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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科普 

一、什么是北大核心、南大核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统计源期

刊？SCI、SSCI、CSSCI？你了解得够全面吗？ 

 

1.北大核心 

北大核心是学术界对某类期刊的定义，一种期刊等级的划分。它的对象是中文学术期刊。

是根据期刊影响因子等诸多因素所划分的期刊。 

北大核心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众多学术界权威专家鉴定，国内几所大学的图书馆根据期

刊的引文率、转载率、文摘率等指标确定的。确认核心期刊的标准也是由某些大学图书馆

制定的，而且各学校图书馆的评比、录入标准也不尽相同，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从

影响力来讲，其等级属同类划分中较权威的一种。是除南大核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

以外学术影响力最权威的一种。 

历史 

《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总览》由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

会联合发布中文核心期刊目录。1992 年推出《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总览》，1996 年推出（第

二版），2000 年推出（第三版），2004 年推出（第四版），2008 年推出（第五版），2011 年

推出（第六版），第七版（2014年版）于 2015年 9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南大核心 

南大核心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组织评定的，两年一评。通过对全国

所有符合两月以下出版及非一刊号多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性期刊，进行他引影响

因子分析，指某刊在统计当年被 CSSCI 来源期刊文献引用该刊前 2 年所登载的文章的篇次

（不含该刊自引）与前 2 年该刊载文量之比；总被引频次指某刊被统计当年被 CSSCI 来源

期刊文献所引用该刊创刊以来登载的文章的总篇次（含该刊自引）。结果最靠前的的刊物，

就是南大核心来源期刊。 

目前南大核心来源期刊,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从影响力来讲，其等级属同类划分中国

内最权威的一种,入选难度高于北大核心。 

 

3.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建立的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简称 CSCD）是以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即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为基础。创建

于 1989 年，收录我国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农林科学、医药卫生、

工程技术和环境科学等领域出版的中英文科技核心期刊和优秀期刊千余种。目前已积累从 

1989 年到现在的论文记录 3714291 条，引文记录 38942322 条。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内容丰富、结构科学、数据准确。系统除具备一般的检索功能外，还

提供新型的索引关系——引文索引，使用该功能，用户可迅速从数百万条引文中查询到某

篇科技文献被引用的详细情况，还可以从一篇早期的重要文献或著者姓名入手，检索到一

批近期发表的相关文献，对交叉学科和新学科的发展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

科学引文数据库还提供了数据链接机制，支持用户获取全文。 

历史沿革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具有建库历史最为悠久、专业性强、数据准确规范、检索方式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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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方便等特点，自提供使用以来，深受用户好评，被誉为“中国的 SCI ”。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是我国第一个引文数据库。曾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1995 年

CSCD 出版了我国的第一本印刷本《中国科学引文索引》，1998 年出版了我国第一张中国科

学引文数据库检索光盘，1999年出版了基于 CSCD和 SCI数据，利用文献计量学原理制作的

《中国科学计量指标：论文与引文统计》，2003 年 CSCD上网服务，推出了网络版，2005年

CSCD 出版了《中国科学计量指标：期刊引证报告》。2007 年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与美国

Thomson-Reuters Scientific 合作，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以 ISI Web of Knowledge 为平台，

实现与 Web of Science 的跨库检索，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是 ISI Web of Knowledge 平台

上第一个非英文语种的数据库。 

 

4.统计源期刊 

统计源期刊全称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亦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是 CSTPCD 的数据来

源，以文献引文数据为依据，选择多项指标对我国现有的期刊 9000 多种（其中医学期刊 1940

多种）进行综合筛选，确定过程经过了严格的同行评议和定量评价，并每年进行调整。《2017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自然科学卷》收录了在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正

式出版的 1912种中文期刊和 96种英文期刊，共 2008种“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

文统计源期刊）”。自然科学卷与社会科学卷收录的期刊范围有少量重复。 

统计源期刊目录每年都会出现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每年公布一次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 

报告》中。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ISTIC）是受国家科技部委托，从 1987 年开始对我国科

技人员在国内外发表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利用统计数据建立了中国科

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和广泛好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

源期刊是 CSTPCD的数据来源。 

遴选标准 

统计源期刊的选刊标准有 17 项，它们是:（1）总被引频次;（2）影响因子;（3）年指标;

（4）自引率;（5）他引率;（6）普赖斯指数;（7）引用半衰期;（8）被引半衰期;（9）老

化系数;（10）来源文献量;（11）参考文献量;（12）平均引用率;（13）平均作者数;（14）

地区分布数;（15）机构数;（16）国际论文比;（17）基金论文比. 

影响因子是指某一刊物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与该刊前两年发表论

文总数的比值.通常，期刊影响因子越大，说明它的学术影响力和作用也越大。 

医药类统计源期刊 

（1）科技“核心期刊”实行三年动态管理:三年评定一次,一次评定三年有效。这对所有科

技期刊都是一个动态激励机制。也给科技“核心期刊”管理和评定办法的进一步改进留有

一定空间。 

（2）严格科技“核心期刊”学科领域总量指标限制:同一学科领域最多一两种“核心期

刊”,宁缺勿滥,使评定出来的“核心期刊”真正起到该学科领域的风向标作用。 

（3）确保学术专家对科技“核心期刊”评定的权威性:在期刊管理部门的组织下成立科技

“核心期刊”评定动态专家委员会,某个学科领域的科技期刊的学术水平如何,一定要是科

学学术专家说了算,不能由期刊管理部门独家评定。每次期刊评定,专家委员会人员应该有

所调整,不能固定,以免走“后门”,以保证科技“核心期刊”的学术质量。 

遴选办法 

（1） 遴选范围。创刊 5 年以上的公开发行的科技期刊;按国家有关规定,期刊社必须满足

采编人员数量和质量规定的科技期刊;优先考虑我国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的科技期刊,优先

考虑具备集约化发展趋势、由全国性学术社团或科研机构主办的优秀科技期刊。 

（2） 遴选指标体系建设。 

(a) 定量指标:一是根据来源期刊的引文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计算各种期刊总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即年指标、被引半衰期、论文地区分布数、基金论文数和自引总引比等项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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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评价指标,并按照期刊的所属学科、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和期刊字顺分别进行排序。

二是知名度指标,包括被国内外要数据库,特别是与专业相关的重要数据库收录情况;被国

内外重要文摘期刊收录情况;被国内重要图书馆,特别是与专业相关图书馆收藏情况。 

(b) 定性指标:一是编辑队伍考核。对编辑人员从数量到质量进行严格审核,这是保证期刊

质量的持续提升的基础。执行主编或常务副主编必须具备该专业期刊高级职称或相当于该

职称的学术水平,并在本专业有持续的在研项目,使其学术水平有不断的提高。其他编辑人

员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和必要的数量都要有所要求。二是期刊编辑部要有良性的经济循

环和较高的社会效益考核。三是期刊在评定期内的获奖情况,以及期刊中论文获奖情况。 

评价 

从 1980年起，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简称中信所），受国家科委委托每年对 SCI、EI、ISTP

收录的中国论文、对被选作统计用的中国科技期刊上的论文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中国科技

信息研究所每年 4月或 10月分两次给当年经过多项学术指标综合评定而被收录的期刊颁发

收录证书，中国科技信息所每年年底（11 月或 12 月）都会在北京向媒体召开 “中国科技

论文统计结果发布会”。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并非终身制，有效期三年，三年后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将对其进行重新评定，遵守“优入劣汰”原则，因此“统计源期刊”

的学术影响力越来越被各学术单位和科研机构所接受，用它作为科研论文的学术水平的评

价指标之一。 

区别 

统计源期刊与核心期刊均能反映与某一专业有紧密联系的期刊，但在概念上、内容上又有

一定的区别.后者包括社会（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类，采用多指标综合筛选的方法，

制定出核心期刊排名表。前者仅收录自然科学类，以文献引文数据为依据，选择多项指标

进行综合筛选，再根据期刊论文引用情况列出排名顺序。两者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

度为读者提供参考价值比较大的一些期刊，为单位和个人订购、收藏、阅读、投稿择刊提

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核心期刊所涵盖的期刊数量多，读者面广，但收录的生物、医药学期

刊较源期刊少，且由于 4年出版 1次，有一定的时差，所以不能完全反映当年的期刊状况。

而源期刊则收录生物、医学期刊较多.由于每年公布 1次，所以能较客观地反映期刊的当年

情况。 

 

5. SCI、SSCI 、CSSCI  

目前，在国际科学界，如何正确评价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已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而被 SCI、

SSCI 收录的科技论文的多寡则被看作衡量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科技实力和科技

论文水平高低的重要评价指标。 

SCI即《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简称 ISI）创建的，ISI每年出版 JCR(《期刊引用报告》，全

称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 对包括 SCI 收录的 3800 种核心期刊(光盘版)在内的

8000 多种期刊(网络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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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期刊的影响因子，指的是该刊前二年发表

的文献在当前年的平均被引用次数。一种刊物的影响因子越高，也即其刊载的文献被引用

率越高，一方面说明这些文献报道的研究成果影响力大，另一方面也反映该刊物的学术水

平高。因此，JCR以其大量的期刊统计数据及计算的影响因子等指数，而成为一种期刊评价

工具。 

SCI创刊于 1961年。经过 40年的发展完善，已从开始时单一的印刷型发展成为功能强大的

电子化、集成化、网络化的大型多学科、综合性检索系统。  

SCI 从来源期刊数量划分为 SCI 和 SCI-E。SCI 指来源刊为 3500 多种的 SCI 印刷版和 SCI

光盘版（SCI Compact Disc Edition, 简称 SCI CDE）， SCI 收录的是 SCI 的核心刊，而 

SCI-E（SCI Expanded）是在 SCI 核心刊的基础上，加入了扩展刊，收录了 5600 多种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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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可通过国际联机或因特网进行检索。SCI涵盖学科超过 100个，主要涉及农业、生物

及环境科学；工程技术及应用科学；医学与生命科学；物理及化学；行为科学。 

SCI 的整体档次及影响力，相对 SCIE 高一些，但并不是绝对的。目前，除了极少数机构，

国内已基本不再区分 SCI 与 SCIE，主要看杂志的分区和影响因子高低。不必纠结二者区

别，它们都是我们口头及书面上的 SCI。 

 

SSCI 

SSCI即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为 SCI的姊妹篇，亦由美

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

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1999 年 SSCI 全文收录 1809 种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

刊，内容覆盖包括人类学、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心理学 等 55个领域。收录文献类

型包括：研究论文，书评，专题讨论，社论，人物自传，书信等。选择收录 (Selectively 

Covered)期刊为 1300 多种。 

 

CSSCI 

科学引文索引是从文献之间的引证关系上，揭示科学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引文的统

计与分析，可以从一个重要侧面揭示学科研究与发展的基本走向，评价科学研究质量，为

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与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 

由南京大学研制成功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是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项目。

2000 年该项目完成了 CSSCI 引文数据库的构建工作，相继研制成功了 CSSCI 数据库网络版

和光盘版。经过数年的努力，现已开发的 CSSCI（1998—2004 年）7年数据并在国际互联网

上和国内电讯网上向社会各界提供多种形式的查询服务，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该项成

果填补了我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空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目前，教育部已将 CSSCI 数据作为全国高校机构与基地评估、成果评奖、项目立项、人才

培养等方面的重要考核指标。CSSCI数据库已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

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 100 多个单位购买使用，并将 CSSCI 作为地区、

机构、学术、学科、职称、项目、成果评价与评审的重要依据。  

作为我国社会科学主要文献信息统计查询与评价的重要工具， CSSCI 提供多种信息查询、

检索途径，可以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国内社会科学研究前沿信息和学科发展的历史轨迹；

为社会科学管理者提供地区、机构、学科、学者等多种类型的统计分析数据，从而为制定

科学研究发展规划、科研政策提供科学合理的决策参考。目前南京大学 CSSCI 数据库已向

社会开展服务，服务项目有网上包库（包库机构在限定的 IP地址范围内的任何一台计算机

上、任意时间段使用 CSSCI数据库）、网上查询（非包库用户通过网络查询 CSSCI数据库）；

委托查询（用户委托南京大学代为查询 CSSCI 数据库，出具查询报告）、手机查询（中国移

动手机用户通过发送手机短信形式查询 CSSCI 数据库），详情可登录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

研究评价中心网站（www.cssci.com.cn）查询。 

 

二、什么是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是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出品的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中的一项数据。 即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报告年份（JCR 

year）中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这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这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期

刊评价指标。 

影响因子现已成为国际上通用的期刊评价指标，它不仅是一种测度期刊有用性和显示度的

指标，而且也是测度期刊的学术水平，乃至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影响因子是一个相对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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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 

 

影响因子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两个指标：复合影响因子和综合影响因子。 

复合影响因子是指-----复合影响因子是以期刊综合统计源文献、博硕士学位论文统计源文

献、会议论文统计源文献为复合统计源文献计算，综合影响因子是指----综合影响因子主

要是指文、理科综合，是以科技类期刊及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综合统计源文献计算的。 

这两者都是按被评价期刊前两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在统计年的被引用总次数与该期刊在前

两年内发表的可被引文献总量之比。 

 

JCR 

查询外文期刊影响因子，可使用外文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中的 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其中 JCR Science Edition 用于查询自然科学类期刊，JCR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用于查询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 它隶属于汤森路透集团。该网站需要授权才可访

问，需要用大学代理账号。 

 

SCI 

查询中文期刊的影响因子，可使用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和中国科学文献计

量评价中心联合推出的《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万锦堃主编，科学出版社）。SCI

的影响因子一般于每年的 6 月份公布，由汤森路透统计发布，此为最准确的官方版本，其

他网站均以此为版本，只作为参考意义，并非 100%准确。 

 

PubMed 中文网旗下的 SCI 期刊数据库也可以查询期刊近十年的影响因子及变化曲线，期刊

覆盖领域。 

 

MedSCI 

MedSCI也可查询期刊的影响因子，数据来自网友上传，不准确。 

 

影响因子并非一个最客观的评价期刊影响力的标准。一般来说影响因子高，期刊的影响力

就越大。对于一些综合类，或者大项的研究领域来说，因为研究的领域广所以引用率也比

较高。比如，生物，和化学类的期刊，这类期刊一般情况下就比较容易有较高的影响力。

影响因子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表征其学术质量的优劣，但影响因子与学术质量间并非呈线

性正比关系，比如不能说影响因子为 5.0 的期刊一定优于影响因子为 2.0 的期刊，影响因

子不具有这种对学术质量进行精确定量评价的功能。国内部分科研机构，在进行科研绩效

考评时常以累计影响因子或单篇影响因子达到多少作为量化标准，有的研究人员可能因影

响因子差 0.1分而不能晋升职称或评定奖金等，这种做法绝对是不可取的。 

 

发展历史：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缩写 IF）是指某一期刊的文章在特定年份或时期被引用的频率，

