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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生SCI论文写作一些技巧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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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向医学研究生介绍 SCI（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论文写

作投稿过程的一些套路和技巧，以增加其论文命中率。方法 分别从文

章命题、常见的学术不端行为、以及文章的架构布局等多个方面，阐

述 SCI 论文写作中的注意事项及技巧。结果 论文选题的新颖性和可持

续性对文章发表至关重要。坚决抵制造假及剽窃，文章“灌水”和一

稿两投等学术不端行为。写作或投稿前，仔细阅读杂志稿约，做到论

文结构规范，布局合理。结论 规范顺畅、准确恰当的语言表达，能使

审稿人和读者迅速理解文章的主旨，利于文章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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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troduce some routines and techniques of 
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 (SCI) papers writing to the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so as to increase their hit rate. Methods The basic principles 
in the publication of SCI papers were explored based on reviewing the 
current literature and recent medical education proceedings, as well 
as our experiences in this area. Results Some tips were proposed for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which may be conducive to the prepar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ir manuscripts. Novelty and sustainability were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a paper with high quality. Ethical principles, such 
as being away from fraudulence, plagiarism and inadvertence, should be 
firmly obeyed. Formatting a manuscript in accordance with instructions to 
authors of the target journal is another determining factor for its acceptance. 
Conclusion Details in study design and manuscript preparation are 
absolutely necessary in the publication of a good quality scientific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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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探讨·

SCI，即科学引文索引（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国际公认

的综合性科技引文检索权威性刊物，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

出版。SCI 索文收录了包括医学和生命科学在内的世界领域内高水

平的核心期刊。在 SCI 收录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称之为 SCI 论文。

SCI 论文已经成为众多生物医学领域科研工作者和临床医生展示科

研成果，实现学术交流及推广的重要平台。对医学研究生而言，

在博（硕）士学习期间发表的 SCI 文章的数量和质量，更是衡量

其研究水平高低、决定学位是否授予的重要标准。

目前不少研究生反映，对 SCI 期刊缺乏相应的了解，不具备

相应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在 SCI 论文写作、投稿和发表过程中，

常常感到困惑和迷茫、无所适从，致使不少很有造诣的学术见解

不能在高水平的国际期刊上发表交流。鉴于此，笔者在总结本研

究团队多年 SCI 论文撰写和发表的经验基础之上，并结合其他资

深研究者各种体会，为医学研究生介绍一下与 SCI 医学论文撰写

和发表相关的一些套路和技巧。

1   文章命题

1.1   新颖性

一篇论文就是在讲述一个“故事”[1]。故事是否吸引人，首先

选题就一定要新颖，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不是墨守成规。这

样的文章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引起审稿人和编辑的兴趣，

被接受的机会就增加。同行评审专家首要的关注点就在于论文是

否反映了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关注的问题是否临床和基

础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2]。几乎是所有高产 SCI

作者都有这样的体会，一篇 SCI 论文的撰写，近 2/3 时间和精力要

花费在文献调研和选题立意上。这就需要我们在动笔之前要广泛

收集文献资料。只有通过全面大量地阅读相关领域的文章，必要

时还要借鉴领域外交叉学科的研究，才能掌握最新的国际研究动

态 [3]。不断与同事交流探讨，对不同学术观点进行归纳总结，从

而产生自己的新观点 [4]。

1.2    可持续性

课题的可持续性包括内容可持续性和技术方面的可持续性，

从而形成一系列的研究。研究从某一点或某一方面突破，逐步向

纵深发展，课题形成系列研究。这对高水平论文的持续性产生有

极大的推进作用。

2   坚守职业操守，远离学术不端

2.1   造假及剽窃

学术造假及剽窃是极其恶劣的行为，必须坚决抵制。即便数

据编造得再天衣无缝，但只要审稿专家有心，通常也能一眼看破。

造假和剽窃他人研究成果，虽然仅是非常少见的个别现象，但其

危害极大。除了会直接导致编辑拒稿之外，更会影响作者个人、

研究团队，甚至我们整个国家科研工作者的信誉，危害是极其深

远的。

2.2  “灌水现象”的害处也同样不容忽视

国际期刊的投稿要有一个严肃认真的态度。同时，对自己的

研究设计、学术水平也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估。文法不通，研究设

计漏洞百出的劣质文章，也强行向国际大牌高分杂志投稿。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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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多了也会影响编辑对我们的看法。所以应避免急功近利，沉

