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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发表！开始撰写！开启航程，走向成功。

　　欢迎踏上学术发表之路。很高兴您选择查阅本手册，它将在

通往文章发表的道路上助您顺利前行。无论您已经具有一定的学

术发表经验，或完全是一个新手，这本指南都将为您提供基本信

息，令您的发表之旅尽可能顺利。

本指南将为您提供以下帮助：

•  指导您选择最适合自身需求的期刊

•  帮助您准备手稿，从而最大程度提高文章被选中出版的机会

•  使您熟悉科学出版中的编辑与伦理政策

•  在出版过程中为您献计献策

•  引导您获得作者资源

祝您好运!

获得发表！开始撰写！开启航程，走向成功。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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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发表的第一步是确保您了解自己的内容。具体而言，

仔细评估自己研究的影响力和研究结果，以确保将您的文章建

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请您自查，您的研究是否存在下列情况：

•  提出了新的、原创性结果或方法？

•  检查、质疑或改进了已发表的数据？

•  针对已发表的结果给出了新的解释？

•  综述了特定主题或领域？

　　如果您对上述任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就可以确信拥

有强有力的理由来完成一篇文章。

 

　　现在您已经拥有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么接下来就要形成一

篇强有力的文章。 在这个阶段，您需要为自己的文章构建一个

骨架结构。为此，您需要决定文章要叙述什么，并且确定撰文

顺序和结构。制定这个计划的目的在于，确保您创作一篇健全

的文章，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其被选中发表的几率。

了解您的内容

获得发表！开始撰写！开启航程，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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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您已了解自己的文章内容并仔细思考过文章结构，接下

来应该开始考虑哪本期刊最适合发表您的研究。最好的办法就是

您希望自己的研究被哪些读者看到，以及你和同事们在写文章时

经常参考和查阅哪些期刊，因为这些出版物可能适合于您自己的

文章。请牢记，您一次只能向一本期刊投稿！

　　您应当查看的一些有助于您决定向哪家期刊投稿的信息来源

已在下方列出。

选择一本期刊

“现在我已经了解自己
的文章内容，然后应该
开始考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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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稿范畴

　　每本期刊都有独特的发稿范畴，只有符合该范畴的文章才会

被接受。通常，发稿范畴将强调在该期刊上发表的文章类型（例

如，综述、案例研究、系统评价）及其研究领域，以及期刊目标

读者。向一本期刊提交与其发稿范畴不符的文章很可能会遭到退

稿。此外，期刊将会说明不发表哪类文章，因此请确保您的文章

类型能够被投稿期刊所接受。

作者指南

　　像发稿范畴一样，每本期刊都会在该刊的《作者指南》中规

定其个别的发表要求。《作者指南》包含关于在该特定期刊上发

文的信息；具体包括有关伦理、利益冲突、作者变更、版权以及

资助机构协议等的规章制度。此外，其中还对文章结构、摘要、

亮点、关键词、视频数据和插图做出说明，并规定对各种文章类

型是否设有篇幅和附图数目限制。

彩图收费

　　有些期刊会收取不可退还的投稿费。另一些期刊可能会按照

每幅图甚至每个字来收费。许多期刊会对彩图出版进行收费。您

应当查阅《作者指南》以确保了解具体费用。

获得发表！开始撰写！开启航程，走向成功。获得发表！开始撰写！开启航程，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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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获取

　　开放获取出版允许免费获取和传播

已发表的文章。在大多数情况下，此类

论文根据《创作共享署名许可》发表，

从而消除任何获取障碍，无需订阅即可

阅读发表的内容。在这种出版模式下，

由作者或资助者支付出版费用。一些资

助机构要求其所资助研究必须在开放获

取期刊上发表。意图发表的作者在考虑

发文刊物时需要注意这一点。在大多数

情况下，这些费用可以在《作者指南》

中找到。

“好的...还有其它什么需要
我了解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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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和伦理政策

　　对于您想要投稿的期刊，还有必要对其出版道德方面的编辑

政策进行了解和核实。这些政策可能包括与主要研究相关的因

素，例如作者署名、重复发表、抄袭、捏造、数字图像处理、竞

争性经济利益，保密和预宣传。如果您不确定是否需要伦理审

批，则必须向适当的咨询机构寻求建议。

影响因子

　　期刊质量的高低往往需要提及一个关键因素：影响因子。期

刊的影响因子通过将当前年份的被引次数除以过去两年间刊载

的论文总数计算得出。它是由汤森路透计算的一项独立度量。

然而，对于仅依赖影响因子作为衡量期刊质量的做法存在一些争

论。在初次投稿时，建议重点关注作者投稿内容是否与期刊的发

稿范畴和目标读者相匹配。

阅读您所在领域的近期出版物

　　通过注册电子目录提醒，随时了解您所在领域的期刊上发表的

最新文章。每当您所选期刊有新一期出版时，都会发送提醒，其中

列出最新的目录，并带有文章直接链接。这将有助于了解您的稿件

是否适合于特定期刊发表的文章类型。

获得发表！开始撰写！开启航程，走向成功。获得发表！开始撰写！开启航程，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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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开始撰写之前，还有几件事情要做... 