是衡量学术期刊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创始人尤金·加菲

得（Eugene Garfield）在 1960 年代创立，其后为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重大革

新。自 1975年以来，每年定期发布于“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计算方法 

影响因子是以年为单位进行计算的。以 1992 年的某一期刊影响因子为例，IF（1992 年） = 

A / B 

A = 该期刊 1990年至 1991年所有文章在 1992年中被引用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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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该期刊 1990年至 1991年所有文章数。 

影响 

许多著名学术期刊会在其网站上注明期刊的影响因子，以表明在对应学科的影响力。如，

美国化学会志、Oncogene 等。 

中国大陆各大高校（如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开大学、中国农业大

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都以学术期刊

的影响因子作为评判研究生毕业的主要标准。 

以 1992年为例，计算某期刊在该年的影响因子： 

X=以 1992年为基点、某期刊于 1990和 1991 年在 1992年全部被引用之论文总次数 

Y=以 1992年为基点、某期刊 1990和 1991 年全部论文发文量的总和 

IF1992年 =（X（1990 年，1991年） / Y（1990年，1991年）） 

 

作用 

影响因子及 JCR 给出的以上指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地说，对以下各类人员具有

多种实用价值。 

1、作者（科研人员）： 

a.寻找和确定与自己专业有关的期刊， 

b.确定论文投稿期刊, 

c.证实已经发表自己论文的期刊的水平。 

2、信息研究分析人员： 

a.跟踪文献计量学的发展趋势， 

b.研究学科之间及各学科内的引用模式。 

c.研究学术论文生产的学问。 

d.研究专业学科的发展变化趋势。 

 

影响因素 

从计算公式看，影响因子虽然只和被引次数和论文数直接相关，但实际上，它与很多因素

有密切联系。决定影响因子大小的因素现主要有以下 5个方面： 

（1）论文因素。如论文的出版时滞、论文长度、类型及合作者数等。出版时滞较短的刊物

更容易获得较高的影响因子。若刊物的出版周期较长，则相当一部分的引文因为文献老化

（超过 2 年）而没有被统计，即没有参与影响因子的计算，从而降低了影响因子。大量统

计资料表明，刊载论文如果是热门课题，且篇幅较短，发表较快，则被引率将很快达到高

峰，进而使期刊的影响因子上升很快，然后又迅速下降；刊载完整研究性论文的期刊，持

续被引用时间长，影响因子升高较持久。也有资料表明，论文的平均作者数与论文的总被

引频次呈显著的正相关。 

（2）期刊因素。如期刊大小（发表论文数）、类型等。在计算影响因子时，刊载论文数仅

统计论文、简讯和综述，而对评论、来信、通讯和其他一些常被引证的栏目的文章则不进

行统计。根据经验判断，期刊发表论文数量与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的大小有密切联系。

在多数情况下，论文量少的期刊容易得到高影响因子，并且这部分期刊的影响因子在年度

之间会有较大的波动;而论文量多且创刊年代久的期刊往往容易得到较高的总被引频次。此

外，还与其他引证指标如:即年指标、期刊被引用半衰期、地区分布数、基金论文比以及期

刊发行范围和发行量等指标有密切关系。期刊的规模和结构不同会造成期刊影响因子的不

同。一般来讲，同种类型的期刊形成的规模越大，这些期刊的影响因子总的来讲就越大；

期刊中所含的“热门”课题或“热门”专业的文章越多，总被引频次就越高，同时这种期

刊的影响因子也就越大。 

（3）学科因素。如不同学科的期刊数目、平均参考文献数、引证半衰期等都会对期刊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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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产生影响。期刊的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均以论文的引证与被引证的

数量关系为基础。一个学科的引文数量，总体水平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各学科自身

的发展特点；二是该学科期刊在数据库来源期刊中所占的比例。从总体上来说，某学科来

源期刊越多，该学科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就越大。这两大因素决定了学科影响因

子和总被引频次分布的不均衡性。生物学期刊一直是 SCI期刊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一类期刊，

它不仅在期刊数量上明显多于其他学科，而且在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的数量上也有显著

优势，从而说明生物科学在当代科学中所处的重要位置。此外，影响因子还受期刊所涉及

的学科在专业意义上的社会覆盖面的影响，如果某个科技期刊在专业意义上的社会覆盖面

非常小，而且同类期刊又很少，那么它的影响因子就不可能很高 。 

不同的学科由于其内在的科研规律不同，在做研究时所需引用他人的科研成果情况就不尽

相同。这些区别至少在两个方面会影响到影响因子的大小，一方面的区别是需要引用他人

成果多少的情况，另一方面的区别是引用他人成果的时间情况。由于影响因子一般都只按

近两年内的期刊中所引用的文献计算，可以看出按近两年内的引文年限分布情况做的排序

结果和通过用影响因子方法对杂志的排序结果同样也具有一致性，这同样说明了影响因子

不能正确地反应出不同学科期刊之间影响力的大小。 

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个国家不同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是不平衡的，甚至同一学科中的不同

分支也存在这种情况。有的学科规模很小，但从事这一学科的科研人员多，而且对这一学

科的资金投入也大，相关的学科杂志也较多，这样就会形成一种规模优势。而往往那些规

模较小的学科就不具备这种规模优势，从而这类期刊的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也不会高。

就学科规模发展速度的快慢而言，不同的学科有“冷”、“热”之分。“热”门学科由于

时代的需要其规模发展速度是很快的，这种学科的文章在其规模迅速发展的期间将具有很

高的被引用率;而“冷”门学科则正好相反。但是，这种“冷”与“热”的划分往往并不是

出于科学本身的发展需要，而经常是由于经济、社会等一些非科学因素的制约而造成的。

还有一些学科包含了许多热门的课题，这些“热门”课题的文章虽有较高的被引用率，但

并不具备多大的科学价值。据以上分析可以认为:这种仅仅因为学科规模的大小和发展速度

的快慢而造成的论文被引用率高低的不同，或者是引起相关杂志和机构的影响因子大小的

不同，从而造成在重要性的排序上的不同，不是科学木身发展造成的，是其他的一些经济

的、历史的和社会的非科学因素造成的，因此对规模小或是“冷”专业的学科进行的这种

评价是极为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 

（4）检索系统因素。如参与统计的期刊来源、引文条目的统计范围等。对于特定刊物来说，

在中外的检索系统中，由于其所收录的期刊群体组成的差异较大，因而所计算的影响因子

值有较大的差异，并且同一刊物在不同语种的检索系统中具有明显不同的影响因子和总被

引频次。 

（5）名人效应的影响。名人效应常表现为：一方面人们常引用名人的文章来增加自己文章

的权威性，即便是在还有别的更适合自己文章引用的文献时也是这样；另一方面是署有名

人名字的文章或被名人所推荐的文章很容易在所谓的高档次的杂志上发表，因而也容易被

SCI 或 CSCD 所收录，且有时文章本没有名人科研成果，却为了能在高级刊物上发表署上了

名人的名字，所以过分地强调被引用或收录情况，将给文章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带来

人为的偏差。(生物易构 | 更人性的生物化学试剂采购平台 -bioeg.cn-)。 

 

三、你知道四大医学期刊(Lancet、NEJM、JAMA、BMJ)，有多少子刊

(旗下期刊)以及 SCI(E)期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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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lancet官网的首页，然后我们点击“journals”，可以看到下拉菜单中的期刊，一共

有 15个期刊：The Lancet、The Lancet Child & Adolescent Health、The Lancet Diabetes 

& Endocrinology、The Lancet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The Lancet Global Health、

The Lancet Haematology、The Lancet HIV、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The Lancet 

Neurology、The Lancet Oncology、The Lancet Planetary Health、The Lancet Psychiatry、

The Lancet Public Health、The Lancet Respiratory Medicine、EBioMedicine。 

其中，大家不为熟知的应该就是 EBioMedicine！这也是 Lancet 期下的期刊。 

 
通过科睿唯安的 Master Journal List 查看一下有哪些期刊已经在 SCI(SCIE)中：结果发现

有两个期刊既属于 SCI，也属于 SCIE；还有 9个期刊属于 SCIE(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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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JM 

 
作为影响力和影响因子的绝对大佬，想必不用做过多介绍，即便是发个 Image的case report

都是很荣幸的！然而，有一点我们发现她竟然没有子刊(旗下的期刊)。 

  

 
这是 JAMA官网的首页，然后我们点击“journals”，可以看到下拉菜单中的期刊，一共有

12个还在发行的期刊：JAMA、JAMA Cardiology、JAMA Dermatology、JAMA Facial Plastic 

Surgery、JAMA Internal Medicine、JAMA Neurology、JAMA Oncology、JAMA Ophthalmology、

JAMA Otolaryngology–Head & Neck Surgery、JAMA Pediatrics、JAMA Psychiatry、J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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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gery。 

 
然而，我们在 JAMA 官网的底部，发现了 Journals中还有一个 JAMA Network Open？这是什

么情况？我们继续向下欣赏：原来这个是 2018年刚刚开始的新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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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科睿唯安的 Master Journal List 查看一下有哪些期刊已经在 SCI(SCIE)中：结果发现

有 9个期刊既属于 SCI，也属于 SCIE；还有 3个期刊只属于 SCIE(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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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BMJ官网的首页，然后我们点击“journals”，发现 BMJ 有超过 60个同行评议的期刊

(Over 60 Peer-reviewd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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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多了，SCI(SCIE)系列的也就多了！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我们熟知的牛刊们：Gut、

Heart 等！ 



论文写作小常识 

一、医学论文（medical papers）的定义 

    医学论文是对整理和发表医学研究成果的一种特殊文本的总称，就其内容和文体特点而

言科分为以下几种： 

    1．医学科研论文（scientific papers） 

    2．调查报告（survey） 

    3．综述（review） 

    4．学位论文（theses）  

  

1、医学科研论文定义 

      国际生物学编辑委员会对医学科研论文的定义为：必须是首次公布的应提供足够的资

料，使同行们能够进行：①评价所观察到的结果；②评价其推理过程；③重复实验。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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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两种：①临床研究 (clinical study)；②基础研究或实验研究（experimental study) 

 

2、医学科研论文的格式 

医学科研论文必须具备以下几个部分： 

    （1）标题（title） 

    （2）摘要（abstract） 

    （3）引言（introduction） 

    （4）材料和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5）结果（results） 

    （6）讨论（discussion） 

    （7）致谢（acknowledgement） 

    （8）参考文献（references） 

 

 3、相关注意事项及英语常用句式 

标题 

    （一）要求 

    1．简明扼要（short and concise） 

      （1）尽量控制在一行，但不是一个句子 

      （2）不超过 25 个单词或 120-140 个字母 

      （3）除 DNA、RNA、CT 等不用缩写 

    2．信息丰富 (informative) 

    3．便于索引（indexing） 

    4．较长标题可采用副标题 

    （二）标题写作中常用词组和表达方式 

    1．用…（方法／手段）对…进行研究／分析／观察／评价： 

    Study(analysis/observation/evaluation/assessment) of (on) … (by) using 方法 /with 工具） 

    2．A 对 B 的作用 

    Effort of A on B 

    Protective effect of omeprazole on endothelin-induced gastric mucosal injury 

    3．A 与 B 的关系 

    Correlation (relation/relationship) between A and B 

    Correlation of A with B and C 

    常用修饰词：positively/negatively/significantly/insignificantly 

    4．用…治疗… 

    Use of …in the treatment of …( 病）in …（生物） 

    Use of omeprazole in the treatment of gastric ulcer in the elderly 

    5．A 是 B 

    A as B 

    （三）著录部分书写 

1. 姓名 

    标准式：WANG Luwei，HUANG Yinfen，GU Xiao’an 

    2. 地址 

    80 Xian Yi Road, Shanghai 204303, P.R.China 

2. 资助 

    A project funded by the National “863” Program 

 



19 
 

摘要的分类与格式 

摘要是作者要给读者的精华，分两大类： 

 （一）指示性摘要 

（二）资料性摘要 

    1．非结构式摘要 

    缺点：段落不明，给编辑、审稿、阅读和计算机处理带来诸多不便 

     2．全结构式摘要（8 要素摘要） 

    （1）目的 

    （2）设计 

    （3）地点 

    （4）对象 

    （5）处理 

    （6）主要测定项目 

    （7）结果 

    （8）结论 

    全结构式摘要的优点： 

    （1）观点更明确 

    （2）信息量更大 

    （3）差错更少 

    （4）符合计算机数据库建立和使用的要求 

    全结构式摘要的缺点：烦琐、重复、篇幅过长 

     3．半结构式摘要（四要素摘要） 

    （1）目的（objective/purpose/aim） 

    （2）方法（methods） 

    （3）结果（results） 

    （4）结论（conclusion） 

 

 目的：是作者想要介绍的关键问题 

    目的格式 

   （一）单表目的 

   （二）背景＋目的 

    目的常用时态 

   （一）背景：现在时（一般现在时、完成时和进行时） 

   （二）目的：一般现在时／现在完成时，或一般过去时 

   举例： 

   （1）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n 24-hour intragastric pH levels of infusions with omeprazole and 

H2 receptor antagonists in bleeding duodenal ulcer patients. 

   （2）The role of omeprazole in triple therapy and the impact of Helicobacter pylori resistance on 

treatment outcome are not established.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omeprazole and 

influence of primary H. pylori resistance on erad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resistance.  

   介绍目的常用句型 

   主要用动词不定式 to 表达 

   1．直接用 to do 短语表达 

    举例：To determine if use of omeprazole protects against the gastric mucosal injury 

   2．The purpose/aim/objective/goal(of present study is)wa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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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例：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protective function of omeprazole on gastric 

mucosal injury 

   3．The present study is /was designed/devised/intended to 

    举例：The present study was designed to establish whether there might be a genetic 

predisposition to an altered pattern of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 produced in patients with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4．This study was performed/conducted/carried out/undertaken to 

    举例：An experimental study was conducted using a canine mode to elucidate … 

   5．We aimed/sought to/attempted to 

    举例：We sought to assess whether there is an increased risk of tuberculosis among 

individuals who work in certain industries occupations. 

介绍目的常用动词 

常用的动词： 

    1．研究：study, investigate, examine, observe, explore 

    举例：Our objective in this report is to examine the clinical feature, pathology and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pancreatic cancer. 

    2．评价：evaluate, validate 

    举例：To evaluate sonography as a tool for initial diagnosis in emergency room patients with 

abdominal trauma. 

