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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写作与文献检索



1. 科技论文概述



1.1 科技论文的定义

科技论文是由科技工作者对其创造性研究成果进行

理论分析和科学总结，并得以公开发表或通过答辩的科技

写作文体。

 创新性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成果的科学论述

 某些理论性、实验性或观测性新知识的科学记录

 某些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新成果的科学

总结



1.2 为什么要写作科技论文

 科学研究的完整性

撰写科技论文的主要目的：

 科学研究结果的交流、继承

 个人发展的需要

科学研究的组成部分： 确定选题—研究实施—
整理发表

有意义但没有发表，等同于不存在



1.2 为什么要写作科技论文

 科学研究的完整性

撰写科技论文的主要目的：

 科学研究结果的交流、继承

 个人发展的需要
促进学术交流，推动科学发展、社会进步

没有科技论文，知识不会被继承，造成知识丢失
和重复研究



1.2 为什么要写作科技论文

 科学研究的完整性

撰写科技论文的主要目的：

 科学研究结果的交流、继承

 个人发展的需要

锻炼逻辑思维和表达能力

奖学金、工作、提升、前途、项目等



1.3 科技论文的特征

 科学性

 创新性

 逻辑性

 有效性

—— 方法论上的特征

研究的对象属于科学范畴

表达文理通顺、规范

论述的内容是科学的，可信

数据来源于科学实验、可重复



 科学性

 创新性

 逻辑性

 有效性

—— 方法论上的特征

—— 科技论文的灵魂

有所发现（首次提出）

有所发明（首次制造出）

有所创造（在某一点上有发展）

有所前进（引进、移植、应用）

1.3 科技论文的特征



 科学性

 创新性

 逻辑性

 有效性

—— 方法论上的特征

—— 科技论文的灵魂

—— 科技论文的结构特点

结构严谨、条理清楚、前后一致、自成
系统

前提完备、演算正确、推断合理

语言准确、简明、通顺

1.3 科技论文的特征



 科学性

 创新性

 逻辑性

 有效性

—— 方法论上的特征

—— 科技论文的灵魂

—— 科技论文的结构特点

—— 科技论文的发表形式

经过同行专家的审阅，或在一定规格

的学术评议会上答辩通过、存档归案

在正式的科技刊物上发表

1.3 科技论文的特征



1.4 科技论文的要求

要创新

要达理

要科学

要规范

——
要有新的科学技术信息（报道的主
要研究成果应是前人(或他人)所没
有的。）



要创新

要达理

要科学

要规范

——

要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科技论文要
将实验、观测所得的结果，从理论
高度进行分析，把感性认识上升到
理性认识，进而找到带有规律性的
东西，得出科学的结论。）

1.4 科技论文的要求



要创新

要达理

要科学

要规范

——

内容、表达要科学，符合逻辑（运
用综合方法，从已掌握的材料得出
结论，表现为表述的准确、明白，
语言贴切。）

1.4 科技论文的要求



要创新

要达理

要科学

要规范 ——

可读性要好（在文字表达方面：要
求语言准确、简明、通顺，条理清
楚，层次分明，论述严谨。在技术
表达方面：包括名词术语、数字、
符号的使用，图表的设计，计量单
位的使用，文献的著录等都应符合
规范化要求。）

1.4 科技论文的要求



 学术性论文

 技术性论文

 综述性论文

 学位论文

它以报道学术研究成果为主要内容。

指工程技术人员为报道工程技术研究成果而
撰写的论文。这类论文应具有技术的先进性、
实用性和科学性。

1.5 科技论文的分类



 学术性论文

 技术性论文

 综述性论文

 学位论文

这类论文应是在作者阅读大量资料的基础上，
综合介绍、分析、评述该学科(专业)领域里
国内外的研究新成果、发展新趋势，并表明
作者自己的观点，作出学科发展的预测，提
出比较中肯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1.5 科技论文的分类



 学术性论文

 技术性论文

 综述性论文

 学位论文

学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
文三种，学位论文一般都较详细的介绍自己
论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研究方法和过程等。
文中一些具体的计算或实验等过程都较详细，
论文比较强调文章的系统性。学位论文要经
过考核和答辩，因此，无论是论述还是文献
综述，还是介绍实验装置、实验方法都要比
较详尽。

1.5 科技论文的分类



 理论推导型

 实验研究型

 设计计算型

 发现发明型

重点是建立模型并求解，要求数学推导要科
学、准确，逻辑推理要严密，并准确地使用
定义和概念，力求得出无懈可击的结论。

重点在研究上，它追求的是可靠的理论依据，
先进的实验设计方案，先进、适用的测试手
段，合理、准确的数据处理及科学、严密的
分析与论证 。

 按研究和写作方法不同分类

1.5 科技论文的分类



 理论推导型

 实验研究型

 设计计算型

 发现发明型

计算机程序设计、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模
拟，某些产品或物质的设计或调制、配制等。
这类论文要求相对要“新”，数学模型的建
立和参数的选择要合理，编制的程序要能正
常运行，计算结果要合理、准确；设计的产
品或调制、配制的物质要经试验证实或经生
产、使用考核。

