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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出版概况

 120种期刊

 62种ISI收录

 2010年以后新期刊23种

 所有文章均有CrossRef的DOI链接

 可在线提交论文



期刊质量

学科 期刊数量 ISI收录
物理 29 种 15 种
数学 33 种 23 种
非线性科学 5 种 5 种
化学 8 种 3 种
材料科学 12 种 5 种
计算机科学 26 种 14 种
工程学 28种 13 种
医学与生命科学 16 种 8种



搜索我们所有的图
书、期刊和电子书。

The new World Scientific platform was launched in July 2012. The main aim 
was to integrate over 5,000 e-book titles and 120 journals onto one single 
platform.

>> All our E-Books and journals are in PDF format and accessible through www.worldscientific.com

World Scientific Platform使用指南



>> Our journals are archived in Portico ensuring the contents are preserved and accessible in the long term

World Scientific Platform

当你搜索Chapters/Articles，搜索结
果包括了相关的PDF格式的全文下载
内容。

选择 Journals 则搜索结果仅限于期刊
中包含了搜索关键字的内容。

如果您是在找图书内容，
请选择 Book Titles。



>> Check out the Advanced Search for even more search options

Select and highlights 
the text for easy 
copying and pasting

搜索范围会根据所在的
页面自动改变。

World Scientific Platform

您可以看到期刊更新的提
醒。

Online Ready 表示电子版
已经先于纸质版期刊上线
可供阅读。



>> There are also options to filter your search via publication date, subject and more

World Scientific Platform

搜索后您可以保存您的搜
索结果并且订制期刊更新
的提醒。

您可以实现图书和期刊
在搜索结果中的切换。



拥有该图标显示该
文章可以全文下载。

可检索的PDF格式文章
能够让您方便地找到想
要的内容。

可以方便地选择和粘贴
文章内容。

进入PDF 格式文章
内容。

World Scientific Platform

>> Our IP-linked system detects the titles a library has purchased and automatically 
enables access



期刊投稿的策略与要点



也综合以下三个不同領域期刋总编辑及处
理编辑的经验及意见

IJNS
IF = 6.507
Rejection Rate: 50%

IJMPD
IF = 1.741
Rejection Rate: 60%

M3AS
IF = 3.094
Rejection Rate: 89%

期刊投稿的策略与要点



 投稿基本规则
 不能提交剽窃的材料。若被发現，作者会被列入黑名
单 (IJNS, IJMPD)

 不能同時提交到不同期刊。若被发現，作者也会被列
入黑名单 (IJNS)

 博士生最好有他们的指導教授或其他资深教授作为共
同作者 (IJNS)

 若文章因質量被拒绝，短時間内，避免重复提交文章
到同一期刊 (M3AS)

期刊投稿的策略与要点



 期刋选择
 确保文章提交到适当期刊

 很多文章被拒绝是因为超出期刊目的和范围 (Aim 
and Scope)
 例如在M3AS ，從中国提交的文章占了40% 是這
个原因被拒绝

 除了参考期刊目的和范围，最重要是要参考其他已

出版的文章的内容与作者 (M3AS)

 若因为超出范围被拒绝，可以求教编辑提交到其它

期刊

期刊投稿的策略与要点



 若以开放获取发表，期刋选择的考量

 完全型开放获取期刊一般被收录门槛比较低

 一般文章处理费用 (APC) 会与期刊名气成正比
 Nature Communication – US$5,200 (IF = 11.47)
 PLUS ONE – US$1,495 (IF = 3.234)

 若质量相约，混合型开放获取期刊 APC比较高
 正当程序: 是文章被接納後才提供开放获取选项，
确保文章质量一致

 參考掠夺性出版商与期刊名单
 Beall’s list at https://scholarlyoa.com/2016/01/05/bealls-

list-of-predatory-publishers-2016/ 

期刊投稿的策略与要点



 务必遵守期刊的投稿指南
 对于那些大批量，快速周转期刊，
由于文章不遵守投稿要求，文章可
能被处理编辑马上拒绝了

期刊投稿的策略与要点



 准备手稿时参考有关著作
Science Research 
Writing for Non-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By Hilary Glasman-Deal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UK)

http://dx.doi.org/10.11
42/p605

Scientific Writing 2.0: A 
Reader and Writer’s 
Guide

By Jean-Luc Lebrun
(Trainer of Researchers 
and Scientists from 
A*STAR Research 
Institutes, Singapore)

http://dx.doi.org/10.11
42/p605

期刊投稿的策略与要点

http://dx.doi.org/10.1142/p605
http://dx.doi.org/10.1142/p605
http://dx.doi.org/10.1142/p605
http://dx.doi.org/10.1142/p605


 求助出版服务中心
 Editage 意得辑

 http://www.editage.cn

 Edanz 理文编辑
 https://www.liwenbianji.cn

期刊投稿的策略与要点

http://www.editage.cn/
https://www.liwenbianji.cn/


 其它要点
 注册获取ORCID (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

来与其他研究者区别开来 (http://orcid.org)

期刊投稿的策略与要点

http://orcid.org)/


 其它要点
 征求同行的意见

 为了简化文章提交与评审过程，出版社采用各

种自动化设备，过滤掉有问题的文章。例如利

用 Crossref Similarity Check 滤掉自我剽窃论文

。因此，准备手稿的时候，要避免不小心犯错

。如果有需要可以利用iThenticate 來检查

期刊投稿的策略与要点

http://www.crossref.org/crosscheck/crosscheck_for_researchers.html
http://www.ithenticate.com/


谢谢！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使用指南
	期刊出版概况
	期刊质量
	幻灯片编号 4
	幻灯片编号 5
	幻灯片编号 6
	幻灯片编号 7
	幻灯片编号 8
	期刊投稿的策略与要点 
	幻灯片编号 10
	幻灯片编号 11
	幻灯片编号 12
	幻灯片编号 13
	幻灯片编号 14
	幻灯片编号 15
	幻灯片编号 16
	幻灯片编号 17
	幻灯片编号 18
	幻灯片编号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