    3．确定：determine, decide, confirm, support, define, characterize 

    4．证实：prove, demonstrate, document, test, support, testify, verify 

    5．阐明、搞清：explain, elucidate, clarify, illustrate, delineate, find out, contribute to the 

knowledge of 

    6．介绍：describe, present, report 

    7．建立：establish, develop, set out 

    8．寻找：search for, look for, seek, find 

    9．识别、区分：identify, differentiate, discriminate 

    10．优选：optimize 

    11．比较：compare 

    12．回顾：review 

    13．相关：correlate A with B 

   

 方法部分： 

     （1）研究设计 

     （2）研究对象的特性 

     （3）干预或处理方法 

     （4）测定或观察方法 

       研究对象的选择、来源及标准 

    1．纳入研究：were entered into/enrolled in/selected (randomly) 

    举例：A total of 169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83 of whom received…… 

    2．排除或退出研究：were excluded from participation，withdrew from the study due 

to/because to 

    举例：……Patients with significant aortic valvular diseases were excluded. 

       研究对象的分组 

    1．……were divided into/classified/grouped into 

    2．……were divided randomly/randomized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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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were divided equally into 

    举例：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Group 1…… Patients (n = 539) with a history 

of duodenal ulcer and a positive H. pylori screening test result were randomized into 4 groups. 

OAC group received 20 mg omeprazole, …… 

  

年龄 

    1．某一年龄 

    举例：A 50-year-old patient. Patients (age 26±3 years). 

    2．在某年龄范围内及平均年龄 

    举例：Patients range in age from …to…, with a mean of (50 years). 

    3．在某一年龄以上或以下 

    举例：Patients more than 50 years. Patients under/less than 50 years. 

       性别、时间 

    1．性别 

    twelve patients (7 male and 5 female) 

    The male-to-female ratio was 1:4 

    2．时间 

    Body weight was measured weekly, and liver biopsy was obtained at 4, 8 and 12 weeks. …… 

       诊断与治疗 

    1．诊断 

    be diagnosed as having …  

    be diagnosed as …by …/with …®be suspected as …  

    2．治疗 

    be treated with…(alone or in combination with …) 

    be treated on outpatient/inpatient basis 

    举例： 

    （1）Patients (n = 539) with a history of duodenal ulcer and a positive H. pylori screening test 

result were randomized into 4groups. OAC group received 20 mg omeprazole,…  

    （2）50 patients with active bleeding duodenal ulcer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receive one of 

the four treatment regimens.     

  

 结果部分： 

    1．是文章结论的根据 

    2．应记录真实的科研数据 

    3．除指示性说明外，一般用过去时表示 

 常用句型 

    1 ． 结 果 表 明 ： The results showed / demonstrated / revealed / documented / 

indicated/suggested…that…®It was found that… 

    举例：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igh thigh cuff Doppler technique was 79 percent sensitive, 56 

percent specific and 63 percent accurate. 

    2．与…有关：A was related / correlated /associated with B. There was a relationship 

/correlation between A and B. There was a relation of A with B and C 

    举例：Insulin sensitivity index was negatively with blood velocity (r=0.530, P<0.05), body 

mass index (r=o.563, P<0.01) and baseline insulinemia (r=0.489, P<0.05) 

    3．增加或减少 

    （1）表示数值增加的动词：increase, rise, ele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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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表示数值增加的名词：increase, increment, elevation 

    （3）表示数值减少的动词：decrease, reduce, fall, drop, decline, lower 

    （4）表示数值减少的名词：decrease, decrement, reduction, fall, drop, decline, lowering  

    （5）从…增加到…，平均增加…：increase from …to …, with a mean/average (increase) of … 

    （6）从…增加到…，总的增加…：increase from …to …, with an overall increase of … 

    （7）增加了 10％：increase by (10%) 

    4．倍数比较 

    （1）增加或减少 3 倍：increase by 3 fold (times). a 3-fold increase 

    （2）A 是 B 的 3 倍：A is 3 fold (times) as…as B. A is 3 fold (times) B 

    5．结果的统计学意义 

    （1）明显不同（significant difference） 

    （2）很明显不同（very/high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3）区别不明显（ insignificant difference） 

    （4）无区别（ nonsignificant difference/no difference） 

    6．统计学意义常用句型 

    （1）There was/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between A and B 

    （2）The difference in …between A and B was/is significant  

    （3）A was/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B in … 

    （4）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 observed / noted in …between A and B 

    “in” 表示区分的性质或内容 

    举例： 

    ①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reatment groups in symptoms and lung 

function (P>0.05). 

    ②Significant difference were not noted in the level of HDL cholesterol, and LDL peak 

particle diameter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结论部分：是作者发表观点和见解，给读者的精髓部分 

    1．归纳性说明研究结果或发现 

    2．结论性说明结果的可能原因、机理或意义 

    3．前瞻性说明未解决的问题 

 

  结论部分时态： 

    1．过去时 

    （1）涉及本研究的内容 

    （2）涉及他人研究过程的内容 

    （3）作者认为只适用于本研究环境和条件的结论 

    2．现在时 

    （1）指示性说明 

    （2）普遍接受的思想、理论或结论 

    （3）作者认为本研究结论具有普遍意义 

    （4）前瞻性说明 

     举例：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hepatitis C is a progressive disease [指示性说明 - 现在时]，

but only a few died during the average 20.4 years after the initiation of injection drug use [本试验

过程中发生的事 - 过去时］. Antiviral treatment to eradicate the virus and halt the progression 

of diseases is indicated in this group of patients [ 作者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 现在时]. 

 

结论部分常用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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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结果提示…：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举例：These data confirm the presence of at least two major HCV genotypes in Nigeria. 

        2．结果支持或反对某种观点：These results support the idea that…；These results fail to 

support the idea that… 

    举例：These results do not support the idea that treatment to lower cholesterol concentration 

cause mood disturbance. 

     3．表示观点的确定或不确定性：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It is likely/unlikely that … 

    举例：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NIDDM produce any change in bone metabolism or mass. 

    4．具有…意义：Be of great (some/little/no)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to … 

    举例：The detection of p53 gene is of great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tumor diagnosis. 

    5．前瞻性说明：…remain to be further studied；It is remains to be proved that …    

    举例：However, the relation of insulin resistance to hypertension remains to be further studied. 

    6．插入语：This is the first case of pancreas divisum.  

    举例：This is the first case, to our knowledge, of pancreas divisum. 

 

二、SCI 见刊全过程 

自确定研究课题开始直到文章收录见刊，期间经历了课题选择、论文写作、论文定位、选

定期刊、在线投稿、文章审理到论文接收等一系列的过程。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有许多内

容是要引起我们注意的。 

1. 课题选择 

优秀科学家要具备敏锐的科研嗅觉，而这种敏锐性是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实践获得的。通过

几天或半个月的苦思苦想得到了一个自以为很好的 idea，很可能是别人十几年前就做过的

工作。但新手上路时重复一些经典实验以获得经验是很正常的。此外，科研要注重质量，

千万不要为单纯地追求数量而令懂行的人嘲笑。对于新人如何获得 idea呢？ 

A. 大量地、仔细地阅读文献，多听学术报告、多与同行探讨，从中获得启示，不能急于

求成。这是对自我的一种积累，不是一看文献便能有所帮助的，所以别带着太大的目的性

去查看文献； 

B. 总结感兴趣领域内尚未探讨过但很有意义的课题，这些课题一般都是十分具有挑战性

的，所以在这类课题的探讨中会更加有趣； 

C. 总结争论性很强的问题，反复比较研究方法和结论，从中发现切入点，具有争议性的

课题向来具有较高的关注度，只有在自己能发现新的切入点的时候，这类选题才具有爆炸

性； 

D. 善于抓住科研过程中遇到的难以解释的问题，往往会成为思维的闪光点，虽然是难以

解释的问题，但那是建立在自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或许导师或者别人，甚至在一些文献

中能找到一些对于这个难题有所帮助的内容，便能成为自己心的论题，所以要知难而进； 

E. 细致地拟定方案，论证可行性。 

2. 论文写作 

阅读了大量论文，试验也做的差不多的时候。需要着手写论文了。写作论文时一定要集中

时间写。在写作时不一定非要从摘要写到致谢。你可以最后写方法与致谢，但是摘要一定

字斟句酌，摘要是一篇文章的高度概括。大家在搜集信息时一般看看文章的摘要就知道这

篇文章是否适合自己去阅读。文章的摘要需全面体现开展该项研究的意义的深度概括。

introduction 主要是概括该领域的研究，引出待解决、需研究的问题。说明为何开展该项

研究等等。材料与方法就相对好些了，详细阐述方法与步骤即可。结果与讨论也非常重要。

结果部分将试验结果展开论述，一般辅以图片说明。试验图片一定要清晰，否则审稿人会

让你重新进行一次试验的。说句不负责任的话，你可以拼错一个单词，但是图片不可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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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模糊或不清晰这种情况。讨论就是对结果的意义进行进一步探究。sci期刊的讨论不像国

内期刊最后的讨论那样写的天马行空，就事论事、简洁是讨论写作的基本原则。 

3. 论文定位 

稿件分为综述性文章与实验性文章。投稿时首先对自己的论文有一个准确的定位，这就需

要阅读大量的文献，掌握目前该领域研究到了什么状态，研究的热点是什么。你的工作对

当前研究有什么意义。期刊是读者交流的主渠道，很多科学家在从事类似研究，有很多未

解决问题困扰着他们，如果你的研究能对这些困 扰提出一个论据，哪怕是一个细小分支。

你的这篇论文也可以投一篇 if较高的期刊。 

4. 选定期刊 

稿件定位后，就开始选择期刊了。选期刊怎么选?在 google 上搜索?那真是海底捞针了!

建议大家每人拥有近 3-5 年的影响因子表格。一般期刊的影响因子的变动不大，在 excel

表格内将采用 if升序或降序的方法排列。如果你觉得你的文章可以投稿到 1分的期刊，那

么你就在 if 为 1 的期刊列内搜索，找到生物学、医学、药学领域的期刊，一次多找几个。

然后到期刊的官方网站去看该期刊的征稿范围(scope)，确保范围准确。 

5. 在线投稿 

现在 elsevier、springer、wiley这些数据库等均采用在线投稿的模式，所以投稿者需对

投稿系统有所了解。第一次投稿由于不熟悉投稿界面，经常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这个多操作几次就熟练了。每种期刊的系统不同，但是原理是相通的。一般在投稿时会需

要写作 cover letter，这个需要事先写好，到时候复制、粘贴就可以了。后续的交流主要

是通过邮箱进行，所以邮箱一定是常用邮箱。这个很重要。 

6. 文章审理 

一般情况下，投稿一周内会收到期刊编辑的邮件，会告知你的稿件已经给了审稿人。文章

审理工作就此开始了。审稿人对你的论文进行评述，然后将意见反馈给期刊编辑，后者将

意见反馈给你。一般审稿人都会有两名，给出的意见采用概率分析方法无非就这么几种：

当然有些期刊存在 3 名评审人员的可能，这里就不多说了。道理是一样的! 

两优评。恭喜你，你的论文进入到了 minor revision(小修)阶段。离文章发表仅有一步之

遥了!当然不能大意，有些进入到这一环节也被拒稿的。只需要按照评审人的要求仔细修改，

发表应该没问题 

一优评，一差评。这是常见的，称之为 manor revision(大修)。这里你要做的就是将差评

的内容进行修改，并逐条进行回复。请注意是逐条修改，逐条回复。优评的如果有要求，

你也要回复。同样的处理。回信时你需要告诉编辑，建议采用分条的方法，逐条列出。这

样条理清晰。 如果你修改的符合评审人员的要求，你就进行 minor revision 或者直接

发表。如果不符合要求，你的结果 就是拒稿。 

两差评。理论上你存在转变为大修与小修的可能，但实际上可能性不大。你需要转投其他

稿件了。 稿件派给审稿人到审稿人给出回复时间(也就是编辑给你回复的时间)差不多在

25 天左右。大修与小修给的时间分别不同，大修的时间有时候跟稿件派给审稿人到审稿人

给出回复时间相同，小修时间会短一些，但不排除与稿件派给审稿人到审稿人给出回复时

间相同的可能。 

7. 论文接收 

版权出让，拿到接收函后过一阵子期刊排版，会给你一份稿件让你校对，看是否有错误。

没错误那里就准备发表了。 

 

三、SCI 论文标题的写作要求 

SCI 论文的标题是文摘、索引或提录等情报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文献或资料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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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主要依赖于计算机网络系统。SCI 论文标题是查寻的根据。因此，如果你的标题不充分，

很少有人会找到你的结果或阅读你的论文，从而影响你 SCI 论文的引用次数和交流 。 

  最佳标题的标准是用最少的必要术语准确描述论文的内容。写作要求准确 （accuracy）、

简洁 （brevity）、清楚 （clarity） 和吸引人 （attractive），反复斟酌后确定标题 。 

1.准确 

  作为 SCI 论文的「标签」，论文标题要能准确表达论文内容，恰当反映所研究的范围

和深度，应该与 SCI 论文的内容非常贴切，即题要扣文，文也要扣题，毫不含糊。这是撰

写 SCI 论文的基本准则。读者和审稿人一看就知道你的论文是研究什么的，有什么发现。 

  标题不应过于华丽或承诺太多。为确保标题的含义准确，应尽量避免使用非定量的、

含义不明的词。一般而言，研究论文的标题应包含关键词描述结果。常见的错误是论文标

题太大或太小，论文标题表达不准确。 

2.简洁 

  论文标题要简洁，不能太长。过于繁琐会使人得不到鲜明的印象，难以记忆和引证。

用词简短、明了，以最少的文字概括尽可能多的内容，即在能够准确反映、清楚表达最主

要的特定内容的前提下，字数越少越好，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尽可能删弃多余的词语，

用词需要精选。 

  至于多少字算是合乎要求，并无统一的「硬性」规定，一般希望一篇论文标题不要超

出 100 个英文字符 （characters），包括空格、标点。当然，不同的 SCI 期刊有不同的

要求。例如，Science 期刊要求论文标题不要超出 90 个英文字符。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期刊要求论文标题不要超出两行。 

  不能因一味追求「精选」字数而影响标题对论文内容的恰当反映。在遇到两者确有矛

盾时，宁可多用几个字也要力求表达明确。若简短标题不足以显示论文内容或反映属于系

列研究的性质，或在内容层次很多的情况下，最好采用主、副标题相结合的方法，来补充

说明特定的实验材料、方法及内容等信息，使标题既充实准确又不流于笼统和一般化。 

3.清楚 

  标题要清晰地反映文章的具体内容和特色，明确表明研究工作的独到之处，力求简捷

有效、重点突出。为表达直接、清楚，以便引起读者的注意，应尽可能地将表达核心内容

的主题词放在标题的开头。 

4.吸引人 

  标题应具吸引力，即要一目了然。虽然论文标题居于首先映入审稿人眼帘的醒目位置，

但仍然存在标题是否醒目的问题。所用词句及其所表现的内容不同，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

果。好的标题能把作者的论文在同类研究中突出出来，既概括了全文，又引人注目。 

SCI 论文标题的选择与确定，除了遵循前述的方法外，标题文字的组织应做到结构合理、

选词准确、详略得当、语序正确、修辞和逻辑规范，给人以美感。 

 