 按研究和写作方法不同分类

1.5 科技论文的分类



 理论推导型

 实验研究型

 设计计算型

 发现发明型

 按研究和写作方法不同分类

阐述发明的装备、系统、工具、材料、工艺、
形式或方法的性能、特点、原理及使用条件
等。

1.5 科技论文的分类



 综述、评论(Reviews) ：对一类研究问题的综述性文章

 收录会议论文：full paper（全长度论文）、digest

（文摘）

 通讯或快报(Communication or Letters) ：对当前

研究成果的快速简要的通报（如Pattern Recognition 

Letters，Signal Processing Letters等）

 期刊论文分类

 论文(Articles) ：报道原始的研究成果 （如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学报、IEEE Trans. On Computers、IEEE 

Trans. On Image Processing等）

1.5 科技论文的分类



1.6  科技论文的一般结构

 题名（Title）：

 作者（Authors）：

 摘要（Abstract）：

 引言（Introduction）：

 正文：

 结论（Conclusions）:

 致谢（Acknowledgement）：

 参考文献（References）：

 附录（appendix）：

主体结构

简要描述该论文的核心内容

姓名、工作单位或通讯地址

总结论文的主要内容

研究背景和理由

原理、材料、方法、结果、讨论

由结果得到的主要结论

谁帮助了你

列出所引用的所有参考文献

复杂的公式推导，表格、插图

非学位论文



 科技论文的主体结构（IMRAD）

 I =  Introduction（引言）

 M = Materials and Methods（材料和方法）

 R = Results （结果）

 A = and

 D = Discussion （讨论）

1.6  科技论文的一般结构



 前置部分

1.7 学位论文结构（仅简介）



 主体部分

1.7 学位论文结构（仅简介）



2. 文献检索



“科学的繁荣发展需要很多条件，但是在众多的条件中，

科学家本人对本学科发展历史的了解、与同行的有效学术沟

通显得尤其重要，阅读科学文献正是帮助科学家达到这些目

的的最好途径。”

——乔舒亚•莱德伯格

(Joshua Lederberg,PhD,)

195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2. 文献检索



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是因
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资料搜集

写作投稿

课题分析

如何提高论文写作效率？
如何选择期刊进行投稿？

资料多，谁来帮我筛选？
资料少，如何获得更多？

某个课题的发展历史、研究
现状、研究热点及研究前景？

高影响力文献和热点文献？
如何查找学科相关文献？

如何追踪进展课题的的后续
进展和最新动态？

 如何找到高产出的国家/地
区、机构和作者？

2. 文献检索



• (NSF) 美国科学基金会统计数据

51%

8%

32%

9% 资料查找和消化51%

计划思考8%

实验、研究32%

书面总结9%

一个科研人员所花费的时间

2. 文献检索



• 国家对科学研究的投入越来越大

• 每年新增

>100万篇学术论文

>200万个专利文献

>20万篇会议文献

报告，标准……

2.1 文献检索的必要性



Where 

is it ？



引文索引

• Dr. Garfield 1955年在<<Science>> 

发表论文提出将引文索引作为一种新
的文献检索与分类工具

• 1961年出版Science Citation Index 

• 1973年出版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 1978年出版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 2011年推出Book Citation Index

Dr. Eugene Garfield

Founder & Chairman Emeritus

ISI, Thomson Scientific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extend 

our retrospective coverage of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back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Century of Science initiative 

makes that dream come true.”



 文献检索步骤

一般来说，文献检索可分为以下步骤

分析研究课题，明确检索要求

选择检索工具

确定检索途径和方法

根据文献线索，查阅原始文献

2.2 科技文献检索方法



 三大文献检索工具

 Ei- Engineering Index

工程索引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科学引文索引

 ISTP-Index to Scientific & Technical Proceedings

科技会议录索引

2.2 科技文献检索方法



 三大文献检索工具

 Ei- Engineering Index

工程索引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科学引文索引

 ISTP-Index to Scientific & Technical Proceedings

科技会议录索引

创刊于1884年，是美国工程信息公司（Engineering 

information Inc.）出版的著名工程技术类综合性检索工

具。收录文献几乎涉及工程技术各个领域。例如：动力、

电工、电子、自动控制、矿冶、金属工艺、机械制造、

土建、水利等。

2.2 科技文献检索方法



Eingineering Index, EI

• 主要收录工程技术期刊文献和会议文献

• Ei把它收录的论文分为两个档次

– Ei Compendex，有主题词和分类号，被Ei正式收
录

– Ei PageOne 

• Ei把收录的期刊分三个档次

– 扩充期刊，只Ei PageOne论文

– 选做期刊，部分作为Ei compendex

– 核心期刊，所有文章都是Ei compendex



数据库检索

 英文期刊论文检索



数据库检索

 英文期刊论文检索



 三大文献检索工具

 Ei- Engineering Index

工程索引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科学引文索引

 ISTP-Index to Scientific & Technical Proceedings

科技会议录索引

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http://www.isinet.com) 1961年创办
出版的引文数据库，利用它可以检索自然科学、生物、
医学、农业、技术和行为科学等，主要侧重基础科学。

SCIE: SCI扩展版（网络版）

http://www.isinet.com/


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

• 是检索工具，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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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要收录

– 数学、物理、化学等学术理论价值高并具有创新
的论文；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科技攻关项目、"八
六三"高技术项目等；

