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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发表论文？

 科研成果：如果没有发表，
就等于不曾存在

 科研人员：没有论著发表，
职业生涯将难以继续

Publish 
or Per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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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撰写前的准备工作

科技论文的结构及撰写要求

选择合适的期刊进行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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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杂志社的喜好

宜：
 研究结果具原创性，且有意义

 实验方法可靠

 实验数据能重复，且足以支撑结论

 研究内容符合投稿期刊的范围

 论文格式符合投稿期刊的要求

忌：
 有意或无意的剽窃行为

 一稿多投或一稿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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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笔前要问自己的问题

我的发现有没有被别人报道过？(新颖性)

我的研究结果是不是有意义？能不能解决某个问题
？

我观察到的现象是不是可以重现？结果是不是可靠
？相关实验能不能支撑我所提出的观点？

应该发表何种类型的论文？

研究内容是不是在拟投期刊感兴趣的范围(Aims & 
Scope)内？该期刊对论文的格式(Guide for 
Authors)有什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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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新颖性判定

通过检索二次数据库来判定论文的新颖性，常用的
二次数据库有：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
EI (The Engineering Index，工程索引)
CPCI-S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Science，科技会议录索引)
SCOPUS(Elsevier推出的综合性文摘数据库)
其他专业型的二次数据库，比如MEDLINE 、

SciFinder、Reaxys、INS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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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定题跟踪及时了解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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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定题跟踪及时了解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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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类型
Original articles/ Full papers (研究论文)：the most 
important papers; often substantial, completed pieces of 
research that are of significance.

Notes/Letters/Communications (快报/简报)：usually 
published for quick and early communication of significant 
and original advances; much shorter than full articles 
(usually strictly limited).

Reviews/Perspectives(综述)：summarize recent 
developments on a specific topic; highlight important points 
that have been previously reported and introduce no new 
information; often submitted on invitation.

Other(eg: Errata)(其他, 如:勘误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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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期刊的刊登范围和作者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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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的出版目的和刊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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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的作者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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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的作者须知简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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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的作者须知稿件准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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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C提供的写作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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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Template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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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Pharmacol. Sin.的作者须知
 Introduction 

 The Introduction summarizes the rationale for the study and 
gives a concise background. Use references to provide the most 
salient background rather than an exhaustive review. The last 
sentence should concisely state your purpose for carrying out 
the study (not methods, results, or conclusion). 

 Results 

 Emphasize or summarize only important observations. Simple 
data may be set forth in the text with no need for tables or 
figures. Give absolute values, not merely percentages, 
particularly for the control values. 

 Present your results followed by (Table 1 or Figure 2). Do not 
write "Table 1 shows that" or "Figure 2 demonstrat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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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撰写前的准备工作

科技论文的结构及撰写要求

选择合适的期刊进行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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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的结构

题名
作者+机构
摘要+关键词

引言(Introduction)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结果(Results)

讨论与结论(Discussion & Conclusion)
致谢
参考文献

主
体
部
分

后续部分

前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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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
内容提要

用简洁的语言概括论文核心内容和主要观点

吸引读者
题名是用最少数量的单词来充分表述论文的内容，它相当
于论文的“标签”，题名如果表达不当，就会失去其应有
的作用，使真正需要它的读者错过阅读和引用论文的机会

帮助文献追踪或检索
文献检索系统多以题名中的主题词作为线索，因而这些词
必须要准确地反映论文的核心内容，否则就有可能产生漏
检和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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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题名的简洁

Keep a title short. Remove all uninformative 
phrases such as “studies on”, “the nature 
of”, etc.

修改前：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 of salinity on benthic community 
distribution within a estuarine system, in the 
North Sea

修改后：Effect of salinity on benthic 
distribution within the Scheldt estuary (North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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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据库的高被引论文来学习题名写法

名词词组题名: 三磷酸肌醇和钙信号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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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据库的高被引论文来学习题名写法

系列题名:热化学密度泛函: 3. 精确交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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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据库的高被引论文来学习题名写法

主副题名: 记忆的突触模型: 海马体中的长时程增强

27



系列论文可以增加录用机会（徐铜文教授）
 Host-Guest Chemistry of Dendrimer-Drug Complexes: 7. Formation 

of Stable Inclusions between Acetylated Dendrimers and Drugs 
Bearing Multiple Charges,The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B, 
2012,116:3075-3082

 Host-guest Chemistry of Dendrimer-Drug Complexes. 6. Fully 
Acetylated Dendrimers as Biocompatible Drug Vehicles Using 
Dexamethasone 21-Phosphate as a Model Drug,The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B., 2011,115(10):2185-95.