四、如何写好 SCI 摘要部分 

摘要又称概要、内容提要。摘要是以提供文献内容梗概为目的，不加评论和补充解释，简

明、确切地记述文献重要内容的短文。其基本要素包括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具

体地讲就是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和范围，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得出的结果和重要的结论，

有时也包括具有情报价值的其它重要的信息。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并且拥有与文

献同等量的主要信息，即不阅读全文，就能获得必要的信息。 

对一篇完整的论文都要求写随文摘要，摘要的主要功能有： 

1、让读者尽快了解论文的主要内容，以补充题名的不足。现代科技文献信息浩如烟海，读

者检索到论文题名后是否会阅读全文，主要就是通过阅读摘要来判断；所以，摘要担负着

吸引读者和将文章的主要内容介绍给读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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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科技情报文献检索数据库的建设和维护提供方便。论文发表后，文摘杂志或各种数据

库对摘要可以不作修改或稍作修改而直接利用，从而避免他人编写摘要可能产生的误解、

欠缺甚至错误。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和 Internet 网的迅猛发展，网上查询、检索和下载专

业数据已成为当前科技信息情报检索的重要手段，网上各类全文数据库、文摘数据库，越

来越显示出现代社会信息交流的水平和发展趋势。同时论文摘要的索引是读者检索文献的

重要工具。所以论文摘要的质量高低，直接影响着论文的被检索率和被引频次。 

 

摘要的写作注意事项 

1、摘要中应排除本学科领域已成为常识的内容；切忌把应在引言中出现的内容写入摘要；

一般也不要对论文内容作诠释和评论(尤其是自我评价)。摘要整体身材应该是“两头尖”

型，背景和结论都一两句话解决，方法和结果尽量控制在 5句以内，切忌将大段背景介绍，

由于字数限制，方法与结果不能完整描述。总之一句话，摘要要求含有巨大信息量的简练

描述。Background: 一般两句话精炼概括，1 句研究背景+1 句研究原因（强调重要性）。

Methods: 介绍研究对象，实验方法，句子内容一般为“用什么方法达到了什么目的”。这

部分一般控制在 5句以内，简要陈述，但不能遗漏。Results: 结果部分写作时将正文中描

述各结果的总结性语句按顺序复制粘贴，再调整语言即可。Conclusions: 一般都简短陈述，

总结结论+研究意义即可。 结论部分对于文章研究意义的描述尽量与临床相结合，毕竟临

床应用才是咱们很多基础科学的终极意义。 

2、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比如一篇文章的题名是《几种中国兰种子试管培养根

状茎发生的研究》，摘要的开头就不要再写：“为了……，对几种中国兰种子试管培养根状

茎的发生进行了研究”。 

3、用第三人称。建议采用“对……进行了研究”、“报告了……现状”、“进行了……调查”

等记述方法标明一次文献的性质和文献主题，不必使用“本文”、“作者”等作为主语。 

4、摘要中的时态。背景，材料和结果绝大部分用一般过去时，结论部分用一般现在时，未

来展望之类的当然是用一般将来时。 

5、要使用规范化的名词术语，不用非公知公用的符号和术语。新术语或尚无合适汉文术语

的，可用原文或译出后加括号注明原文。 

6、除了实在无法变通以外，一般不用数学公式和化学结构式，不出现插图、表格。 

7、不用引文，除非该文献证实或否定了他人已出版的著作。 

8、缩略语、略称、代号，除了相邻专业的读者也能清楚理解的以外，在首次出现时必须加

以说明。科技论文写作时应注意的其他事项，如采用法定计量单位、正确使用语言文字和

标点符号等，也同样适用于摘要的编写。目前摘要编写中的主要问题有：要素不全，或缺

目的，或缺方法；出现引文，无独立性与自明性；繁简失当。 

 

五、如何写好 SCI 实验部分的内容？ 

验证我们所思所想，那么实验是必不可少的。在 SCI 的写作中，实验部分也是我们用于论

证观点的重要内容。但是，对于这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应该怎么写好呢？ 

 

首先，对于 SCI 文章中实验部分的写作，我们需要把握五个主要的要素来进行写作。 

1、实验对象一般是人、动物或一些组织等，它们的基本信息要描述明确；此外要注意国外

刊物大多对牵扯到人或动物的实验都有一些特定要求，有些是不允许在人或动物身上进行

的实验操作，这需要认真阅读投稿刊物中关于实验的详细规定；如果违反这一规定，可能

会不接受评审或发表。 

2、实验设备，要对仪器型号、生产厂家、实验过程中的用途等作详细说明；实验设备之间

的连接要科学正确，不要给人混乱或操作错误的感觉。设备使用时一些必要的步骤不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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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尤其是可能对实验结果造成特定影响的操作更要详细说明。这样做的好处是为了在

Discussion中能够进行对应的分析。  

比如，一些设备在使用前要校正(calibration)，有的要求每阶段实验之后都要重新校正，

以保证结果的正确性；一定要详细说明你的操作步骤或校正过程，便于评审人分析你的结

果。 

3、实验材料，不同学科有不同要求。总体上来说要注意说明材料选择的必要性，也就是对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材料，最好有一定的说明。如果这点描述不清，可能会导致整个实验过

程不成立。 

4、处理因素(受试因素)。通常指由外界施加于受试对象的因素，包括生物的、化学的、物

理的或内外环境的。但是生物本身的某些特征(如性别、年龄、民族、遗传特性、心理因素

等)也可作为处理因素来进行观察。因此，研究者应正确、恰当地确定处理因素。一般应注

意以下几点： 

①抓住实验研究中的主要因素。研究中的主要因素是按以往研究基础上(本人或他人)提出

的某些假设和要求来决定的。一次实验涉及的处理因素不宜太多，否则会使分组增多，受

试对象的例数增多，在实施中难以控制误差。然而，处理因素过少，又难以提高实验的广

度和深度。因此，需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与实施的可能来确定带有关键性的因素。 

②找出非处理因素。除了确定的处理因素以外，凡是影响实验结果的其他因素都称为非处

理因素，所产生的混杂效应也影响了处理因素产生的效应对比和分析，这些非处理因素又

称混杂因素。 

例如上述两种不同药物治疗缺铁性贫血病人的试验，非处理因素可能有年龄、性别、营养

状况等。如果两组病人的年龄、性别、营养等构成不一，则可能影响药物疗效的比较。因

此设计时便设法控制这些非处理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它们的干扰作用，减小实验误差。 

③处理因素必须标准化。处理因素的强度、频率、持续时间与施加方法等，都要通过查阅

文献和预备试验找出各自的最适条件，然后订出有关规定和制度，并使之相对固定，否则

会影响试验结果的评价。如处理因素是药物，必须正确选择批号，给药途径和时间也应标

准化和相对固定化。 

④实验过程，就是清楚描述实验的整个操作流程，一般要附以实验流程图进行说明。流程

图的画法很多，有文字式的，有文字和示意图结合的，不同实验有不同做法。一般来说，

可能后者多一些(实验性学科尤其如此)，因为这样能使评审人对实验过程一目了然。如果

示意图画得漂亮，还可以增加一些印象分。描述时要有鲜明的层次感，对每个步骤之间的

顺序和关联要描述清楚，不要造成实验过程混乱不堪的印象，因为评审人最终判断你的实

验是否合理，是从这个过程描述得来的。 

5、在写作 SCI论文实验部分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实验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处理，那么在处理

实验数据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内容？ 

在 SCI 论文中实验数据(或资料)：除非要列举一定数量的精确数据,否则就不要使用表格.

如果数据较少(如只有 1 行)或数据的变化规律明显,就在(SCI 论文)正文中直接表述。为简

洁并突出重点, 应忽略不必要的数据(如有关实验室的数字、简单计算的结果以及没有显

著变化的变量等)。 应避免大量列举不重要的数据或具重复含义的数据, 以免误导读者在

数据精度方面产生假象, 并且也使数据的比较变得困难。要确保 sci 表中数据的精

确, sci 表中的算术错误(如“总和”的计算应准确)会影响到论文中假设的可信度。如果

涉及百分比时, 一定要倍加注意, 如果百分比或其总计不是 100%, 应在脚注中加以解

释, 否则不仅反映出作者的不严谨, 同时读者也无法判断数据的真实性。列举数据时应

尽量确保同组数据纵向排列(由上向下阅读), 以方便读者对比阅读。只保留数字中小数点

后面有效位数(保留多余的数字会令读者对数值的真实精度产生误解); 数值的个位数和

小数点等符号应分别对齐。sci表格的形式：表格的形式一般采取三线表(3条水平线, 没

有 垂 直 线 ) 。 不 同 期 刊 对 表 格 中 水 平 线 的 规 定 略 有 差 异 , 如



28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在表的开始使用双横线, 结束时则使用单

横线;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则在通用的三线基础上, 在"总和"(overall)前再加

一条横线。如果 sci 表格过大, 也可考虑将其作为论文的附录列出, 以免打断行文的流

畅性。同一表格要尽量安排在同一版面上, 并使内容的布局清楚、合理, 并且一定要遵

循相关期刊的排版习惯。 

实验数据的整理直接影响到我们论文的结果，而且作为论文重要的一部分，实验的数据要

禁得起其他人反复实验，所以更是不容小觑。 

 

最后，在写作 SCI 论文实验部分，我们还有哪些内容需要注意的呢？ 

1、对于实验过程中的结果以及现象一定要有完整的概括和统计，而不能直视简单的将其罗

列到论文中就 OK了，同时对于各数据或现象要总结并给出结论。 

2、文中文字的表达一定要干练简洁且准确，不可长篇大论，更不可用冗长的文字来解释图

表数据（图表本就是简洁表明内容的），简洁的文字即可，能清楚表达意思。 

3、在描述数据的时候，最好能结合图标的形式，并且图标要能表明一定的趋势和规律，而

不只是将数据搬到图标上，这样不仅美观，而且逻辑清晰，主题明确，当然如果数据很少，

再找呢个文中直接文字描述即可。 

4、对于某些不易理解的数据部分，编写者可给出适量解释，以帮助读者理解文章。论文中

若有讨论部分，应将讨论的内容在此部充分表达，而在结果部分只需提到必要的解释，让

读者明白本次课题研究的意义即可。 

５、大家可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那就是将讨论和结果部分合并。 

 

六、医学论文参考文献的要求 

1 、医学论文摘录原则 

 1) 只摘录最必要、最新的文献。着录的文献要精选，仅限于摘录作者亲自阅读过并在论文

中直接引用的文献，而且，无特殊需要不必罗列众所周知的教科书或某些陈旧史料。 

 2) 只摘录公开发表的文献。公开发表是指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报刊或正式出版的图书上发

表。在供内部交流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和内部使用的资料，尤其是不宜公开的资料，均不

能作为参考文献引用。 

 3) 引用论点必须准确无误，不能断章取义。 

 4) 采用规范化的摘录格式。关于文后参考文献的摘录已有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论文作者

和期刊编者都应熟练掌握，严格执行。 

 5)文献出处或电子文献可获得地址。参考文献的最末一项一般为“页码”，指引文所在的位

置编码。应摘录引文所在的起始页码或起止页码，如为起止页，则在 2 个数字之间用“-”

号（原来用“～”号)连接。如：10-12。若论文中多次引用同一文献上的多处内容，则应依

次摘录相应的引文所在起始页码或起止页码，各次之间用“，”相隔。参考文献按在正文中

出现的先后次序列于文后， “参考文献”居中排作为标识；参考文献的序号左顶格，并用

数字加方括号表示，如[1]，[2]，…，以与正文中的指示序号格式一致。每一参考文献条目

的最后均以“。”结束。 

2、各类参考文献条目的编排格式及示例如下： 

 1)连续出版物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2)专著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3)论文集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C]//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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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学位论文 

 [序号] 主要责任。文献题名[D].保存地：保存单位，出版年。 

 5)报告 

 [序号] 主要责任。文献题名[R].报告地：报告会主办单位，出版年。 

 6)专利文献 

 [序号]专利所有者。专利题名[P].专利国别：专利号，发布日期。 

 7)国际、国家标准-医学全在线,搜集整理  

[序号]标准代号，标准名称[S].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8)报纸文章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9)电子文献 

 [序号] 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文献类型/载体类型].电子文献的出版或可获得地址，发

表或更新的期/引用日 

 

七、SCI 论文英文写作数字使用规范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使用数字的情况。虽说数字使用看起来简单，但在实际使

用过程中，不少作者都会或多或少出现一些问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接下来我们就来说

说 SCI论文英文写作数字使用的规范问题。 

1、句子开头的数字要拼写出来 

  例子：Twenty-three hundred sixty-two victims were injured. 

  Nineteen fifty-six was quite a year. 

  备注：AP格式中的年份写成数字。1956 was quite a year. 

2a、数字 21到 99 之间的数字，应该用连接号(hyphenate)连接起来 

  例子：Thirty-three people were injured in the train wreck. 

  Twenty-nine of them werehospitalized. 

2b、分数应该拼写出来，并且用连接号(hyphenate)连接起来 

  例子：We recovered about one-thirds of the stolen cash. 

  One-half is slightly less thanfive-ninths. 

  备注：有些不需要连接号，比如 a third 或者 a half 

3a、四位或者以上数字，使用逗号。每 3 位数字使用一个逗号，但小数点以后的数字不包

括在内。 

  例子：1,054 people 

  $2,417,592.22 

3b、小于 1美元的金额，最好使用分这个计量单位，而不是使用小数。 

  例子：She had only sixty cents. 或者 She had only 60 cents. (Better) 

  She had only $0.60. (Not advised) 

3c、不要重复使用$和 dollars 

  例子：I have $1,255 in my checking account. (Correct) 

  I have $1,255 dollars in my checking account. (Incorrect) 

4a、为了不引起歧义，请使用 noon 和 midnight 来表示 12:00 PM 和 12:00 AM 

  AM和 PM也可以写作 A.M.和 P.M.，或者 a.m.和 p.m.，或者 am和 pm。 

  例子：8 AM 

  3:09 P.M. 

  11:20 p.m. 

  也有人在时间和 AM或 PM之间不用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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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8AM 

  3:09P.M. 

  11:20p.m. 

  对于整点时间，有的人写作 9:00 PM，但是也有人写作 9 PM 或者 9 p.m.或 9pm。 

4b、时间用数字来表示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例子：The flight leaves at 6:22 a.m. 

  Please arrive by 12:30 sharp. 

  但是也有一些人倾向于将时间拼写出来，尤其是整点时间 

  例子：He takes the four thirty-five train. 

  The baby wakes up at six o’clock in the morning. 

5、整数和分数往往用数字来表示，除非位于句子的开头 

  例子： We expect a 4 ½ percent wage increase. 

  Five and one-half percent was the expected wage increase. 

