.12

211 4

文章 5 2017.04.05 2017.08.19
2017.12

136 4

平均周期 226天 4-5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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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期刊选择系统获取

 Journal Suggester (Springer & BioMed)

 Elsevier Journal Finder

 IEEE Publication Recommender

审稿周期和接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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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木虫论坛
SCI期刊点评

（4）小木虫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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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周期和接受率



投稿流程与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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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投稿一般流程

作者 编辑部
提交稿件

技术审查

编辑

通过

送审

同行评议N
（N≥2）

修改后再次提交

未通过

未通过

拒稿

直接接受

N次修改后提交

N≥1

修改接受

 研究方向

 创新性

 语言

 ……

Online Print

 格式

 语法及拼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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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投稿前的准备

下载期刊的投稿指南（Guide for Authors）

格式要求

确定稿件类型是否适合期刊的要求

确定论文研究方向是否符合刊物的宗旨和范围

下载稿件样例或模版

准备Cover Letter和Manuscript

选择推荐审稿人（Recommended peer reviewers）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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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载稿件样例或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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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载稿件样例或模版



（2）Cover Letter

内容

对期刊相关的申明（稿件不涉及版权纠纷、未一稿多投等）

拟投期刊名称

论文的核心内容、创新性、主要结论（突出新意和关键点）

对稿件处理有无特殊要求（推荐审稿人或者回避审稿人的信息）

通讯作者详细联系方式（姓名、通讯地址、电话、传真和Emai地址）

篇幅：一般在一页以内，便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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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

We would like to submit the enclosed manuscript entitled " *** ", 

which we wish to be considered for publication in **journal. Neither 

the entire paper nor any part of its content has been published or has 

been accepted elsewhere ．It is not being submitted to any other 

journal．

We believe that two aspects of this manuscript will make it interesting 

to general readers of **journal. First, ***. Second, ***. Further, ***.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 considering our manuscript for potential 

publication. I'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Sincerely

姓名+详细联系方式

（2）Cover Letter--Example

 简述文章主要
创新点和结论

 突出重点
 不宜过多

对期刊相
关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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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选择推荐审稿人？

参考文献作者

与个人研究内容直接相关的文章

多次出现的作者

检索：文章关键词

查找刚刚发表的最新文章

检索：文章关键词+投稿期刊

寻找在拟投期刊内发表的相关文章

若论文内容涵盖多个领域，确保在每一个领域都推荐有至少一名审稿人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回避存在利益冲突
(conflict of interest) 
的审稿人

导师推荐审稿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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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接受 Accept

修改

大修 Major Revise

小修 Minor Revise

 修改后重新投稿 Revise and Resubmit

拒稿 Reject

4.3 审稿结果

 修改稿件，改投其他期刊

 不要将不做任何修改的原稿件转投他刊

谨慎回复编辑和审稿人

的每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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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回复编辑和审稿人意见

如审稿人提出非常好的建议且完全能够修改

在文中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如需补充实验数据，尽量按审稿人意见完成

审稿人提出的好的建议但是由于条件限制无法实施

具体解释说明

或者在讨论部分进行相应的阐述

不要回避，对不能进行的部分给出合理理由

如果不同意审稿人的意见

礼貌回应并说明

若对审稿人的问题或质疑进行反驳，则证据一定要充分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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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从第一稿开始就按照作者指南的格式要求写作

 文献的引用, 标题, 图表等

使用文献管理软件，管理参考文献和阅读笔记

 格式准确，节约技术审查阶段的时间

所有的编辑都不愿意在准备不充分的稿件上浪费时间

避免仅以影响因子选择期刊

如果文章创新性好，投给专业期刊，容易得到业内的引用和认可

文章的创新性一般，投给综合类期刊

不要惧怕期刊的拒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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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write a first-class paper

Nature, 2018, Vol.555(7694), pp.129-130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8-02404-4

SCI论文常用插图制作要点及方法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Q1NDIyMQ==&

mid=2649599811&idx=2&sn=0e98072c243194ebddc3589f8

fe50569#rd

How to Write a Paper in Scientific Journal  Style and Format 

http://abacus.bates.edu/~ganderso/biology/resources/writin

g/HTWtoc.html

分享一篇Nano Lett.文章的cover letter、审稿意见以及回复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102863-1076008.html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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