 

制定您的框架计划 

　　在这个阶段，您应该重新审视您的文章计划，并考虑每小节

的字数需求。这将令您能够妥善管理文章结构，并为文章每一节

分配恰当的篇幅。这一点在针对坚持严格字数限制的期刊进行撰

写时尤其重要。

准备撰写、开始撰写
与提交论文

“好了。那我已经了解
自己的文章内容，而且
已经决定要向哪本期刊
投稿！现在我可以开始
撰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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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情况下洽谈共同作者

　　当同他人一起撰写文章时，与任何共同作

者约定撰写计划和期限是很有帮助的。此外，

您还应当约定作者在文章终稿中的列名顺序。

通常，资深作者或主要研究者最后列出。更

多详细介绍，请参阅ICMJE作者指南（www.

icmje.org）。

心系读者

　　正如前文给出投稿目的和投稿范畴一样，

请确保您的文章清晰易懂且有针对性的目标

读者。

参考文献

　　当您开始撰写时，应当确保正确列明在您

的文章中引用的所有参考文献来源。为了使这

个过程尽可能容易，建议您在撰写的同时列出

参考文献，并在文章完成后整理列表。等到您

完成文章时再列出所有参考文献将会更加困难

和耗时。有几款软件程序可以帮助简化这一工

作，例如Endnote®和Reference Manage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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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您可以开始撰写了，但请确保： 

 

语句清晰和简洁

　　不要尝试使用太多的专业术语，或者将您想说的话表达得过于

复杂。更精准的文字会给您的文章带来更大的影响力。 

撰写草稿和修改您的作品

　　成功的作者常常花时间修改自己的作品，以确保文章尽可能

流畅。在完善您的文章上所花费的时间是非常值得的。

选择您的标题和摘要

　　您的标题将会是读者用来决定是否阅读摘要并且可能阅读您的

文章正文的第一考量，因此写好标题非常重要。您的摘要应当是对

稿件的简明总结，并将与标题一同用于相关的文摘和索引服务。为

了确保摘要切实反映出您全文内容，建议您在定稿后撰写摘要。

获得发表！开始撰写！开启航程，走向成功。



　　一旦您完成文章写作，可能会有强烈的成就感，并且可能忍

不住想立刻就去投稿。但是，不可操之过急。在您投稿之前还有

最后几件关键的事情要做。

　　最重要的是修订。这个过程可能颇费心思，但却是让您的文

章获得最大发表机会的关键环节。修订可确保您尽可能好地完善

文章。务必要检查一下是否有任何内容错误和错别字的存在。下

面列出了供在您修订文章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获得发表！开始撰写！开启航程，走向成功。

“我已经写完了！现在
可以投稿了吗？”

获得发表！开始撰写！开启航程，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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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陈述和假设

　　确保您做出的任何陈述和假设都有充分依据。期刊编辑和审

稿人对无事实根据的说法十分敏感，并且可能拒绝含有多处无事

实根据说法的文章。

拼写和语法

　　检查您的拼写和语法。尽管这可能听起来相当平常。但这方

面的出错频率之高令人惊讶。如果您有擅长写作的朋友或同事，

很有必要请他们来校对您的文章。特别是假如您的母语不是英

语，那么在编辑过程中寻求同事或聘请语言编辑服务机构来帮助

修订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删除多余词句

　　保持您的写作尽可能简洁。过于冗长的文字会挤占您文章中

的有限篇幅，并且会因太过含糊而冲淡您所表达的信息。

注意您的短语缩写

　　当使用缩写时，请在第一次使用时给出完整拼写，以确保该

缩写在文章后续出现时没有歧义。

致谢资助机构和来源

　　如果您的工作受到资助，那么至关重要的是要清楚说明您的

资助来源。前面提到的《作者指南》会对如何展示您的参考文献

提供说明。引用参考文献的完整列表定要呈现在文章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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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版权 

　　确保您有权使用任何附有版权规定的材料。

 

仔细挑选关键词 

　　为了帮助读者轻松在线查找您的文章，可能需要您在投稿时

提供文章的关键词。

 

　　所有这些检查完成后，您就可以准备投稿了！您应当一次向

一本期刊投稿，并等待该刊的决定。

投稿

　　在投稿时，建议向编辑附一封简短

的信函，强调投稿论文的主要发现, 

以及它为何适合于这本期刊。

“好的，好的。我已经彻
底完成最后的检查，那我
现在能投稿了吗？”

获得发表！开始撰写！开启航程，走向成功。获得发表！开始撰写！开启航程，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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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审过程