6、大数字的最好表达原则是越简单越好 

例子：twenty-three hundred (simpler than two thousand three hundred) 

对于表示范围的数字，倾向于拼出来，但在同一个句子中请保持一致。 

  Consistent: We can earn from one million to five million dollars. 

  Inconsistent: We can earn from one million to 5 million dollars. 

  Inconsistent: We can earn from $1 million to five million dollars. 

7、小数写成数字 

  例子：The plant grew 0.91 inches last year. 

  The plant grew only 0.07 inches this year. 

8a，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数字，没有必要拼出来。但是，如果有小数时，最好拼写出来。 

  例子：one thousand one hundred fifty-four dollars 

  one thousand one hundred fifty-four dollars and sixty-one cents 

  可以简化为 eleven hundred fifty-four dollars and sixty-one cents 

8b、999 以上的数字拼写时，不要使用逗号 

  错误用法：one thousand, one hundred fifty-four dollars, and sixty-one cents 

  正确用法：one thousand one hundred fifty-four dollars and sixty-one cents 

9、当用数字表示日期时，应该这么写 

  例子：the 30th of June, 1934 

  或者：June 30, 1934 (这里不需要加 th) 

10、当把年代拼写出来的时候，不需要大写 

  例子：During the eighties and nineties, the U. S. economy grew. 

11、当用数字表达年代时，可以将撇号放在数字前面，也可以放在数字和 s 之间 

例子：During the ‘80s and ‘90s, the U.S. economy grew. 

或者：During the 80’s and 90’s, the U.S. economy grew. 

不正确：During the ’80’s and ‘90’s, the U.S. economy grew. 

12、也可以用完整的数字来表示十年，在这里为了简介，就不用撇号了。 

例子：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the U.S economy grew. 

 

八、论文的写作中常运用的十大英语句式 

对科研人员来讲，用英文进行科技论文的写作只是一种表达的方式，英文只是一种表达的

工具，平时较少关注如何运用多种句式的意识，因此多数科研人员以自己头脑中拼凑的中

式英语取而代之，往往想不到运用这些句式。句式变换直接影响到论文写作的成败，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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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能运用十大句式正确地写出句子，那么不仅复杂句的数量就可以达到 6 到 7 分规

定的要求，而且句式呈现多样化，复合句和简单句交错使用，大大增强文章表达效果。 

 

1、否定句 

许多否定句中并不含有 not 的否定结构。如果作者能在论文中正确使用他们，就会增加写

作的闪光点，使文章显得生动活泼。 

 

Instead of indulging in playing computer games, children should be taught how to 

benefit from useful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Instead of 介词短语，副词) 

 

On no accoun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can we ignore the immense value of 

knowledge.(绝不——in no way, by no means, in no case) 

 

College students take part-time jobs not for more money but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ocieties. 

 

One’s salary does not depend so much on hi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s 

on his ability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ety. 

 

In terms of nutrition, fast foodies far from satisfactory. 

 

Parents would not expect their children to become useful 

persons without working hard.  

 

2、非限制性定语从句 

如果需要对前述的整个句子内容进行解释或说明，就可以用到非限制性定语从句。 

 

Undoubtedly, practical courses can be used to the reality, which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ir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Children tend to imitate what they have seen and heard on mass media, which is 

sometimes dangerous and harmful.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believe that part-time jobs will provide them with more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their interpersonal skills, which may put them in a 

favorable position in the future job markets. 

 

3、让步句 

让步句是写论文最常用的句式之一，作者务必掌握以下 4 种用法，可以使英文句子起伏跌

宕，富于变化。 

 

This view is widely acknowledged；however，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that smoking 

is beneficial to people’s health. 

 

Although (While) the computer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class,  it cannot re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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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teachers. 

 

Reasonable as the opinion sounds, it can not bear much analysis. 

 

In spite of a lot of conveniences that cars bring to people’s life, it can create 

a series of serious problems. 

 

4、It引导的句子 

It 引导的句子是写作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句式。作者应熟练掌握其用法，并能灵活运用到文

章的开篇、主体段和结尾段中。 

 

It is hard to imagine what our life would look like without computers in modern 

society. 

 

It is conceivable that being physically active does good to health. 

 

It is a highly controversial issue whether women should join the armed 

forces or not. 

 

It is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water and air are indispensable to human 

beings. 

 

It is essential that endangered species of animals be protected against being 

killed. 

 

It is high time that the government took effective measure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t has been made easier for modern people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by 

the internet in a few seconds. 

 

It is worth caring about the way a child behaves. 

 

It is no use crying over the spilt milk. 

 

It has been a few decades since the computer came into being. 

 

5、假设句 

假设句可分为真实假设句和非真实假设句两种。常用在主体段落表示正、反论证。 

 

If we destroy old buildings, then we will ru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eritage.(条件假设) 

 

You would miss the chance to interact with other students if you used internet 

a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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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e you change your present job, you will be faced with the danger of being 

unemployed. 

 

6、倒装句 

在写作中恰当和准确地使用倒装句，有助于句子表达形式的多样化，使语言更加生动有力。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problem be tackled properly.(部分倒装——助动词或情

态动词提到主语前) 

 

Only when children take arduous efforts can they become successful.(部分倒装) 

 

Not only does studying in school serve academic purpose, but students learn 

how to handl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部分倒装——助动词或情态动词提到主语前，

形成助动词+主语+谓语动词) 

 

Under no circumstances should youngsters follow negative information on mass 

media blindly. 

 

So valuable is water that we cannot afford to waste it.(So that 语句中，so+

完全倒装+that，或主谓倒装) 

 

Nowadays, most dangerous for youngsters is the tendency to indulge in playing PC 

games. 

 

7、强调句 

写作时为了突出句子的某一成分，常常使用强调句。 

 

It is for the benefit of maintaining the ecological balance that human beings 

ought to protect the endangered animal species. 

 

It is not until people suffer from some fatal diseases such as SARS and 

AIDS that they are becoming aware of how significant it 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invest more money in medical care. 

 

Nothing in the world is more valuable than health. 

 

8、比较句 

正确地使用比较结构可以使文章的句式增加变化，有利于提高写作成绩。 

 

Studies show that juvenile delinquency rates are twice as high for youngsters 

from single-parent families as for those in traditional households.（同级比较）

研究表明来自单亲家庭的青少年犯罪率是来自传统家庭的两倍。 

 

Generally speaking, people in modern times enjoy less leisure time than they 

did previously.（比较级）一般说来，现代人比过去享有更少的休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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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d with those with different abilities, children with intelligence do more 

well in their school work and intelligence tests. 与不同能力的孩子相比，聪明的

孩子在学业和智力测验方面表现更加突出。 

 

Contrary to pop stars, other professionals like doctors and teachers create the 

true value for their society. 与明星不同，其他专业人员如医生和教师为社会创造了

真正的价值。 

 

Air is to human what (as) water is to fish. 空气对人类就如同水对鱼一样。 

 

9、插入语 

插入语是对一句话做一些附加说明或解释。最常见的位置于句中,一般用逗号或破折号与句

子隔开。用得恰当，不仅可以增加字数，而且使文章更显地道和精彩。 

 

Computers, most important of all, create wide communication around the world. 

 

Providing more parking areas, in the long run, has proved to be a practical way 

out in many large cities in the world. 

 

Observing local culture, consciously and unconsciously, can reduce the chance 

of offending the locals, or it will lead to the embarrassment and even conflict. 

Space exploration, some people believe, will bring some unexpected discoveries. 

 

10、原因句 

几乎所有的写作试题都要求写原因或者可以写原因。议论文的讲道理实际就是说明原因。

因此，掌握好表达原因的结构是十分重要的。 

 

Violent films can do harm to young people, because they contains numerous 

negative information. 

 

Human beings are chiefly responsible for wild animal extinction. 

 

We should attribute(ascribe) medical advances to the animals which do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s to the experiment. 

 

Because of overpopulation, water shortag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problems. 

 

Owing to the fierce competition in today’s world, a great many young people find 

themselves under great pressure. 

 

九、论文写作中英语时态的运用。 

1、Time phrases associated with the use of the present perfect tense: past and present 

connected（与现在完成时相关的时间短语，连接现在与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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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ate, little evidence has been found associating X with Y. 

 

Up to now, the research has tended to focus on X rather than on Y. 

 

So far, three factor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being potentially important: X, Y, and Z. 

 

Since 1965, these four economies have doubled their share of world production and trade. 

 

Until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little interest in X. 

 

Recently, these questions have been addressed by researchers in many fields.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ers have investigated a variety of approaches to X but … 

 

More recently, literature has emerged that offers contradictory findings about … 

 

The past decade has see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X in many … 

 

Over the past 30 years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re has been a dramatic increase in …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world has seen the stunning transformation of X, Y and Z. 

 

2、The present perfect tense may also be used to describe research or scholarly activity that has 

taken place recently（现在完成时也可用来描述近期发生的研究及学术活动） 

 

Several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at … 

 

Previous studies of X have not dealt with …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literature has been published on X.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causes of illiteracy (Smith, 1985; Jones, 1987). 

 

The new material has been shown to enhance cooling properties (Smith, 1985, Jones, 1987). 

 

Invasive plant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major contributing factors for the decline of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diet high in fats and poor health has been widely investigated (Smith, 

1985, Jones, … 

 

3、For reference to single investigations or publications in the past, the simple past tense is used

（对于过去的研究或出版物用一般过去时就行了） 

 

An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 of this effect was first carried out b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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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experimental realisation of …, by Smith et al. [12], used a … 

 

The first systematic study of X was reported by Patel et al. in 1986. 

 

Smith and Jones (1994) were the first to describe X, and reported that … 

 

X as originally isolated from Y in a soil sample from … (Wang et al., 1952). 

 

In 1975, Smith et al. published a paper in which they described … 

 

In the 1950s, Gunnar Myrdal pointed to some of the ways in which … 

 

In 1981, Smith and co-workers demonstrated that X induced in vitro resistance to … 

 

In 1984, Jones et al. made several amino acid esters of X and evaluated them as … 

 

In 1990, Patel et al. demonstrated that replacement of H2O with heavy water led to … 

 

Thirty years later, Smith (1974) reported three cases of Candida Albicans which … 

 

十、国外医学期刊投稿攻略 

投稿是医学论文顺利发表的重要一步，对于想发表国外医学期刊的作者来说，了解国外医

学期刊投稿攻略是十分必要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部分内容。 

(一)期刊选择： 

英文生物医学期刊种类繁多，选择一本恰当的期刊并非一件易事，然而这是论文得以发表

的一个重要环节。选择期刊应考虑的因素：论文主题是否在刊物征稿范围内?论文格式是否

符合刊物要求?论文是否符合刊物的一贯口味?关于期刊的声望(prestige)问题：期刊学术

水平高其声望就高;反之声望则低。生物医学工作者都希望科研成果发表在有声望的高质量

生物医学期刊上。选择期刊的方法：如果论文主题在一个很窄的分支学科内，那么选择范

围只能限制在几种刊物;如果论文信息交叉了几个研究领域，则可有许多种选择。无论是哪

种情况，先列出一个简单拟选期刊表，然后逐一对进行比较筛选，作出最后抉择。 

(二)阅读和使用投稿须知： 

1.读刊头(masthead statement，通常放在期刊前面的文题页上)，以了解刊名、简单的办

刊宗旨、编辑委员会组成、编辑部成员、出版商及其联系地址等。 

2.浏览目录(table of contents)，确定该刊物是否发表你研究领域的文章及发表的比例有

多大。 

3.注意栏目设置，确定拟投稿件的栏目。 

4.看拟投栏目文章的范例，了解撰写要求及格式。 

5.某些期刊刊登投稿和接收日期(submitted and accepted dates)，可据此计算论文发表

周期。 

6.广告数量可间接判断期刊质量。因为广告公司都愿意将金钱投到质量高、影响大的期刊

上。 

7.通过 11或 12月份出版的杂志最后几页上的“所有权、管理和发行声明”(statement of 

ownership，management，and circulation)查找期刊发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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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核查有无北美和欧洲以外国家作者撰写的文章。 

9.有些期刊还刊登报道计划，作者可依此拟订自己的投稿计划。 

(三)投稿注意事项： 

当决定了论文主题，确定了读者群，并选定了拟投期刊后，论文文献检索工作即便完成。

下一步是确定论文作者、查看期刊的“投稿须知”，并将研究结果的原始资料收集在一起

开始撰写论文。论文撰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并非一稿就能完成，往往需要反复易稿(修改)

才能使文章达到投稿的要求，即"5C"—正确(correctness)、清楚(clarity)、简洁

(concision)、完整(completion)和一致(consistency)。 

(四)投稿：论文的最后一稿准备好后，就可向国外投稿。一般来说，投稿程序分以下三步。 

1.准备投稿信(covering letter，submission letter)：生物医学期刊的编辑往往需要一

些有关作者及其论文的信息，而作者也希望给编辑提供一些有助于其全文送审及决策的信

息。这些信息都应该包括在投稿信中。投稿信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文题和所有作者

的姓名;稿件适宜的栏目;为什么此论文适合于在该刊而不是其它刊物上发表?关于重复或

部分发表或已投它刊的说明;不能转让版权的说明(如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建议审稿人及因

存在竞争关系而不宜做审稿人的名单;通信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的姓名、详细地址、

电话和传真号码、e-mail 地址;能否付出版费(版面费、彩图费)的说明(如果该刊收取版面

费和彩图费);希望核校校样或稿件若不接收退回原稿的要求(有的期刊在“投稿须知”中

约定，除非作者在投稿信中提出要求，否则原稿不退还给作者)。 

2.稿件包装：所谓稿件包装是指将稿件及其拟投期刊所需的伴随资料一并装人信封。一般

应按以下顺序备齐资料：投稿信;刊物要求的稿件(包括文题页、文摘页、正文、致谢、参

考文献、图注、表及图)拷贝份数，每份图单独装一个信封;版权转让声明;与稿件内容有关

资料的拷贝(如学术会议报告论文或已发表的摘要等材料);通知稿件收到的明信片或有作

者地址并贴足邮资的信封(适用于不发收稿回执的期刊);致谢和使用病人照片或引用私人

通信的书面同意材料的复印件;有些期刊要求附稿件对照检查表。以上材料不要用订书钉固

定，以免途中因订书钉移动而损坏稿件;但可以用大型曲别针固定，照片可以在信封中夹硬

纸片保护。 

3.稿件邮寄：邮寄稿件应注意：应至少自留一份打印底稿;信封要足够大，并足够结实;正

确的投稿地址及收稿人(“投稿须知”中常有说明，多要求直接寄给主编);照片不可过大，

最大不超过 8.5 英寸 x11 英寸?贴足邮票;航空邮寄;以打印稿(hard copy)投稿。几乎所有

的英文生物医学期刊均不接受传真(fax)投稿，某些期刊仅允许一些没有图表的短文或“给

编辑的信”通过电子邮件(e-mail)投稿，长篇论著、研究报告等文章决定刊用后方接受软

磁盘。以上信息可以从“投稿须知”中获得、有的期刊在“投稿须知”中特别指出投稿地

址与订刊或订单行本地址不一样，以免造成时间耽搁 。 

 

 

十一、投稿各阶段英文电子邮件模板 

1、最初投稿 Coverletter 

DearEditors: 

We would like to submit the enclosed manuscript entitled“Paper Title”, which we wish to be 

considered forpublication in “Journal Nam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exits in the submission of this 

manuscript, and manuscript isapproved by all authors for publication. I would like to declare 

onbehalf of my co-authors that the work described was original researchthat has not been 

published previously, and not under considerationfor publication elsewhere, in whole or in part. 