– 论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是否被SCI收录

• 期刊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mjl/

• 论文

– 进入ISI Web of Knowledge

http://isiknowledge.com/

– 选择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 常见问题

http://www.thomsonscientific.com.cn/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mjl/


是否被SCI收录

• 期刊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mjl/

• 论文

– 进入ISI Web of Knowledge

http://isiknowledge.com/

– 选择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 常见问题

http://www.thomsonscientific.com.cn/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m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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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能干细胞(Pluripotent stem cell)是当前干细胞研究的热点和焦点。它可
以分化成体内所有的细胞，进而形成身体的所有组织和器官。因此，多能干
细胞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在器官再生、修复和疾病治疗方
面极具应用价值。但是过去认为多能干细胞只能从人胚胎中获得。
2007年，美国和日本科学家发现，应用人和鼠的正常皮肤细胞，导入KLF4、
OCT4、SOX2和C-MYC四种基因，即可由正常体细胞转化成多能干细胞。
这种基因诱导而产生的多能干细胞称为诱导多能干细胞(iPS)。

检索案例: 诱导多能干细胞（iPS）研究



山中伸弥：1962年出生于日本大阪，医学家。

京都大学再生医科研究所干细胞生物系教授，大阪市

立大学医学博士（199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

金山心血管疾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山中伸弥是诱导多功能干细胞（iPS cell）创始

人之一。2007年，他所在的研究团队通过对小鼠的

实验，发现诱导人体表皮细胞使之具有胚胎干细胞活

动特征的方法。此方法诱导出的干细胞可转变为心脏

和神经细胞，为研究治疗目前多种心血管绝症提供了

巨大助力。这一研究成果在全世界被广泛应用，因为

其免除了使用人体胚胎提取干细胞的伦理道德制约，

山中伸弥也因此获得2009年拉斯克基础医学奖，同

时他在2008年获颁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

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得主



输入关键词

检索课题：(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or (IPS cell*)





科技文献的获取途径



如何快速准确的查找
到最重要的文献？







- 全文链接
- 文献传递
- 馆际互借



如何了解课题的研究
趋势，判断课题的发
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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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高热点论文



如何快速查找到我所在
学科领域的相关文献？

如何概览课题？



快速锁定特定学科领域论文



快速找到综述文献



如何找到课题空白点，
激发研究思想，获取
研究灵感？



参考文献：追溯课题的理论基础与源头



施引文献：了解课题的后续进展和最新进展



相关记录：共被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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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sis of Amino Acids

Synthesis and/or 
collection of Synthesis 
and/or collection of amino 
acids is critical for cell 
survival. They not only 
serve as the building 
blocks for proteins but 
also as starting points for 
the synthesis of many 
important cellular 
molecules including 
vitamins and nucleotides.

论文甲 论文乙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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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记录：快速了解与课题相关的研究



2002

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沿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道路…

Cited
References

1993
1991

1998

1980

 越查越久

Related 

Records

2004

1999

2002

1994
 越查越广

2010

2003

Times 
Cited

2008

2006

 越查越新



如何了解交叉学科分布、
全球研究现状、顶尖学
术机构和高产出作者？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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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分析功能：
▪作者 ▪出版年 ▪来源期刊 ▪文献类型 ▪会议名称 ▪国家/地区
▪基金资助机构 ▪授权号 ▪团体作者 ▪组织 ▪组织 扩展 ▪语种
▪ WOS学科类别 ▪编者 ▪丛书名称 ▪研究方向



学科类别分析
-发现跨学科研究情况
-了解交叉学科分布



-发现该领域的高产出人员
-选择同行审稿专家
-选择潜在的合作者
-选择未来的导师作者分析

山中伸弥



-发现该领域高产出的大学及研究机构
-有利于机构间的合作
-发现深造的研究机构
-国际学术交流机构分析



-发现该领域高产出的国家/地区
-了解不同国家/地区的科研进展国家/地区分析





-了解课题在中国的发展阶段
-查看高影响力和高热点论文



国内的引领机构



国内高产出的作者



国内有关该领域研究受到的基金资助情况



如何及时了解到课题的最
新研究成果？





-利用定题跟踪随时了解课题的最新进展
-关注该领域顶尖机构或课题组的研究动态



- 某一研究有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是否已经应用到了新的领域？
- 某项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延伸？
- 某个实验方法是否得到改进？
- 对于某个研究问题后来有没有勘误和修正说明?
- 该作者的论文被谁引用了？



如何管理我所收集的参考
文献?