 Host-Guest Chemistry of The Dendrimer-Drug Complexes:5. Insights 
into the Design of Formulations for Non-Invasive Delivery of Heparin 
Revealed by Isothermal Titration Calorimetry and NMR Studies,The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B., 2010, 114 (34), pp 11017–1102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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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

论文的执笔人或主要撰写者应该是第一作者，当
两个或两个以上作者贡献相同时，可以在脚注上
注释这些作者为共同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是整个课题总的负责人，承担课题的经
费、设计，文章的审阅和把关。他也是文章和研
究材料的联系人，担负着文章可靠性的责任。从
知识产权上来说，研究成果算是通讯作者的

避免“搭车”署名、不能遗漏应该署名的作者、
不可擅自将知名人士署为作者之一以提高论文声
誉和影响

29



作者与机构的写法

郭光灿院士

GUO GUANGCAN、 GUO GUANG-CAN、
GUO GC、GUO G-C、GUO G、GUANGCAN G
、GUANG-CAN G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UNIV SCI & TECHNOL CHINA、USTC、
CHINESE UNIV SCI TECHNOL 、UNIV SCI & 
TECHNOL、UNIV SCI & ENGN CHINA、UNIV 
SCI & TECHNOL CHIAN、UNIV SCI & 
TECHNOL CHINA 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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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的种类
根据内容的不同，摘要可分为三类：

 指示性摘要(indicative abstract)：也常称为说明性摘要、
描述性摘要(descriptive abstract) ，一般只用二到三句话概
括论文的主题，而不涉及论据和结论，多用于综述、会议
报告等。该类摘要可用于帮助读者来决定是否需要阅读全
文

 报道性摘要(informative abstract)：按照IMRAD结构
(Introduction，Methods，Results and Discussion) 对文章
内容进行总结。通常可以部分地取代阅读全文

 结构性摘要(structured abstract)：按照期刊列出的小标题
进行撰写。通常应用于医学类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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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性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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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性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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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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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的写作要求

摘要相当于是论文的名片。无论是在投稿还是在引
用环节，均通过摘要判断是否值得花时间送审、评
审、阅读、引用，因此摘要的清楚表达非常重要

使用准确、简短的句子向潜在读者描述你做了什么
工作，取得了哪些重要结果，用词应为业内人员所
熟悉

确保摘要的“独立性” 或“自明性”，让读者不
需要通过全文就可以理解你的研究工作

注意表述的逻辑性，尽量使用标志性的词语来表达
论文的不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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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摘要中不必要的词
 Many abstracts I receive start like this “In this paper we 

report a new method for the production of carbon foams 
from…”. Immediately there are three mistakes: (a) “In 
this paper. . . ”, and I thought is was a different paper you 
were discussing! (b) “…we report…“– surely it could not 
be another person reporting for you! (c) “… a new 
method…“, but scientific journals do not report old 
methods. The abstract should start: “Carbon foams were 
produced from…“. This is shorter and gets straight to the 
point. I have been told that some journals ban the use of 
“new“, “novel“ etc. Everything we publish should be 
new. There is no need to say so.

–Peter Thrower, Editor-in-chief, 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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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期刊要求图文摘要
 The graphical abstract is an a concise, pictorial form, 

which

 is carefully designed to capture the attention of a 
wide readership;

 is prepared for compilation of databases;

 serves to illustrate the theme of the paper are 
desired;

 may also be accompanied by appropriate text with 
strict word limitation, e.g., 30-50 words.