All the authorslisted have approved the manuscript that is encl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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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work, we evaluated …… (简要介绍一下论文的创新性).I hope this paper is suitable for 

“Journal Name”. 

 

Thefollowing is a list of possible reviewers for your consideration: 

1)Name A E-mail: ××××@×××× 

2)Name B E-mail: ××××@×××× 

 

Wedeeply appreciate your consideration of our manuscript, and we lookforward to receiving 

comments from the reviewers. If you have anyqueries,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contact me at the 

addressbelow. 

Thank you and best regards. 

 

Yourssincerely, 

×××××× 

Correspondingauthor:  

Name: ××× 

E-mail: ××××@×××× 

 

2、催稿信 

DearProf. ×××: 

Sorry for disturbing you. I am notsure if it is the right time to contact you to inquire about 

thestatus of my submitted manuscript titled “Paper Title”.(ID: 文章稿号),although the status of 

“With Editor” has been lasting formore than two months, since submitted to journal three 

months ago. Iam just wondering that my manuscript has been sent to reviewers ornot? 

 

I would be greatly appreciated if you could spend some ofyour time check the status for us. I am 

very pleased to hear from youon the reviewer’s comment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consideration. 

 

Best regards!  

Yourssincerely, 

×××××× 

Correspondingauthor:  

Name: ××× 

E-mail: ××××@×××× 

 

3、修改稿 Coverletter 

DearDr/ Prof..（写上负责你文章编辑的姓名，显得尊重，因为第一次的投稿不知道具体负责

的编辑，只能用通用的 Editors）: 

Onbehalf of my co-authors, w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giving us anopportunity to revise our 

manuscript, we appreciate editor andreviewers very much for their positive and constructive 

comments andsuggestions on our manuscript entitled “Paper Title”.(ID: 文章稿号). 

 

Wehave studied reviewer’s comments carefully and have maderevision which marked in red in 

the paper. We have tried our best torevise our manuscript according to the comments. Atta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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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findthe revised version, which we would like to submit for your kindconsideration.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great appreciation toyou and reviewers for comments on our paper. 

Looking forward tohearing from you. 

Thank you and best regards. 

 

Yourssincerely, 

×××××× 

Correspondingauthor: 

Name: ××× 

E-mail: ××××@×××× 

 

4、修改稿回答审稿人的意见（最重要的部分） 

Listof Responses 

Dear Editors and Reviewers: 

Thank you for yourletter and for the reviewers’ comments concerning ourmanuscript entitled 

“Paper Title” (ID: 文章稿号).Those comments are all valuable and very helpful for revising 

andimproving our paper, as well as the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toour researches. We have 

studied comments carefully and have madecorrection which we hope meet with approval. 

Revised portion aremarked in red in the paper. The main corrections in the paper and 

theresponds to the reviewer’s comments are as flowing: 

 

Respondsto the reviewer’s comments: 

 

Reviewer #1:  

1. Response tocomment: (……简要列出意见……) 

Response:×××××× 

2. Response to comment:(……简要列出意见……) 

Response:×××××× 

。。。。。。 

逐条意见回答，切忌一定不能有遗漏 

 

针对不同的问题有下列几个礼貌术语可适当用用： 

Weare very sorry for our negligence of ……... 

We arevery sorry for our incorrect writing ……... 

It isreally true as Reviewer suggested that…… 

We havemade correction according to the Reviewer’s comments. 

Wehave re-written this part according to the Reviewer’ssuggestion 

As Reviewer suggested that…… 

Consideringthe Reviewer’s suggestion, we have …… 

 

最后特意感谢一下这个审稿人的意见： 

Specialthanks to you for your good comments.  

Reviewer #2: 

 

同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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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er#3: 

×××××× 

Other changes: 

1. Line 60-61, the statements of “……”were corrected as “…………” 

2.Line 107, “……” was added  

3. Line 129,“……” was deleted 

×××××× 

 

Wetried our best to improve the manuscript and made some changes in themanuscript. These 

changes will not influence the content andframework of the paper. And here we did not list the 

changes butmarked in red in revised paper. 

 

We appreciate forEditors/Reviewers’ warm work earnestly, and hope that thecorrection will 

meet with approval. 

 

Once again, thank you verymuch for your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5、文章接受后可以考虑感谢一下负责你文章的编辑或主编（根据需要） 

DearProf. ××××××: 

Thanks very muchfor your kind work and consideration on publication of our paper. Onbehalf of 

my co-authors,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greatappreciation to editor and reviewers. 

 

Thank you and bestregards. 

 

Yours sincerely, 

×××××× 

Correspondingauthor: 

Name: ××× 

E-mail: ××××@×××× 

 

6、询问校稿信件（如果文章接受后时间较长） 

Dear×××: 

Sorry for disturbing you. I am not sure ifit is the right time to contact you to inquire about the 

status ofour accepted manuscript titled “Paper Title” (ID: 文章稿号 ),since the copyright 

agreement for publication has been sent to youtwo months ago. I am just wondering that how 

long I can receive theproof of our manuscript from you? 

I would be greatly appreciatedif you could spend some of your time for a reply. I am very 

pleasedto hear from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consideration. 

 

Yours sincerely, 

×××××× 

Correspondingauthor: 

Name: ××× 

E-ma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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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文章校稿信件 

DearMr. ×××: 

Thanks very much for your kind letterabout the proof of our paper titled “Paper Title” (ID:文章稿

号)for publication in “Journal Name”. We have finished theproof reading and checking carefully, 

and some corrections about theproof and the answers to the queries are provided below. 

 

Corrections: 

1. In ****** should be **** (Page ***, Rightcolumn, line***) 

2. In **** the “*****” should be“****” (Page ****, Right column, line****) 

 

Answers for“author queries”: 

1. *********************. 

2.********************** 

3. ********************** 

 

We greatlyappreciate the efficient, professional and rapid processing of ourpaper by your team. 

If there is anything else we should do, please donot hesitate to let us know. 

 

Thank you and best regards. 

Yourssincerely, 

×××××× 

Correspondingauthor: 

Name: ××× 

E-mail: ××××@×××× 

 

十二、文献综述需要具备哪些特点？ 

文献综述是在确定了选题后，在对选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广泛阅读和理解的基

础上，对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包括主要学术观点、前人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争论焦点、

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原因等)、新水平、新动态、新技术和新发现、发展前景等内容进行综

合分析、归纳整理和评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而写成的一种不同于毕业论文的

文体。 

 文献综述不应是对已有文献的重复、罗列和一般性介绍，而应是对以往研究的优点、不

足和贡献的批判性分析与评论。因此，文献综述应包括综合提炼和分析评论双重含义。故

而，文献综述具备有：综合性、评论性和先进性三大特点。 

1、综合性：综述要纵横交错，既要以某一专题的发展为纵线，反映当前课题的进展;又要

从本单位、省内、国内到国外，进行横的比较。只有如此，文章才会占有大量素材，经过

综合分析、归纳整理、消化鉴别，使材料更精练、更明确、更有层次和更有逻辑，进而把

握本专题发展规律和预测发展趋势。 

2、评述性：是指比较专门地、全面地、深入地、系统地论述某一方面的问题，对所综述的

内容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反映作者的观点和见解，并与综述的内容构成整体。一般来

说，综述应有作者的观点，否则就不成为综述，而是手册或讲座了。 

3、先进性：综述不是写学科发展的历史，而是要搜集最新资料，获取最新内容，将最新的

医学信息和科研动向及时传递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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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一般都包括题名、著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几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又由

前言、主体和总结组成。 

 

前言 用 200～300 字的篇幅，提出问题，包括写作目的、意义和作用，综述问题的历史、

资料来源、现状和发展动态，有关概念和定义，选择这一专题的目的和动机、应用价值和

实践意义，如果属于争论性课题，要指明争论的焦点所在。 

 

主体 主要包括论据和论证。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比较各种观点的异同点

及其理论根据，从而反映作者的见解。为把问题说得明白透彻，可分为若干个小标题分述。

这部分应包括历史发展、现状分析和趋向预测几个方面的内容。 

①历史发展：要按时间顺序，简要说明这一课题的提出及各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体现各

阶段的研究水平。 

②现状分析：介绍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及各派观点，包括作者本人的观点。将归纳、

整理的科学事实和资料进行排列和必要的分析。 

对有创造性和发展前途的理论或假说要详细介绍，并引出论据;对有争论的问题要介绍各家

观点或学说，进行比较，指问题的焦点和可能的发展趋势，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对陈旧的、

过时的或已被否定的观点可从简。对一般读者熟知的问题只要提及即可。 

③趋向预测：在纵横对比中肯定所综述课题的研究水平、存在问题和不同观点，提出展望

性意见。这部分内容要写得客观、准确，不但要指明方向，而且要提示捷径，为有志于攀

登新高峰者指明方向，搭梯铺路。 

主体部分没有固定的格式，有的按问题发展历史依年代顺序介绍，也有按问题的现状加以

阐述的。不论采用哪种方式，都应比较各家学说及论据，阐明有关问题的历史背景、现状

和发展方向。主体部分的写法有下列几种： 

(1)纵式写法纵是历史发展纵观。它主要围绕某一专题，按时间先后顺序或专题本身发展层

次，对其历史演变、目前状况、趋向预测作纵向描述，从而勾划出某一专题的来龙去脉和

发展轨迹。 

纵式写法要把握脉络分明，即对某一专题在各个阶段的发展动态作扼要描述，已经解决了

哪些问题，取得了什么成果，还存在哪些问题，今后发展趋向如何，对这些内容要把发展

层次交代清楚，文字描述要紧密衔接。撰写综述不要孤立地按时间顺序罗列事实，把它写

成了大事记或编年体。 

纵式写法还要突出一个创字。有些专题时间跨度大，科研成果多，在描述时就要抓住具有

创造性、突破性的成果作详细介绍，而对一般性、重复性的资料就从简从略。这样既突出

了重点，又做到了详略得当。纵式写法适合于动态性综述。这种综述描述专题的发展动向

明显，层次清楚。 

(2)横式写法横是国际国内横览。它就是对某一专题在国际和国内的各个方面，如各派观点、

各家之言、各种方法、各自成就等加以描述和比较。通过横向对比，既可以分辨出各种观

点、见解、方法、成果的优劣利弊，又可以看出国际水平、国内水平和本单位水平，从而

找到了差距。横式写法适用于成就性综述。这种综述专门介绍某个方面或某个项目的新成

就，如新理论、新观点、新发明、新方法、新技术、新进展等等。因为是新，所以时间跨

度短，但却引起国际、国内同行关注，纷纷从事这方面研究，发表了许多论文，如能及时

加以整理，写成综述向同行报道，就能起到借鉴、启示和指导的作用。 

(3)纵横结合式写法在同一篇综述中，同时采用纵式与横式写法。例如，写历史背景采用纵

式写法，写目前状况采用横式写法。通过纵、横描述，才能广泛地综合文献资料，全面系

统地认识某一专题及其发展方向，作出比较可靠的趋向预测，为新的研究工作选择突破口

或提供参考依据。无论是纵式、横式或是纵横结合式写法，都要求做到： 

一要全面系统地搜集资料，客观公正地如实反映;二要分析透彻，综合恰当;三要层次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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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理清楚;四要语言简练，详略得当。 

 

总结 是结综述正文部分作扼要的总结，作者应对各种观点进行综合评价，提出自己的看法，

指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发展的方向和展望。内容单纯的综述也可不写小结。 

 

参考文献 是综述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参考文献的多少可体现作者阅读文献的广度和深度。

对综述类论文参考文献的数量不同杂志有不同的要求，一般以 30 条以内为宜，以最近 3-5

年内的最新文献为主。 

 

数据库 

一、您还在为看英文文献发愁吗？外文生物医学信息检索平台为您

解决您的后顾之忧。 

步骤： 

1、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官网进入图书馆 

 

2、点击西文生物医学 

 

3、用自己的手机注册，然后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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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外文生物医学进入 

 

 

5、点击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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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点击 PDF 翻译 

 
7、依次点击选择文件（切记一定是 PDF 形式的） – 上传 – 开始翻译，可以中英互译。（这

个过程速度较慢，请耐心） 

 

 

二、国外相关期刊投稿指南 

步骤： 

1、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官网进入图书馆（红色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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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西文生物医学（红色箭头） 

 

 

3、用自己的手机注册，然后登录 

 

4、点击外文生物医学进入（红色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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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击期刊导航（红色箭头） 

 

 

6、选择你要投稿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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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以 LANCET 为例（第一个红色箭头处可见投稿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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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投稿指南这页你可以看到该杂志的相关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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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自然基金申报若干事项 

一、NSFC 选题和思路、题目、基本信息、关键词、中英文摘要、参

与人员、预算、报告正文、立项依据、研究内容、研究目标、拟解

决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方案、技术路线图、可行性分析、年度研

究计划、预期研究结果、研究基础、工作条件、正在承担的与本项

目相关的科研项目情况、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情况、个人简

历、附件信息、签字盖章页。 

(一)对 NSFC的认识 

NSFC 看的是研究基础和实力，我们经常说，一份申请书是否中标，1/3 看研究基础和文章

情况，1/3 看标书思路和撰写，1/3 看运气！当然，运气是来自申请人的实力和标书质量，

不是想碰就可以的！ 

(二)NSFC选题和思路 

NSFC 要依靠自己的研究基础，太新、太前卫而没有基础的项目，很难拿到资助。因此，撰

写前，一定要总结自己的研究基础和文章，然后再下手准备。 

(三)题目 

对于题目的撰写，我们已经说过很多了，如果自己不会写，可以借鉴之前已有的资助项目，

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一定不要出现错别字。 

(四)基本信息 

这个内容，主要是申请人自己在系统中填写后，系统生成的，大家一定要再审核一下是否

正确。 

(五)关键词 

对于关键词，尤其是英文的关键词，大家一定要用专业术语，不可以百度或 google 翻译。 

(六)中英文摘要 

对于中英文摘要的撰写，如果自己不会写，可以借鉴之前已有的资助项目，看看别人是怎

么写的。还是要一定注意：不要出现错别字。对于英文摘要，一定切记，不可以百度或 google

翻译后直接粘贴，一定要修改。尽量不要工具翻译。 

(七)参与人员 

对于参与人员，其他我们不做过多说明，我们在全攻略中有篇文章，专门介绍参与人员的

组成问题，甚至有已资助项目的参与人员组成比例。一定要记得，高级职称不要过多，中

级要有，研究生要有。 

(八)预算 

最新的行情是，青年项目的直接经费在 20 万左右，面上项目的直接经费在 50-60 万左右。 

另外一个，一定要注意，现在已经不需要申请人写的条目：管理费，一定不要写了。还有，

劳务费，原则上已经不设比例，但大家不要任意写。 

大家一定要注意看 2018 年 NSFC指南的“预算编报须知”部分，切记！ 

(九)报告正文 

很多人会问，这个不就是下面的立项依据等部分吗？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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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立项依据 