对于已有重要参考文献的管理



快速检索

有效地组织管理
手头的参考文献

链接到原始记录，来源记录、相
关记录和施引文献记录



数据库检索

 英文期刊论文检索

学术搜索引擎

Google Scholar：

http://scholar.google.com/

2.2 科技文献检索方法

http://scholar.google.com/


 获取论文全文的方法

根据文章出处，去图书馆或数据库查找原文

利用学术搜索引擎，搜索下载地址

根据作者E-mail地址，向作者索要

找有下载权限的人帮忙Dear Dr. (author name)
I would appreciate receiving a reprint of your 

article: ********(不必全写),杂志名. However, this 
Journal is not available in our librar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consideration.
Respectfully yours,

Yourself name 

2.2 科技文献检索方法



 期刊检索

 中文电子期刊导航

 西文电子期刊、会议录导航

2.2 科技文献检索方法



 期刊检索

 中文电子期刊导航

 西文电子期刊、会议录导航

2.2 科技文献检索方法



 期刊检索

 中文电子期刊导航

 西文电子期刊、会议录导航

2.2 科技文献检索方法



 期刊检索

 中文电子期刊导航

 西文电子期刊、会议录导航

2.2 科技文献检索方法



 中文期刊论文检索

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中文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

2.2 科技文献检索方法



期刊

学位论文 会议

报纸

连续出版的

专题文献

深入研究的

前沿问题

行业领域的

最新动向

特定主题的

最新报道

工具书

学习研究的

最佳参考

年鉴

年度统计的

原始资料

CNKI资源总库

标准、专利、科技成果 ……

CNKI主要文献类型及其特点



查看全文，了解当今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进行学科历史资料查询、学科研究、市场调研、更新
知识、自主学习的最好资源

期刊杂志

学位论文开题、评审
了解本专业范围内深入研究的前沿问题
了解本行业领域的最新动向

论文库

收录类型齐全，多角度、全方位的为人们释疑解惑。
收录工具书均为专业出版社出版或者该领域的权威专家
撰写，是全球唯一的、高度集成的工具书条目检索系统

工具书库

为领导决策、规划提供权威文献依据
为政治宣传、文化交流、经济发展提供丰富信息
为科研、教学提供有学术价值的参考服务

年鉴库

各种政策、行业动态社会反映的最快载体
进行社会调研、历史资料查询的必查之库
了解科普知识，理解科技信息的重要文献载体

报纸库

CNKI资源价值分析一览



CNKI有哪些资源？

• 9017种国内主要专业期刊

• 12万篇博士论文（371家博士论文合作点）

• 88万篇优秀硕士论文（511硕士论文合作点）

• 115万篇重要会议论文

• 514种全国重要报纸

• 1577种国内优质年鉴

• 3600部工具书



 中文期刊论文检索

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中文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

2.2 科技文献检索方法

四川大学图书馆资源



 中文期刊论文检索

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中文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

2.2 科技文献检索方法



 中文期刊论文检索

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中文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

2.2 科技文献检索方法



3.科技论文写作的一般方法



科技论文写作过程：

 写作前的准备

 论文写作

 修改

 投稿

 修改

 发表

3. 科技论文写作的一般方法



 论文写作前的准备

 清楚这篇文章要写什么，反映什么，说明什么

 准备好需要的所有图、表

 当有某个想法时，随时记下来

 拟定文章提纲

3. 科技论文写作的一般方法



决定你的文章类型
• Full articles/Original articles: the most important papers; often substantial,

completed pieces of research that are of significance. 

• Letters/Rapid Communications/Short communications: usually published for 

quick and early communication of significant and original advances; much 

shorter than full articles (usually strictly limited). 

• Review papers/perspectives: summarize recent developments on a 

specific topic; highlight important points that have been previously

reported and introduce no new information; often submitted on inv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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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技论文写作的一般方法



• 研究工作的自我评估，判断数据是否充分可以满足全
文（ full article ）的要求 ；或者研究成果需要尽可能
快的发表（letter）。

• 征求导师和同事的意见，旁观者清. 

107

决定你的文章类型

3. 科技论文写作的一般方法



考虑你的读者对象

“One seldom writes for oneself...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identify the sector of readership for 
which a paper is meant.  A paper written in abstruse 
mathematical language cannot be appreciated by the 
practical engineer who is interested in acquiring 
something for immediate use.  On the other hand, for 
a scientific conference, a paper written in the style of 
a practicum would probably put the author to 
disgrace.”

– Mooson Kwauk, Academicia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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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适的期刊

• 浏览相关期刊:

– 目的、范围、文章类型

– 读者对象

– 当前研究热点

• 从导师、同学处获取帮助

• 文章中的参考文献

109

Example

Example



仔细阅读作者指南!

• 从第一稿开始就按照写作指南进行撰写

(文章结构、文献引用、术语、图表等). 

It will save your time, and the editor’s. 

• All editors hate wasting time on poorly prepared 
manuscripts. It is a sign of disre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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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阅读作者指南!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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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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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uthor guidelines, Acta Pharmacologica Si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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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提纲是一篇论文的行文计划，应该包括论文所依靠的数据。

 提纲本身应该文字简练。

 为什么我要做这项工作？它意味着什么? 我要验证哪些假设? 

我做了哪些实验？我都做了那些测试？它们是如何表征的？

结果如何？ 这项工作产生了新方法或新物质吗？有新效应

吗?有新结构吗？都是什么？结果有何不同？为什么？

 展示相关的公式，图表和示意图。试着写出主要的观点。

 写文章先写一个提纲

撰写提纲





• Title

• Authors

• Abstract

• Keywords

• Main text (IMRAD)
– Introduction

– Methods

– Results

– And 

– Discussion (Conclusions)

• Acknowledgements

• References

• Supplementary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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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them easy for indexing and searching! 

(informative, attractive, effective)

Each has a distinct function. 