　　一旦您向期刊提交了您的文章，一般会收到一封来自期刊编

辑部的电子邮件，确认收到您的文章。然后您的文章会被发给编

辑，并由编辑决定是否将其发去进行同行评审。 

发送稿件进行评审

　　在这个阶段，期刊的编辑可能将您的稿件发给审稿人。每篇

文章的审稿人数量和文章呈递方式会有所不同。此外，文章经历

同行评审过程的时间也会根据不同期刊有很大差别。大多数期刊

都有一个筛选过程，在此过程中被确定为不合适或超出期刊范围

的文章几乎立即遭到退稿。许多文章甚至不会送去评审。

投稿后的步骤

“现在我的文章已经
投稿，接下来会发生
什么？”

获得发表！开始撰写！开启航程，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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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过程

　　一旦审稿人收到您的稿件并考虑发表，他们会提出建议，指

导编辑对您的投稿做出决定。基于审稿人的建议，编辑部将向您

传达决定，通常是以下之一。

无条件接受  

　　在这个阶段，您的文章被送去按期刊的印刷样式排版并准备

样稿。一旦排版完成，您会收到文章的版面校样。（对于合著项

目，通常是第一作者收到样稿。）这是您在发表之前更正任何错

误的最后机会。但是请记住，大多数期刊在此阶段只允许非常有

限的改动，因此您在最初进行缜密修订至关重要。

 

有待基本更改的有条件接受

　　稿件获得无条件接受的情况非常罕见。大多数被接受的文章

在最终接受之前至少需要基本修订，因此作者通常需要经过这个

过程才能让文章得以发表。对于简单的修订，编辑通常不需要额

外的评审就可以决定接受或拒绝修订过的文章。



有待大规模更改的有条件接受 

　　一旦您完成大规模修订，明智的做法是随经修订稿件

提供一封附信，强调您如何处理每一条修改建议。如果您

决定不按建议修改，应当提供不做修改的详细原因说明。

对于大规模或复杂的修订，在最终决定做出之前该文章通

常会发回给审稿人进行再次评审。

 

　　一旦您的文章被接受，您将收到编辑来信通知您这一

决定，并附有在发表前需要您填写的表格。除了任何版权

和许可表格，要求版面费或彩图费的期刊或者提供开放获

取的期刊还会需要付款表格。

拒绝 

　　文章被拒的理由通常是因为与期刊的发文范畴不符、
陈述薄弱、内容质量不可接受，或者文章未能提供足够原
创性的发现 。

　　如果您被拒绝，请不要灰心。请记住评审过程并不完
美，而许多优秀文章在首次投稿时都遭到拒绝。拒绝可能
非常令人沮丧，但重要的是理解审稿人给出的拒绝理由。
审稿人通常是本领域的顶尖专业人士和学者，通过参考他
们的建议，将更有可能使您在今后的写作中取得成功。

获得发表！开始撰写！开启航程，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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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和 加 拿 大 病 理 学 会 官 方 期 刊

向《实验室调查》和《现代病理学》投稿您的研究成果

请访问期刊网站查看《作者须知》以阅读有关“发文范畴”及如何准备
文章的更多信息。当您准备好提交文章时，请前往在线提交。

进一步加强对人类和实验性疾病的认识

主编：Gene P. Siegal, MD, PhD

《实验室调查》作为一本国际期刊，主要关注实验病
理学相关的基础和转化研究，以发表上述领域中的原
创论著和综述为首要任务。

www.nature.com/labinvest

发表人类疾病病理学中的创新临床和转化研究

 主编：John N. Eble, MD, MBA

《现代病理学》为理解病理过程以及评价科学进步和
临床病理学相关性的现有和新兴诊断应用提供了一个
论坛。本刊旨在促进获取和维护最新信息，以确保高
标准的实践。　

www.nature.com/modpathol

　　《实验室调查》 　　　　　　　　　　　　　《现代病理学》



*2015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Thomson Reuters, 2016) 了解更多信息：www.nature.com/labinvest

《实验室调查》

您看过www.uscap.org上的更新了吗？

美国和加拿大病理学会（USCAP）致力创新，投身下一代学习，共创明

天最优秀的病理学家。

请浏览网站，进一步了解为USCAP会员提供的教育和专业资源，以及对

《实验室研究》和《现代病理学》的会员访问。

这本期刊是否契合您的研究？

　　《实验室调查》发表的文章专注于基础生物学、着眼与疾病实验或

临床方面。本刊包含研究论文、简要综述、病理学焦点文章和社论。此

外还会刊登在进一步了解疾病方面有潜力的技术方法。

主题包括：

• 血管生成、心血管和肺系统

• 口腔和胃肠道系统

• 肝脏和胰腺系统

• 血液、淋巴、免疫系统、干细胞

• 泌尿和生殖系统

• 乳腺、皮肤、软组织和骨骼

• 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

• 内分泌、视觉和听觉系统



*2015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Thomson Reuters, 2016) 了解更多信息：www.nature.com/modpath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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