 Consult a recent issue of the journal for the examples 
of acceptable graphical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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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关键词

目的：便于文章被检索

来源：标题、摘要、小标题、结论

注意事项：

1. 不要使用过于宽泛的词做关键词(例如：有机
化合物，生态科学等)，以免失去检索的作用

2. 避免使用自定的缩略语、缩写字作为关键词
，除非是科学界公认的专有缩写字(如: DNA)
3. 关键词的数量要符合期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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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的主要内容

综述研究背景：简要介绍本项研究工作所属的领
域及理论基础，概述前人在该领域内的研究成果

指出存在问题：通过对前人工作的描述引出问题
所在

如何解决问题：即本文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当前面
临的问题

评估研究成果：即本文的科学意义和实际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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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写作示例

D. Petitjean, et al. Some temperature-sensitive properties of pure linear 
alkanes and n-aryl mixtures. Fuel, 2006, 85, 1323-1328

综述研究背景

指出存在问题

如何解决问题

评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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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研究背景
 研究领域：与本研究工作有关的背景介绍。概述本项工作的研究或

观察的理论基础，给出简明的理论或研究背景，正确地估计研究课
题的意义、应用背景。也就是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例如在基础研
究方面有何新意，有何应用前景。背景介绍通常需要进行文献回顾
来讨论曾经发表的相关研究，以介绍相关领域的研究概况与进展。
课题的意义估计不足，说明作者的知识水平不高，估计过分则显得
不够严谨。

 前人工作：详尽、全面地介绍以前的相关工作。我们必须充分地阐
述前人包括作者自己已经做过的相关工作，以及和本论文的联系。
这一点需要引起特别的重视。有人以为讲很多其他人的工作并引用
许多文献会降低本论文的重要性、原创性。实际效果常常相反。没
有充分阐述研究工作的背景，不引用与本论文相关的重要文献，审
稿人至少会认为作者阅读文献不够。比较极端的例子是：我们时不
时看到有的作者因为没有在已经发表的论文中没有引用某一篇重要
的文献而在期刊上公开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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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存在问题时的方法

以前的学者尚未研究或处理不够完善的重要课题

过去的研究衍生出有待探讨的新问题

以前的学者曾经提出两个以上互不相容的理论或

观点，必须做进一步研究，才能解决这些冲突

过去的研究很自然可以扩展到新的题目或领域，

或以前提出的方法或技术可以改善或扩展到新的

应用范围
43



评估研究成果

采取适当的方式强调作者在本次研究中最重要的发
现或贡献，让读者顺序逻辑的演进阅读论文。忌故
意制造悬念，以期望在论文的最后达到高潮，实际
上读者没有耐心阅读并坚持到最后的重要部分。

用词要注意分寸。比如不要轻易用for the first 
time. 一篇论文值得发表，一定具有新的结果。一
定是具有和任何前人所做工作不同的地方。从这个
意义上讲，每一篇论文都可以称为“第一次”。忌
用评价式用语，例如“首次提出”、“首次发现”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等。所谓“第一次”通常
是指比较重要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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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的写作要求

应清楚、准确地描述研究结果是如何获得的，使他
人能够重复实验

详细描述所用仪器的规格、型号和制造商等，并准
确记录所用试剂的名称、剂量和添加方式，以及所
采用的实验条件等信息

对实验方法的描述要条理清晰、详略得当、重点突
出、用词准确

可参考拟投稿期刊的表达方式，并阅读投稿期刊的
作者须知了解特殊要求

45



材料与方法写作示例

描述事实时，采用一般现在时: A twin-lens reflex 
camera is actually a combination of …

描述过去的行为或事件，采用过去时: The work was 
carried out on the Imperial College gas atomizer, 
which has been described in detail elsewhere.

通常为被动语态: The samples were immersed in an 
ultrasonic bath for 3 minutes in acetone followed by 
10 minutes in distilled water. 