• 通常的写作顺序:

– 准备好论文的图表

– 所提出方法、结果与讨论

– 结论和引言

– 摘要和标题

– For example, if the discussion is insufficient, how can you objectively 
demonstrate the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of your work in the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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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标题用尽可能少的词语准确的描述文章的内容

 列出最重要的关键词

 想一个标题包含这些关键词

 注意标题的语句是否通顺

 多想几次才决定

 论文完成之后，再根据论文中心内容推敲，选出一个最

能表达文章主题的标题

注意：

 标题中尽量不用标点符号

 标题中绝对不能包含公式

标题中尽量不要包含缩写

3.1 Title – what the paper is broadly about 



保持标题的简洁，去掉不必要的词语 “studies on”, 
“the nature of”等. 

•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 of salinity on 

benthic community distribution within a estuarine 

system, in the North Sea

• Effect of salinity on benthic distribution within the 

Scheldt estuary (North Sea)117



3.2 摘要（Abstract）

摘要： 不加注释和评论，对论文内容的精确和
扼要的表达。

 摘要是完整的短文，具有独立性，可以单独使用，即使

不看论文全文的内容，仍然可以理解论文的主要内容，

作者的新观点和想法以及论文所要实现的目的，采取的

方法，研究的结果与结论， 实际上就是一个微缩版的

IMRAD 。

 摘要是科技论文的窗口，既便于读者快速阅读了解论文

有关情况，又可被检索结构采用，便于学术交流。



 摘要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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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ve abstract

Abstract. We tackle the general linear instantaneous model (possibly 
underdetermined and noisy) where we model the source prior with a 
Student t distribution. The conjugate-exponential characterisation of 
the t distribution as an infinite mixture of scaled Gaussians enables us 
to do efficient inference. We study two well-known inference methods, 
Gibbs sampler and variational Bayes for Bayesian source separation. 
We derive both techniques as local message passing algorithms to 
highlight their algorithmic similarities and to contrast their different 
converg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utational requirements.   Our 
simulation results suggest that typical posterior distributions in source 
separation have multiple local maxima. Therefore we propose a hybrid 
approach where we explore the state space with a Gibbs sampler and 
then switch to a deterministic algorithm. This approach seems to be 
able to combine the speed of the variational approach with the 
robustness of the Gibbs sampler.

Example 1

What are the 

main findings

What has 

been doneI

D

M

R



在具体写作时，不必生搬硬套上述内容，“目

标”、“方法”、“结论”等哪项应详写，哪项可略

写，还有“研究的背景”、“成果的意义”等写不写，

如何写，是因文而异的，不必千篇一律。事实上，现

在很多摘要都直接从自己的方法开始写，而省略了背

景。

摘要参考写法：XXX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采用XXX

方法研究了XXX，结果表明，XXX，XXX。这些结果对

于XXX具有/表明XXX。

3.2 摘要（Abstract）





3.3 关键词

 从论文中提炼出来

 最能反映论文的主要内容

 在同一论文中出现的次数最多

 一般在论文的题目及摘要中都出现

 可为编制主题索引和检索系统使用

 列于摘要之后

关键词是表达文献主题概念的自然语言词汇，是为

了满足文献标引或检索工作的需要而从论文中选取出的

词或词组。



3.4 引言

 引言的作用

向读者说明研究的目的和来龙去脉，引导读者领

会论文的中心内容，吸引读者对本篇论文产生兴

趣，快速抓住论文的主脉。

 帮助读者更方便地阅读论文，判读论文的创新

点，理解成果的价值和意义，判读是否有继续深

入阅读的价值，是评判一篇学术论文是否有使用

价值的关键所在。



 怎么准备引言

引言应该回答以下问题：

 我研究的是什么问题？（给出所研究问题的本质和范围）

 为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

 别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进展？（回顾相关文献，陈述研究方法和

主要结果，对别人的结果，要用流畅的语言阐述和评论。通过介

绍同行工作，可以使读者清楚地判断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目

前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用什么模型？用什么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方法

和创新点）



 引言范例



3.5 正文部分

正文即论证部分，是论文的核心部分。论文的论点、论

据和论证都在这里阐述，因此它要占主要篇幅。

由于论文作者的研究工作涉及的学科、选题、研究对象

和研究方法、工作进程、结果表达方式等差异很大，所

以对正文要写的内容不能作统一规定；但是，总的思路

和结构安排应当符合“提出论点，通过论据（事实和

（或）数据）来对论点加以论证”这一共同的要求。



实验为主的论文，一般包括“实验方法/材料与方法”、

“结果与讨论”两大部分

理论模型研究的论文，一般包括“模型建立和求解”、

“结果与讨论”两大部分

设计、仿真研究的论文，一般包括“理论基础和设

计”、“结果与讨论”两大部分

 正文结构



3.5.1 实验方法

这一部分主要是阐明实验中所使用的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材料：主要指对材料的来源、性质和数量，以及材