这一部分是很关键的，关系到项目是否可以获得资助。对于字数，大家记得，一般情况不

含参考文献，我们写二三页即可，不要写五六页。 

对于这一部分，很多人问我们，有没有模板？有没有已经资助项目的参考？这里，我们建

议，还是自己按照自己的逻辑写好即可，你自己的，才是你自己的。英语作文的万能模板，

是好用不错，但是往往没有高分。 

如何立项？一定要结合到自己已有的研究上来！当然，在这里不要大篇幅的来介绍自己的

工作，一两句话或者一小段即可。后面的工作基础部分，可以详述。 

立项依据的逻辑性，一定要好，要由文献到自己的假说。达到顺理成章的程度最佳。 

对于参考文献，有 CNS 的话是好，但一定不要生搬硬套。 

(十一)研究内容 

这一部分要简写，就是要把自己想做什么写出来即可。与研究目标相呼应。一定不要长篇

大论写太多。 

(十二)研究目标 

这一部分也要简写，与研究内容相呼应。就是要把自己想达到的目标写写而已。 

(十三)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什么是关键科学问题？简单一点就是你在立项依据中提出的科学假说。那就需要你把这个

问题解释一下就好了。 

文笔不用太多，一两段话就可以了。一个项目的科学问题，最好一个主线，不要分散着来

几个。这个是不行的。 

(十四)研究方案 

这一部分，需要详述，但是也不要像硕士博士毕业论文那样，不需要把某个实验的细节都

仔仔细细写的一字不漏。方案就是方案，不是实验流程，也不是技术的累积。当然，也离

不开这些。 

(十五)技术路线图 

一定要有，一定要有，一定要有，不要问为什么。图怎么画？不需要一定很高大上，只要

能把你的思路表述清晰就可以了，当然也不能太简单。 

(十六)可行性分析 

可行性，其实最好写：理论上可行、技术上可行、科研条件可行、人员组成搭配合理没问

题，就差不多了。也不用写很多很多，一页纸也就差不多吧。一般我们都是半页左右。 

(十七)年度研究计划 

这一部分，一定要记住，写出来。按照一年或半年一个节点进行写，用表也行。内容呢，

主要是把你上面说的研究内容分部分简单描述一下，同时写上参加的会议等。 

(十八)预期研究结果 

这一部分，我们建议一定要与年度研究计划分开写，独立一个小部分来写，这样评委一看

就知道。主要是以研究目标的预期情况为主，同时加以发表文章和专利(专利不一定要有)，

培养的研究生等。 

(十九)研究基础 

这里，是你描述自己已有成绩的部分。与课题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包括文章、专利等，

都要写出来，每篇文章、专利，最好选一两张代表图，再加简单描述一下。 

预实验，也得有。正如专家所讲，一定要恰当：不要写的太多，以免评委会说已经完成的

差不多了，建议不予资助。那就麻烦了。 

(二十)工作条件 

这里就是描述你单位科研条件，大家可以借鉴自己单位的，稍作修改即可。 

如果实在条件不足，找一个好的大学或研究所，合作就可以了。 

(二十一)正在承担的与本项目相关的科研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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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一定要据实填写，没有太重要的内容。 

(二十二)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情况 

这个是指申请人上一个结题的项目，没有就写：无。若有，一定要写出成果(主要是文章和

专利)来，不然影响评委的判断。 

(二十三)个人简历 

现在，基金委把简历都模块化了，大家一定要按照模板写。一定要据实填写。一定不要把

文章的作者顺序，以及第一/通讯作者遗漏等。 

(二十一)附件信息 

这里主要是申请人已发表的不多于 5篇的文章，伦理等其他需要上传的材料。 

(二十四)签字盖章页 

签字，一定不要遗漏，也不要一个人同时签几个人的。这个一定要注意。如果有合作单位

的，合作单位的章，一定要盖对。 

 

二、为提高申请书的表达质量，特提出以下 5 个方面的建议： 

1、研究背景介绍要重点介绍近几年国内外学术研究进展，不宜像博士生毕业论文背景介绍

将几十年的文献系统地介绍； 

研究背景要重点介绍近几年国内外研究进展。经常看到部分申请书，一开始就在立项依据

部分引经据典，从几十年以前的参考文献开始着手介绍，然后，娓娓道来把这些年的文献

几乎全部介绍一遍。特别是一些青年基金申请书，在研究背景介绍中，有不少项目申请人

只是简单地拷贝博士论文中的文献综述部分。让人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工作已经研究了好几

十年了，课题的创新性可能严重不足。通常情况下，申请书中要尽可能地详细介绍近年的

国内外研究进展(通常情况不要少于 20 篇，也不要多于 40 篇)，特别是近五年的国内外研

究进展，以突出申请人提出的课题是较为前沿和热点的研究问题。。 

2、研究内容部分撰写要言之有物，不宜将教科书中内容大篇幅搬到申请书中，不宜撰写的

内容只有“小同行”懂； 

每一份项目申请书，都需要通过同行评审专家的评审。因此，申请人撰写的研究内容不能

过于基础化，将教科书里面的内容搬到基金申请书中，也不能够只有自己能够看得懂，或

者只有“小同行”专家能看懂。因为，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中，更多的时候是“大同

行”专家评审。笔者曾在写完一份申请书后请一位院士帮助把关。该院士对申请书中常出

现的一个专有名词“尺度效应”提出了非常强烈的修改建议。他指出，在申请书中，如果

只是简单地提及“尺度效应”，对“大同行”而言，可能未必了解该项研究的深度与价值。

因此，建议申请人在写申请书时对于某些专业词汇，必须要详细的描述，而不能让评审专

家看完之后觉得空洞无物。另外，还有不少人认为篇幅长的基金申请书更容易获得资助，

其实不然。一份基金申请书能否获得资助，关键是看研究内容是否具有创新性，是否让评

审专家觉得言之有物，至于申请书的篇幅，没有过多关系。笔者前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申请书，研究内容部分只写了 12 页，也获得了资助。 

3、研究可行性介绍要重点介绍申请人前期相关研究基础，证明自己是最适合负责该课题的

人； 

任何一项研究设想，都不可能是申请人凭空编造出来的。因此，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

书评审过程中，评审人一旦认为申请人没有前期的研究基础，就会质疑该研究内容和方案

的可行性。一旦评审专家有了这样的想法，这份申请书就是一份失败的申请书。笔者曾评

审过一些申请材料，发现有部分申请人对可行性分析的部分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更有

甚者，只是简单地把申请人所在单位的所有硬件设施列举出来，如有多少台电子显微镜，

有多少种制造设备等。但现实情况是现在国内大学的硬件设施都很完备，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评比不只是简单设备评比，而是比较研究内容的创新性和研究内容的可行性。因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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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分析部分，申请人需要重点介绍曾经做过的哪些相关的前期工作，证明自己是项目

的最佳实施者，证明这项工作如果获得资助一定会很好地执行完成。 

4、研究基础应该重点介绍与该课题研究方向相关的学术成果，不宜笼统地把所有论文都列

上；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过程中，评审专家一般都会了解申请人研究基础如何，如果申请

人前期学术基础扎实，毋容置疑会给评审专家一个非常好的第一印象。然而，笔者在评审

基金申请书的时候，也曾经见到过一些特别的案例。有一份申请书，乍看时印象良好，基

金申请书题目比较吸引人。同时，研究基础中列出的学术论文也比较多。然而，经仔细阅

读申请书发现申请人列出的学术论文几乎都是关于 A 事物的研究，而该申请研究内容却是

关于 B 事物，同时 A 和 B 几乎没有任何关联。因而，最终没有推荐这份申请书。如果一个

申请人同时开展多个研究方向的工作，在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时候，完全可以只列出

与申请书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以及其它方向的代表性论文。 

5、申请书中应避免语言、格式错误。 

在撰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过程中，可能偶尔的小错误很难避免。然而，对于申请人

而言，必须反复修改申请书，将中各种错误降低到最低程度。因为，申请书可以看出一个

人对科学研究的态度，更能够看出一个研究人员的学术素养。如果申请书中到处存在各种

类型的小错误，那么申请人也可能是一个科研不严谨的人。几个典型的案例如下：第一个

案例，申请书中申请人列举了将近 30条参考文献，然而这些参考文献在正文部分没有一个

被引用，使得这些参考文献在立项依据部分显得毫无意义；第二个案例，申请人项目团队

中有科研实力很强的合作者，然而在合作者介绍部分，研究成果只是列举出合作者 10年以

前的学术论文，而没有近几年最新的研究成果。第三个案例，申请人在项目申请人介绍部

分，没有列出学术论文或者其他学术成果。 

最后，对于项目申请人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要在日常工作中重视自己的学术积累，多发表

一些高水平的学术成果。通过不断的学术研究和积累来强化研究基础，以期更易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依据的任务、目的、功能及其构成要素 

构成“立项依据”要素有这几个方面：科学问题、研究假说、预实验、研究思路和文献。 

1、申请者要有凝练的科学问题 

是否有凝练的科学问题是项目能否获得资助的重要因素。在这一部分，申请者要紧紧围绕

要研究的科学问题，以说明这个科学问题是必须突破而尚没有解决的瓶颈问题为论证的主

线，结合他人和自己在该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展开综合性地分析和论证。在这个过程中自

然而然地体现出创新性和研究价值。申请者对科学问题的凝练程度取决于其对项目选题的

理解程度，同时也是项目能否获得资助的重要因素。 

阐述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时，应包含以下内容： 

(1)哪些同行在研究，具体研究什么，研究进展怎样？ 

(2)存在什么问题或不足？有哪些尚未解决？ 

(3)申请者本人研究得怎么样？在前期工作中发现了什么，或对哪个科学问题有什么特殊的

想法？ 

(4)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综合分析与评述，透过现象看本质，凝练出本课题的关键科

学问题。 

2、申请者要有清晰而科学的解决科学问题的“研究假说” 

科学的“研究假说”是项目的灵魂，一份成功的申请书就在于有明确的、新颖的、吸引人

的、科学的“研究假说”。在“立项依据”部分，申请者要紧紧围绕要研究的科学问题，

引述文献中蛛丝马迹的证据，结合申请者前期工作基础的提示，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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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或新的方法和技术，即本课题的“研究假说”。并充分论证采用“研究假说”(包含新

思路、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新手段等)可以更科学、更准确地解决相应科学问题的理

论基础和实验依据，充分说明选择特定“研究假说”的理由。在这个论证过程中自然而然

地体现出“研究假说”的创新性、可行性和研究价值。 

3、与拟申请研究内容有关的预实验结果 

1）预实验结果预示着尚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也是打动评审专家的重

要因素。申请者能提供的深刻而扎实的预实验结果，可体现出项目的可行性，可让评议专

家相信进一步研究下去能得到重要的发现，能解决科学问题，能实现预期研究目标。 

2）预实验结果是申请者提出科学问题的关键。同样的预实验结果可能在不同的申请者中提

出不同的科学问题，因此评议专家乐于看到申请者基于预实验结果是如何思考的，乐于知

道到申请者能否据此提出正确的科学问题 (江虎军，2005年)。 

3）预实验结果是申请者提出研究假说的关键性基础。绝大多数申请项目都有一定的预实验

数据，问题的关键在于申请者能否对这些数据给予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并提出科学的研究

假说，这样才利于评议专家给予准确的评议，才使自己处于优势地位(江虎军，2005 年)。 

4）不一样的预实验结果必定能得到不一样的评议结果。提供的预实验数据的质量和多少直

接反映出申请者所陈述的项目故事是否生动、完整。预实验数据质量不佳的项目表现为肤

浅，缺少应有的逻辑性，不会给评议专家留下深刻印象。因此申请者在申请之前应注意多

积累与课题相关的高质量数据。 

预实验结果在后面的“研究基础”中要展示出具体的实验数据、图表，在立项依据中要论

述预实验的来龙去脉，你是如何思考的，并在预实验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  

4、申请者提供验证“研究假说”的研究思路 

不要以为“研究方案”部分有详细的研究思路，不必在“立项依据”部分谈自己的研究框

架。没有提出研究思路的“立项依据”是不完整的，在“立项依据”部分中的研究思路是

要陈述申请者解决科学问题和验证研究假说的研究线路框架，充分的展示与说明核心研究

内容，体现出申请者对如何解决科学问题的一个致密的思考过程。从这些研究框架中，可

以看出申请者对研究模式和研究策略的把握程度，这也是评议专家关注的一个重点。 

5、充分而恰当的文献 

文献是论证科学家问题和研究假说的重要依据，科学、合理使用文献资源是项目申请书撰

写成功的基础和关键，也是立项依据的重要组成部分。 

立项依据实际上是一篇小综述，要对现状、问题和进展作出分析，明确哪些问题已经解决，

哪些问题没有解决，还存在什么问题，本课题拟采用什么办法解决什么问题。要把这些问

题论述得有理有据，就需要申请者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详实而深入的文献调研，要对

相关文献有充分而深入的把握。 

6、同时要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如何   

作为基础研究要结合科学研究发展趋势来论述科学意义；作为应用研究要结合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科学和技术问题来论述其应用前景。也就是陈述拟开展的

工作将会有的相应产出以及对你所在的研究领域发展的潜在影响。也就说，如果完成这个

项目研究，能解决什么科学问题？具有什么科学意义与学术价值？对科技、经济、社会发

展有什么重要意义和影响？有什么样的应用前景？ 

简单说来，立项依据的根本目的就是在千方百计地把拟开展的研究和要探索的科学问题、

思路等方面的道理清晰、层次分明、逻辑严密地展现在来后，使审稿人明确课题的科学问

题、研究假说、研究思路及科学意义，并赞同选题的创新性、科学性、可行性和重要性。 

 

四、立项依据撰写的注意事项 

立项依据是项目申请书最关键的部分，是本项目的科学依据与理论基础，是科学问题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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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假说的立论依据，约有 80%以上的未获资助的项目都是由于立项依据不充分所致。 