避免使用主动语态: We immersed the samples in an 
ultrasonic b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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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写作要求

对实验现象或结果的表达要高度概括和提炼 (按逻
辑顺序描述或总结重要的实验结果)

数据表达可采用文字与图表相结合的形式 (凡用文
能说明的问题，就尽量不用图表再复述了，不要同
时用表和图重复同一数据)

尽可能列出实验结果的原始数据，而不能只报道统
计处理后的数据(为帮助读者的理解，可适当评论
原始数据，对结果的说明、解释、与理论模型或他
人结果的比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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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展示结果，选图片还是表格？

文不如表，表不如图

一图抵千言

表格：很方便地列举大量精确的数据或资料

图形：直观、有效地表达复杂数据，尤其是不同
组数据之间的比较、关联和趋势等

注意事项：表格和图形应具有“自明性”

图表题名：准确而清楚地表达出数据或资料的含
义, 而不仅仅是对数据的简单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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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vs 表

49



符合常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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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的表格看起来更专业可靠

Water Depth Gravel Sand Mud

5 m 3.42% 81.41% 15.17%

50 m 2.5% 58.42% 39.08%
100 m 0.0% 32.5% 67.5%

推荐使用三线表 ，单位写列名称上，有效数字统一

Water Depth (m) Gravel (%) Sand (%) Mud (%)
5 3.4 81.4 15.2
50 2.5 58.4 39.1
100 0.0 32.5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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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编排的注意事项

列举数据时应尽量确保同组数据纵向排列, 以方读
者阅读；有效数字的保留要合理、一致; 数值的排
列要整齐

表注是为了解释说明获得数据的实验和统计方法、
缩写或简写代表的意思等而做的注释，请在需要注
释的地方添上符号、字母或数字等标记，统一在表
后进行注释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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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合理叠加与拆分：拆分

Source: T. Pham, et al. Growth of Uniformly Oriented Silica MFI and BEA Zeolite Films on 
Substrates. Science, 2011, 334, 1533-1538

(B) Plots of the number of HC-n dyes incorporated in a single channel (NC)n of the SL film 
versus the alkyl chain length n of the HC-n dye. 
(C) Plots of the relative second harmonic intensity (rel-I2ω) of the HC-n–incorporating SL films 
(of indicated thickness) with respect to a reference (3-mm-thick Y-cut quartz) versus the alkyl 
chain length n of the HC-n d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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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合理叠加与拆分：叠加

Source: T. Pham, et al. Growth of Uniformly Oriented Silica MFI and BEA Zeolite Films on 
Substrates. Science, 2011, 334, 1533-1538

Figure. Plots of permeances of p- (open circle) and o-xylene (open square) and the 
Separation factor (SF) with time for the operation temperature at 15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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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艺术化的示意图

Source: T. Pham, et al. Growth of Uniformly Oriented Silica MFI and BEA Zeolite Films on 
Substrates. Science, 2011, 334, 1533-153855



一张漂亮的图是如何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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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相关数据放在一个图可以简化页
面、便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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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使用Origin等专业作图工具

不要过分追求美术效果，不要将图形做得过于花哨(
如增加不必要的阴影或立体效果等)

坐标轴的说明应清楚、准确，量和单位缺一不可

照片图必须具备高清晰度，显微照片的放大倍数应使
用图示法(标尺刻度)表示，照片中的符号、字母、数
字等，必须在图注中详细说明

其他图片也应清晰，一般要求分辨率在300 dpi以上

插图制作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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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文中怎么描述图表？

不要把图表的序号作为段落的主题句，应在句中指
出图表所揭示的结论(并把图表的序号放入括号中)

在表达时，应该直接明确指出结果，避免使用show 
the relationship或compare with等词句

避免: Figure 1 sho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and B.

避免: It is clearly shown in Figure 1 that …
建议: 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 at all time 

points investigated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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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的主要内容及写作要求

主要内容：
1. 对结果进行说明和解释，并根据这些结果得出结论或
推论
2. 指出研究的局限性，并建议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3. 指出结果的理论意义(支持或反驳相关领域中现有的理
论、对现有理论进行修正)和实际应用

写作要求：
1. 讨论的重点在于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和推断, 并说明作者
的结果是否支持或反对某种观点、是否提出了新的问题
或观点等
2. 撰写讨论时要避免含蓄, 尽量做到直接、明确, 以便审
稿人和读者了解论文为什么值得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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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论述与前人工作的关系

65



讨论写作的注意事项

对结果的解释要重点突出, 简洁、清楚：着重讨论
本研究的重要发现，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不要过
多地重复引言或结果中的数据或资料

推论要符合逻辑, 避免实验数据不足以支持的观点
和结论

对结果的科学意义和实际应用的表达要实事求是, 
适当留有余地，避免使用“for the first time”等类
似优先权声明的词句

在讨论的最后要自然过渡到论文的结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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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的主要内容