料的选取和处理等事项的阐述

方法：主要指对实验的仪器、设备，以及实验条件

和测试方法等事项的阐述



 实验方法范例



 需要注意的问题

 提供全部的试验细节，以至于别人能够重复试验，否则如果

审稿人认为没有足够信息给别人重复，会拒绝发表

 不要在这一节中混入试验结果

 避免使用商品名称，而用化学名称

（福尔马林——甲醛，刚玉——氧化铝）

 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进行描述（制备方法、测试方法）



 需要注意的问题（续）

标准的仪器设备仅需标明型号、厂家

通用或标准的实验、测试方法只需指出参考文献出处，

自行设计的装置和方法应有详细说明和附图

借助简洁美观的插图来形象地说明一般读者不熟悉的结

构、原理等，可改善论文的可读性



3.5.2 模型建立和求解

理论模型论文，一般从提出假设，建立自己的模型出发，然

后从基本的物理方程出发来推导出自己模型的数学公式，最

后进行求解。

应注意区别哪些是已知的（前人已有的），哪些是作者首次

提出来的，哪些是经过作者改进的，须交待清楚。

建立模型的假设一定要交代清楚，因为所有的模型都是建立

在一定假设的条件之上，离开这些假设，模型就不成立。



 例



3.5.3 理论基础和设计仿真

对于器件设计、仿真并用实验进行验证的科技论文，

一般从所使用的理论基础开始介绍，然后提出自己的

设计方案，进行分析，指出其创新性或独特性。最后

对其进行仿真、实验验证等。

一定要清楚阐述设计的创新性，或者其优越性，并从

实验（仿真实验、实物测试）上进行验证。



 例如提出某个方法，建议这里首先给出方法的大概框图，
然后再详细介绍各个部分



3.5.4 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s) 

这是论文的价值所在，是论文的关键部分。它包括
给出结果，并对结果进行定量或定性的讨论。

The Journal prefers that the Results and the Discussion components of 

all papers be in separate sections. This allows our reader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statements that are directly deduced from the data and statements 

that may be inferred or suggested by the results. 

Results: 

Results should be clear and concise. This should be presented in a section 

separate from the Discussion section.

Discussions:

This should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ults of the work, not repeat 

them. Avoid extensive citations and discussion of published literature.



 给出实验结果的方法

 直接用文字描述给出

 在表中给出

 在图中给出

 不要同时用表格和图给出相同的数据信息



 给出实验结果的方法（续）

需要给出大量或者复杂的数据集合，而又难以用文字

解释清楚时，适合使用表格来给出数据

当需要展示数据集的演变趋势，模式，或关系时，用

图片是最好的视觉表达

每个图表都应有图序或表序。图序的格式为“图

1”“图2”“图3”等，表序的格式为“表1”“表2”“表3”

等

任何表格或图片要用标题、图例来充分描述它，使读

者在没有读文字描述的情况下也可以理解其意思。



 表的制作

科技论文中普遍采用三线表

表序 表 题

项 目 栏

顶线

底线

栏目线

表 体

表注



 表的制作（例）

表1 XXX样品的磁性能

Ms(kGs) Mr(kGs) Hc(kOe) (BH)max(MGOe)

3.5 3.2 3 10



 图的制作

（1）表达清晰，图片中各元素都清楚无误，

不能出现多个字母堆在一起难在分辨的情况

（2）所有图中的字号、箭头大小要保持一

致，粗线、细线分明，各种线型粗细一致

（3）横纵坐标的物理量要标清楚，一些关

键的临界值，需要标明其数值

（4）分辨率要高（主流图片格式EPS，

T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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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的制作（例——示意图）



 图的制作（例——示意图）



 图的制作（例——示意图）

Fig.1. The process flow of fabrication of self-biased 
circulator with CPW structure.



 图的制作（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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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的制作（例——数据曲线图）



 图的制作（例——数据曲线图）

作数据图时建议使用Origin软件（曲线图）、
Matlab软件（曲线图）、Visio软件（流程图、
示意图）



 结果部分注意事项

明确和简单，不要描述前面章节已经描述过的方法

有序和有逻辑地总结和说明实验的结果

所有图片和表格的主要结果必须有文字说明

—— 图X是….。由图X可见（图X表明），A随B….（随着
A的….，B呈现出…变化趋势），当A为…时，B为…

——… was shown in Fig. 1(Fig.1 shows …). 
From Fig.1, we can see ….(it can be seen 
that …). With the increasing of A, B …



 结果部分注意事项

文字部分从来没有提到的图片和表格不能要

给出实验结果时应避免把所有数据和盘托出，而要对数据进

行整理，并采用合适的表达形式如图或表格等。

在整理数据时，不能随意舍去与自己不希望的数据



 结果的讨论

这是论文中最难写的一部分，也是最有价值的一部分。这部

分的基本目的是给出实验结果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阐述

结果的意义，说明结果与前人不同的原因，根据研究结果继

续阐发作者自己的见解。

解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提出研究的方向和问题。最主要的

是突出新发现、新发明，说明研究结果的必然性或偶然性。



结论又称结束语、结语。它是在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的
基础上，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而得出的富有创造性、指导
性、经验性的结果描述，反映了论文或研究成果的价值

本研究结果说明了什么问题，得出了什么规律性的东

西，解决了什么理论或实际问题

对前人有关本问题的看法作了哪些检验，哪些与本研

究结果一致，哪些不一致，作者做了哪些修正、补充、

发展或否定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或遗留问题，以及后续研究方向。

3.6 结论 (Conclusion)