立项依据充分是立项依据最核心的质量要求。这部分内容的书写不仅要使自己明白要点所

在，重要的是要让评审专家看后觉得立题依据充分、真实、可信，评审者一看便知该课题

的选题理由和创新点，以及该课题的研究目标及其重要性。由此可知，在撰写立项依据时

要保证立项目的要明确，申请理由要充分，要达到这一要求，在撰写立项依据时，要注意

以下事项。 

1、充分而准确地分析研究动态： 

注意直接相关研究动态的充分占有和展现，有针对性地综合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而不是

简单地堆砌和罗列文献。既要介绍国外的动态，又要介绍国内研究的情况，更要将自己的

研究基础融入其中。综合国内外同行已有研究成果的同时提出存在的科学问题与自己的思

考。 

避免只强调国外现状而忽视国内，这就让人感觉他对要研究的领域不够了解。尊重他人，

对别人的研究工作要客观评价，不要过分褒贬，切忌文人相轻，应客观评述别人的工作，

要钻研和理解透彻别人的工作，真正理解他人的工作实质究竟是什么，不要不求甚解；自

己的观点也不要绝对化。 

2、论证过程要围绕科学问题展开并贯穿始终： 

以科学问题为主线，通过对研究动态翔实有力的分析，论证清楚自己关注的科学问题和研

究假说及其新颖之处，唯此才能使论证令人信服和有说服力。 

立项依据的撰写应该注意，不要把它写成对于领域的学术价值和重要性的论证，或者是国

内外同行工作历史和现状的简单罗列，而是应该以自己提出的科学问题和研究假说为主线

展开论述。 

3、立项依据就像讲故事，最好能引人入胜： 

不能简单地进行文献综述，也不能将基础知识与理论长篇大论(同行评议专家基本上是小同

行，不需要去给他们普及基础性科学知识)。立项依据写得既不要太专业，但又要把关键问

题交代清楚，使管理者和评审专家对研究内容感兴趣。 

对国内外学术现状、存在的鲜为人知的学术问题，要有一定的科普知识介绍，以便评审专

家对此课题有所了解，从而做出客观、准确的判断。 

4、避免“三段体”式的论证： 

申请者千万不要将申请书写成“研究工作很有意义→国际上的大致研究状况→没人报道或

研究→所以要研究它”形式，这样的项目缺少深度。 

5、研究意义阐述要恰当： 

避免笼统地谈研究意义和价值，领域前沿也罢、领域热点也罢，都不代表项目的具体研究

价值。要注意从广阔的学术视野和较高的视角去描述该研究工作的科学意义，应着重指出

工作中显著的、富有创新性或独特性的科学意义。但不能为了自己的主观需要刻意夸大科

学意义，也不要谈与研究主体不相关的问题。 

切忌重要意义论述不够，要具体指出在某方面的科学意义，项目的研究价值应该是申请者

自己提出的另辟蹊径的研究假说，是一个重大科学问题的关键环节，或是某个前沿的突破

点，也可以是为该研究方向的科学进步积累重要的资料和数据。 

6、 引用新的重要的参考文献： 

引用恰当的参考文献，国内外关键性的研究工作都应有所体现，要注意选择最新的、本领

域重要的、权威的文献。国内外文献的比例应适当，国内主要课题组的工作必须提及，要

有一定量的自己的文献。不必列举一大堆的文献，也不宜过少，文献总量控制在 20-30篇，

要符合书写科技论文的格式要求。 

7、恰到好处地应用小标题或其他重点提示标记： 

撰写立项依据时，最好将它分割成几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几个部分，每个部分分别

用上一个小标题，以起到提示和理顺内在的逻辑关系的作用，同时可以减轻评审者的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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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惫，使之相对快速地理解您的意图。 

但要避免“为写标题而写标题”。写小标题的主要意图就是要让评审者在不仔细阅读全文的

基础上也能较准确地把握你的思想，通过小标题把评审者的思维牵引到您的思维脉络中，

而不应当让他的思维发散甚至引入相反的一面。 

有时为了让评审者迅速知道您认为重要的部分，你还可以用各种重点提示标记，但切忌满

篇都是重点提示标记，这样适得其反。 

8、然而，不一定要按照条目逐一来写，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写。一般情况，我们在写立项

依据时，要基本上包括以上内容。这时，就要看大家的语文水平了，论述语文水平在 NSFC

撰写中的重要性。 

NSFC 虽然对立项依据的科学性、创新性要求不低，但同时语文水平不高，写出来的立项依

据也就大打折扣！立项依据，尤其讲究承上启下、逻辑性，所以这个问题，还请各位申请

人多注意。 

最后呢，就到了立项依据的关键部分：段落的安排怎样写才行呢？我们目前关注的主要是

医学部项目，因此我们从医学部的来解释一下。 

（1）需要讲明白要研究的疾病以及此疾病在国内外的情况，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副作用：比如，AD/PD/Stroke 给社会以及家庭带来的负担等等。。。因此，了解 AD/PD/Stroke

等疾病的发病机制，对预防和诊治都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意义。(仅仅是举例) 

（2）、在上述基础上，进行“发病过程，或预防，或诊治”的机制分析，引用文献来证明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最后指出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部分。 

最好是结合自己已有的研究，加上第二部分介绍的现状，提出自己的科学假说。然后再通

过设计方案来验证自己提出的假说，证明其有效。 

上面也说了，科学假说的提出，要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那么是否需要自

己的研究基础呢？我们认为是需要的。如果你在此方向上，没有任何相关的基础，那么提

出来的科学假说，又怎能让大家，尤其是专家信服呢？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因此，我们建议：立项依据以及其中的科学假说，一定要从自己的研究基础出发，而不是

追热点！只有从自己的研究基础出发，得到的才是自己的。 

 

五、在 NSFC 医学部项目，对申请人和项目组成员的研究能力都有所

要求。不能忽视项目组成员！尽管青年项目最看重的是申请人能力，

但项目组成员也不能凑数。 

NSFC 医学部项目的申请，项目组的组成，一直是各位医生朋友头疼的事情，为何呢？因为

大家都在申请，高级职称难找，而非高级职称的，科研能力不是很高。在此，我们将分析

一下各种情况： 

1、申请人和两三个项目组成员能力都不错：这种情况是最好的。当然，不管是青年项目、

面上项目，还是地区项目，在高级职称人员的入组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旦对方限项，

你又不知道，那么。。。)。当然有一两个高级职称还是可以的。 

对于青年项目，其实没有高级职称的也是没有问题的，毕竟青年项目看中的是申请人主持

项目的能力，不是靠别人指导(这个问题，我们解说国自然之前也曾经提及过)。 

2、申请人能力特别好：这种情况，项目组成员的能力，只要有相关的研究经历就可以，实

在没有实力特别好的组员，也是可以的。 

3、申请人能力一般，项目组成员能力不错：其实，依我们十几年来对 NSFC 的理解，申请

人才是最重要的，项目组成员是提升综合实力的看点。因此，本条中所说的组成，项目获

得资助的难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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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人和项目组成员能力都一般：虽然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种组成，但是有时实在没有

办法，能用的资源都用上了。这种情况，希望各位申请人有心理准备。 

5、申请人和项目组成员一点基础都没有：这种情况，建议各位医生朋友们先提升一下实力，

然后再来申请 NSFC。NSFC项目，不是有想法就可以，研究基础和实力是不可缺少的。 

 

六、预算编制，对 NSFC 来说，很重要：按照 2018 年指南规定，每

个项目，都有资助总金额的限制。 

青年项目：2017年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直接费用平均资助强度为 22.84万元/项，其中

医学部为 20 万左右。2018 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直接费用平均资助强度约为 25 万元/项。

请按照研究工作需要，实事求是地提出申请。 

面上项目：2017 年度面上项目直接费用平均资助强度 58.92万元/项。2018 年度将与 2017

年度基本持平。其中，医学部 2018 年度面上项目直接费用平均资助强度约为 60 万元/项，

与 2017 年度基本持平。 

地区项目：2017 年度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直接费用平均资助强度为 36.30 万元/项( 其

中，医学部为 33.85 万元/项)。2018年，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直接费用平均资助强度约为 40

万元/项，请参考相关科学部的直接费用资助强度，实事求是地提出申请。其中，医学部 2018 

年资助强度约与上一年度持平。 

那么，我们根据上述描述，可以看到，医学部青年项目，2018 年的直接经费资助强度，应

该不会高于 25 万元/项(2017 年全国是 22.84 万元/项，其中医学部为 20 万左右)。据我们

估计，医学部大约为 23万元左右。当然这是资助强度，那么我们申请时，可以写多少呢？

按照我们的习惯，医学部青年项目，申请时直接经费我们可以写 25~30 万/项(仅仅是我们

的习惯)。 

对于医学部面上项目，申请时直接经费我们可以写 60~80万/项(仅仅是我们的习惯)。而医

学部地区项目呢，申请时直接经费我们可以写 40~50万/项(仅仅是我们的习惯)。 

预算科目中介绍：NSFC 项目资金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其中， 项目申请人只编报直

接费用预算； 间接费用按依托单位单独核定(也就是说申请人在申请时，不用管间接经费)。 

1. 设备费：建议尽量不出现设备费。 

2. 材料费：这一部分，对生命学部和医学部来说，是重要部分，因为 50~60%的经费，都是

材料费(有测序、流调等费用的项目例外)。 

3. 测试化验加工费：这一部分的费用，NSFC 已经写明了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支付给外单

位（包括依托单位内部独立经济核算单位）的检验、测试、化验及加工等费用。 

若项目包括测序等费用，那么这一部分费用还是比例不低的。当然，即便有测序，也不能

太多。假如一个青年项目，测序就十几万，肯定不太合适。 

4. 燃料动力费：这一部分，可以没有，也可以有一部分，大家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即可。对

预算的整体影响，关系不大。 

5. 差旅/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费：这一部分比较难。有的项目需要国际交流，而一旦有国

际交流费，则费用通常会超过直接经费的 10%。按照 NSFC 规定，超过直接经费的 10%，需

要提供预算测算依据。 

6.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这一部分相对简单一些，主要是文章发表的费

用等。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即可。 

7. 劳务费：有的申请人希望多写一些，而有的却希望少写一点。尽管现在，NSFC对此没有

比例上的限制，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写太多。我们建议一般不超过 30%。当然，如果是

有特殊需要的，则按照具体情况来填写。 

8. 专家咨询费：这一部分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一般也不需要太多。具体多少，自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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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己的情况填写。 

9. 其他支出：我们一般不写。当然医学部和生命学部之外的其他学科，我们不太清楚行情。 

 

 

七、我们今天的数据(数据来自 http://www.nsfc.gov.cn/官网)，是

来自 NSFC 历年的资助项目。已经获得资助的项目组成员的组成及比

例，应该还是有说服力的。在本文中，我们做了部分数据整理。 

项目组成员，到底怎样搭配才合适？这里，我们看一下，2015 年、2016 和 2017 年的资助

项目中，项目组成员的比例情况，希望对大家的 2018年申请有所帮助。 

首先，看一下青年项目：2015年，高级职称为 13.56%，中级 31.11%，初级 7.05%，硕士生

29.15%，博士生 16.69%，博士后 2.44%；2016年和 2017年的比例，也差不很多，尽管有细

微变化。因此，我们总结一下，可以是 0~1 个高级(一定要注意是否限项；当然，我们认为

高级职称的，有或者没有，都可以)，2~3 个中级，1个初级，2~3个硕士生，0~2个博士生

就可以了。这样，总共大约是 6~10人(2017 年总共资助 17523 个青年项目，这样平均而言，

就是 112153/17523=6.40 个项目组成员)。 

因此，我们提醒大家注意：青年项目中的组员，高级职称人员，也可以没有，这个大家可

以计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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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面上项目：2015 年，高级职称为 23.13%，中级 17.56%，初级 4.15%，硕士生 30.28%，

博士生 23.14%，博士后 1.74%；2016 年和 2017 年的比例，也差不很多，尽管有细微变化。

因此，我们总结一下，可以是 1~3 个高级(一定要注意是否限项)，1~3 个中级，1 个初级，

2~3个硕士生，1~2个博士生就可以了。这样，总共大约也是 6~10 人(2017年总共资助 18136

个面上项目，这样平均而言，就是 149492/11836=8.24 个项目组成员；2017 年面上项目中

高级职称的组员，平均是 1.86个/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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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地区项目：2015 年，高级职称为 28.07%，中级 27.50%，初级 6.74%，硕士生 32.46%，

博士生 4.93%，博士后 0.29%；2016 年和 2017 年的比例，也差不很多，尽管有细微变化。

因此，我们总结一下，可以是 1~3 个高级(一定要注意是否限项)，2~3 个中级，1 个初级，

2~3个硕士生，1~2 个博士生就可以了。这样，总共大约也是 7~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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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定要注意，以上比例并不是完全都按照上述情况分配才行，只要人员安排合理一

些，都是可以的。 

 

八、经常有医生朋友问：老师，我有五篇基础的 SCI，申请国自然(NSFC)

够不够，有希望吗？ 

这个问题，其实也比较容易回答，不过要分几种情况，我们逐一列出： 

第一、这五篇基础的文章，都是一作/通讯，同时与申请书内容直接相关，那么毫无疑问，

在此基础上申请的国自然，命中的概率是很高的，当然还有个前提就是好好撰写申请书。 

第二、这五篇基础的文章，都是挂名的，既不是一作也不是通讯作者，那么用来作 NSFC的

研究基础，就明显不足了。 

第三、这五篇基础的文章，虽然都是一作/通讯，但五篇文章都与申请书的研究内容差距较

大(比如，一个神经内科的主任，有五篇一作/通讯，五篇文章分别是 AD、PD、ALS、Stroke、

脑瘤方面，申请书却是癫痫方面，他们在临床上对癫痫有个新的发现)，显然这种情况用来

申请 NSFC，其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第四~第六、这几种情况，分别是上述一二三的组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能说行还是不行。 

看到这里，我们提醒各位医生朋友，一定要记得，申请 NSFC 是需要基础一作/通讯的 SCI，

也需要 SCI与申请内容相关，不然申请的难度很大。 

正如，前几天一个医生朋友说：我已经申请了三次 NSFC了，结果发现别人能中，我一直中

不了，感觉太黑了。经过我仔细一问，这位朋友却属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二第三种情况。这

时，多次申请不中，也就容易理解了。 

没有研究基础，总不能无根无据，评委判断的一切标准也都是 SCI和研究基础。 

PS：这里我们说的五篇，不是绝对数量，仅仅是一个比方。通常，青年项目至少得有一篇

像模像样的 SCI，面上项目怎么也得有三篇及以上的 SCI，这样才能有希望。至于具体的 SCI

分值有没有影响，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总体的感觉是，现在的要求越来越高：十年前，1 篇 1 分一作的基础 SCI，好好写申请书，

命中青年项目几乎没有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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