根据期刊要求的不同，结论有时自成一节，有时与
“讨论”或“结果与讨论”写在一起

结论的基本内容: 

1.作者本人对研究的主要认识或论点

2.总结性地阐述本研究结果可能的应用前景、研
究的局限性及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方向

3.结论中不应涉及新的事实, 也不能简单地重复摘
要、引言、结果或讨论等章节中的句子

67



结果、讨论与结论的侧重

结果: 介绍研究结果(必要时应使用图表)；对重要
研究结果的描述和说明;

讨论: 探讨所得到的结果与研究目的或假设的关系
、与他人研究结果的比较与分析；对研究结果的解
释(是否符合原来的期望)；重要研究结果的意义(推
论); 研究展望;

结论: 主要认识或论点; 概述研究成果可能的应用
前景及局限性; 建议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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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部分写作要求

致谢应当如实、具体、真诚

应尽量指出致谢对象的具体帮助与贡献

表示应有的礼貌和尊重：投稿前应请所有被感谢的
对象阅读论文的定稿(尤其要包括“致谢”部分)，
以获得允许或默认

致谢一般用“We thank”显得简明真诚，不要使用
“We wish to thank X for…”(我们希望感谢X的帮
助，虽然这种帮助并不是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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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的写作要求

所选用文献的主题必须与论文密切相关

必须是亲自阅读过

优先引用论文: 最新发表/特定期刊/特定作者

避免过多的作者自引

遵循拟投稿期刊的体例要求

确保文献各著录项(如作者姓名，论文标题，期刊
或专著名，出版年，卷期号，页码等)正确无误

建议使用文献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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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撰写前的准备工作

科技论文的结构及撰写要求

选择合适的期刊进行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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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期刊的主要途径

请教有经验的-导师

本研究方向的-WOS 本领域内的-J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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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的经验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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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方向的期刊——W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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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可以选择的期刊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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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作者的投稿期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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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作者的投稿期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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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文SCI期刊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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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文SCI期刊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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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领域内的期刊——JCR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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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CHEMISTRY, MULTIDISCIPLINARY为例

176个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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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影响因子排序获得高质量的期刊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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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拟投稿的期刊?
 期刊的刊登范围

 期刊对作者资格的要求

 是否收取版面费

 期刊的评审速度

 期刊的年载文量

 期刊的录用倾向性

 期刊的引证指标 (影响因子)

期刊网站

WOS

J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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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评审速度估算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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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评审速度估算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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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WOS查看期刊的年载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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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WOS查看期刊的年载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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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期刊对本土文章的采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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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2010=

回溯年

发表年 2008 2009 2010 2011

2008年和2009年发表的文献在2010年被引用的次数

2008年和2009年发表的文献数

 影响因子的计算仅涉及文章(Article)和综述(Review)两类文献

 只有在Web of Science®收录达3年的期刊才会有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的出版周期为一年一次，每年6、7月份更新前一
年的影响因子数据

期刊引证指标影响因子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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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JCR查看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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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JCR查看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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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JCR查看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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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在某领域内的分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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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期刊影响因子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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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学报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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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是一篇高被引论文

SHELX是德国哥廷根大学
的晶体学教授Sheldrick
G.M. 编写的一个共享软
件，该软件在晶体学领域
应用广泛。SHELX的安装
协 议 里 面 有 一 条 ： The
following reference
should be cited
whenever a program
beginning with the
letters "SHELX..." is
used, including the
Bruker SHELXTL
system: G.M. Sheldrick,
"A short history of
SHELX", Acta. Cryst.
(2008) A64, 1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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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仅代表期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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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d Times in 2010

Nature, 868 articles published in 2008

IF2009=34.480, Data source: Web of Science, 201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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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注重影响因子可能得不偿失

Source: The Scientist, 2009, 23(1), p25

Steven Wiley是PNNL的研究员，发表论文100多
篇，共被引用6000多次

他发现，相比他发表在《科学》和《细胞》上的论
文，他发表在《生物化学杂志》或《细胞分子生物
学》这类期刊上的文章会有更多的引用次数

为在顶级期刊发文章而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可能
会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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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投稿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