 结论的格式

 如果结论段的内容较多，可以分条来写，并给以编号，如1），

2），3）等，每条成一段，包括几句话或1 句话。

 如果结论段内容较少，可以不分条写，整个为一段，几句话。



 结论部分的注意事项

结论里应包括必要的数据，但主要是用文字表达，一

般不再用插图和表格

概括准确，措词严谨

明确具体，简短精练



 结论与摘要的区别

 摘要部分要侧重讲出因果关系, 就是遇到什么问题, 要解决什么

问题, 主要用什么方法, 提出了什么创新，得到了什么结果, 给

以什么样的评价等等, 但这些不用太具体, 而是纲领性的，只用

给出最关键的数据 。摘要的作用是诱使人去看你的正文。

 结论部分是把摘要部分所有没有具体到的东西统统具体，其作

用是让人看结论时相当于把全文重要内容回顾一遍，着重你所

得到的结果及其意义，效果是: 看了结论可以不用再看主体内

容，除非是关注细节，比如试验装置，公式推导等。



 致谢的对象是，凡对本研究直接提供过资金、设备、人力，以及文

献资料等支持和帮助的团体和个人。

 中文论文，通常如果不单独感谢某些人，只列出项目资助时，常常

放在首页脚注位置。

 英文论文，基金资助放在致谢中。

2.2.7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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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的对象是，凡对本研究直接提供过资金、设备、人力，以及文

献资料等支持和帮助的团体和个人。

 中文论文，通常如果不单独感谢某些人，只列出项目资助时，常常

放在首页脚注位置。

 英文论文，基金资助放在致谢中。

2.2.7 致谢



 常见格式

 本研究得到 “XXX教授，XXX 博士”的帮助，谨致谢意。

 试验工作是 XXX单位完成的，XXX工程师，XXX师傅承担了

大量试验，对他们谨致谢意。

 感谢XXX教授在论文工作XXX方面的帮助。

 本文工作得到XXX项目资助（资助号：XXX）。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XXX).



3.8 参考文献

在科技论文中，凡是引用前人（包括作者自己过去）已

发表的文献中的观点、数据和材料等，都要对它们在文

中出现的地方予以标明，并在文末（致谢段之后）列出

参考文献表。



 参考文献的格式

不同期刊参考文献的格式不同，要根据具体要
求来撰写参考文献。

在投稿之前，根据选择的投稿期刊，修改参考
文献的格式。



3.9 附录

附录是论文主体的补充项目，对于每一篇科技论文并不是

必需的。

为了体现论文的完整性，但写入正文又可能有损于行文的

条理性、逻辑性和精练性，这类材料可以写入附录。

附录置于参考文献表之后，依次用大写正体A，B，C…

编号，如以“附录A”、“附录B”做标题前导词。

正文中要说明。如“XXX公式的推导见附录A”。



 例：



3.10 写作要求及注意事项

科技论文写作的总要求是：明晰、准确、完备、简洁。

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合理

事实准确，数据准确，计算准确，语言准确，注重

准确性，即科学性

内容丰富，文字简练，避免重复、繁琐

条理清楚，逻辑性强，表达形式与内容相适应

不泄密，对需保密的资料应作技术处理



 论文的检查和修改

 通读法：初稿完成后，通读几遍，一边读，一边思考，把文句不

通、表达不完整、解释不详尽的地方修改过来

 搁置法：将初稿放置一段时间，等到头脑清醒，思路清晰后，再

拿出来修改

 请教法：“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虚心请教，征求他人意见

自己

修改

专家
别人

修改
近同行

技术审查

语言

意见



 站在审稿人的角度

 论文的主题值得研究？（引言是否写出了论文的价值？）

 论文中的假说是表述清楚的？

 我所知道的最重要的文献均已被引用？

 提供的信息是新的？

 研究设计是合理的？

 方法的交代足以用以评估？

 讨论述及系统和随机误差的缘由？

 结论能够被提供的数据支持？

 总结能准确反映论文的内容？



3.11 提高科技论文写作能力途径

科技论文写作能力提高途径：多读！！多练！！！

思想基础：下决心，有信心，肯努力，持之以恒

业务基础：多进行科技研究的实践

写作基础：选词、造句、谋篇、表达、逻辑、语法、修辞

等，杜绝错别字，避免文句不通、布局紊乱等

There is no way to get experience 
except through experience.



4. 科技论文投稿



4.1投稿原则

投稿原则是根据自己论文水平，在争取发表的同时，

获得最大的投稿价值。

论文能够以的最快速度发表在能发表的最高级刊物上

能最大限度地为需要的读者所检索到或看到

能在最大的时空内交流传递



4.2 如何投稿

 投稿需考虑的因素

 论文水平的自我评估

 期刊的学术地位、影响和期刊等级

 期刊报道的范围、读者对象

 出版论文容量

 是否收费



如何选择合适的期刊进行
投稿?



 投稿前需检查的项目

论文的格式，如摘要、参考文献格式是否符合刊

物的要求

确保参考文献准确且完整，并且在正文中分别有

引用标注

作者详细的通信地址、E-mail地址、电话号码

是否满足期刊对稿件数量的要求

英文论文，常常需要cover letter（投稿信）



 Cover letter

简述所投稿件的核心内容、主要发现和意义，拟

投期刊，对稿件处理有无特殊要求等（如需回避

的审稿人）

附上主要作者的姓名、通讯地址、电话和e-mail

地址

简短明了、重点突出, 最好不要超过一页

快报（Letter）类文章，cover letter很重要



Dear Mr. **
1. The work described has not been submitted elsewhere 
for publica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and all the authors 
listed have approved the manuscript that is enclosed.

2. I have read and have abided by the statement of ethical 
standards for manuscripts submitted to Neuroscience.

kind regards.
Your sincerely,
通讯作者

Dear Dr. 主编name:
We submit our manuscript entitled “文章title” to 杂志名for 
publication.

接着简单介绍你文章的主要创新点和意义，不易过多，但要突出新意
和关键点。
All authors have seen the manuscript and approved to 
submit to your journa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and consideration. 

Sincerely yours, 
通讯作者

 Cover letter 范文



Dear Mr. **
1. The work described has not been submitted elsewhere 
for publica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and all the authors 
listed have approved the manuscript that is enclosed.

2. I have read and have abided by the statement of ethical 
standards for manuscripts submitted to Neuroscience.

kind regards.
Your sincerely,
通讯作者

Dear Dr. 主编name:
We submit our manuscript entitled “文章title” to 杂志名for 
publication.

接着简单介绍你文章的主要创新点和意义，不易过多，但要突出新意
和关键点。
All authors have seen the manuscript and approved to 
submit to your journa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and consideration. 

Sincerely yours, 
通讯作者

 Cover letter 范文

Dear Prof. XXX,
We would like to submit the enclosed manuscript entitled 
"XXX", which we wish to be considered for publication in  
Journal of XX.
In this paper, we invesitigated xxx.....We believe this paper 
is an original and novel research in xxx.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some potential reviewers who 
are experts in xxx.
Reviewer 1:
.....
Sincerely yours,
xx,xx 

Dear Editor: 
We would like to submit the enclosed manuscript entitled “XXX”, 
which we wish to be considered for publication in XXX.
In this paper, we ……. The results …….
The work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is original, and has not been 
published, copyrighted or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elsewhere. 

Yours sincerely, 
XXX

Address: 
NO.4, Section 2, North Jianshe Road, Chengdu, P.R.China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chool of Microelectronics and Solid-State Electronics



 论文投稿（例）

















 审稿过程

科技论文的三审制

 编辑部初审

 同行专家评审

 主编终审

科技论文的录用与否重点在专家评审，但是否送给
专家或主编审查的决定权，往往在编辑的手上。



 审稿过程

科技论文的三审制

 编辑部初审

 同行专家评审

 主编终审

科技论文的录用与否重点在专家评审，但是否送给
专家或主编审查的决定权，往往在编辑的手上。



 编辑的审查重点

写作无层次、形式不规范

用词生僻、语言不流畅，读起来生硬

语句错误，用词不当，标点符号乱用

图文不符，符号标识模糊不清

参考文献著录项目不全，过多或过少

篇幅太长，基本原理说得太多



 审稿人的审稿重点

选题不新，意义不大

内容陈旧，缺乏创新性，重复偏多

思路混乱、逻辑不清、重点不明

内容有重大错误或缺陷

论证不严密、缺乏说服力或自说自话缺乏可信的证据

文献占有量偏少、偏旧、代表性不强



 如何处理“需要修改”的稿件

仔细阅读并思考审稿人或编辑提出的修改意见

根据审稿意见，认真修改论文

写修改信

—— 逐条说明按要求修改的内容

—— 如果认为审稿人或编辑的修改建议不合理，可坚

持己见，但一定要有充足的理由

尽快返回修改稿（一般有时间限制）



 修改稿的回复（修改信，Response Letter）

编辑，你好！
非常感谢你们和审稿人的辛勤劳动。我们认真阅读了审

稿人的意见，相应的修改意见如下：
1.XXX问题
答：...
2.XXX问题
答：...

此致
敬礼

XXX
X年X月X日



 修改稿的回复（修改信，Response Letter）

编辑，你好！
非常感谢你们和审稿人的辛勤劳动。我们认真阅读了审

稿人的意见，相应的修改意见如下：
1.XXX问题
答：...
2.XXX问题
答：...

此致
敬礼

XXX
X年X月X日

Dear Editor and Reviewers:
We have carefully revised our paper according to the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given by the reviewers. The corresponding revisions 
are given as below:
To the first reviewer:
1. XXXX…
A: …
2. XXXX…
A: …..
To the second reviewer:
1. XXXX…
A: …..
2. XXXX…
A: ……

Besides the above revisions, we have checked the manuscript 
carefully. Some sentences have been rephrased. Some grammatical 
errors have been corrected.

The authors are grateful to the reviewers for their helpful 
suggestions.
Yours sincerely,
XXXX
On the behalf of the coauthors



 拒稿的主要理由

 新颖性不够

 糟糕的实验设计

 假设不合理

 缺乏理论，是实验报告

 内容不适合所投的期刊

 糟糕的写作



 最后的一点建议

 如是投稿某期刊，请引用该期刊以往相关论文若干，

很有好处！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