下心来，努力做好自己的份内事。除了努力加强科研修养，提高

自己的科研水平之外，在文章成稿之后不建议急于投稿。最好短

期“放置”一段时间。自己先修改几次，再让有经验的同学同事

修改几次。一般都要经历这样七八个回合，再将文章投出。这样

做虽然不一定能保证文章发表，但至少不会让编辑和审稿人感觉

作者是在“灌水”。即便文章不能被接收，但因感受到作者的认

真态度，审稿人也通常会针对文章本身的一些缺陷，提出一些建

设性的修改意见。这对文章的最终发表也会大有裨益。

2.3   一稿两投

因为科研压力大，为了增加科研成果，或者加速文章发表，

部分研究生可能会投机取巧，将研究的同一部分内容同时或先后

向 2 家甚至更多的杂志投稿。对这种行为我们应持反对态度。而

且事实上也很难得逞，目前网络发达，很容易被检索发现。在投

稿的时候，一般杂志会要求作者签署一份版权转让协议。这在某

种程度上就是对“一稿两投”行为的约束。如果作者认为确有必

要将已经发表的论文再投其他杂志，同时还要“规避”学术不端

行为风险，就必须做到：获得已刊登杂志的同意；同时告知再投

稿的杂志，二者缺一不可。

3   论文结构规范，布局合理

医学英语论文的规则和格式，不同杂志往往其特殊的规定。

在论文撰写及投稿之前，应仔细阅读这些要求，避免或降低因

为文章架构不规范导致的拒稿。在结构上 SCI 论文大多包括

标题、摘要、引言、方法、结果、讨论、结论、致谢和参考

文献等部分。

3.1   标题

标题一般采用名词词组或名词短语的形式，个别杂志也允许

陈述句的形式。标题必须简单、明了，醒目 [5]。通过标题，读者

能明白论文所要描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以及论文的主要创

新独到之处。标题是否合适往往影响着编辑 / 审稿人是否进一步

阅读摘要乃至全文。

3.2   摘要

摘要是整篇论文的缩影，对其的要求是简练明快，易于阅读，

信息量大，能涵盖论文的重点。摘要有结构性（structured）和非

结构性（unstructured）2 种形式，但均包括研究目的、方法、结果

和结论 4 个基本要素。摘要应格外注意语言规范。句子结构宜简单、

严谨，准确表达论文原意，尽量使用简单句。高质量的摘要能增

加稿件被接受的机会，激发读者阅读兴趣并提高论文的影响力 [6]。

此部分研究生常犯的错误，在有限的篇幅里研究背景谈论过多，

而对问题、方法和结果，尤其是方法方面有所疏漏。另外，杂志

对摘要一般还有字数方面的限定，应严格遵照执行。

3.3   引言

引文，作为论文的开头，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出问题，说明本

研究的必要性。引言的基本框架，首先简单扼要介绍研究相关的

历史、现状，目前的研究热点，以及作者对已有成果的评价。目

前研究现状尚有什么缺陷或不足之处，尚有什么困难和问题需要

进一步解决。从而引出本研究的目标和目的。这样层层递进，最

终要突出本研究的创新性、经济社会效益和应用前景等。笔者认

为引言部分一般不必过长，2 ～ 3 段即可。

3.4   方法

方法部分主要介绍实验步骤和流程，该部分要自成体系。根

据作者描述的有关方法、步骤，不必借助参考文献，可以将研究

进行重复。对于首创的技术方法，应将其技术原理及公式推导形

成等细节均叙述清楚。即使使用前人使用的标准方法，也要进行

简洁完整地叙述。研究方法的可重复性利于本研究技术和结论的

推广，同时也是衡量研究真实性重要指标。

3.5   结果

结果部分要求直接、客观描述遵照本研究方法获得的结果，

包括观察、检测、比较和分析的结果等。结果的描述，图和表格

的形式，因简洁、直观，较单纯文字更能清楚说明相关事实，尽

量采用。可配以必要的文字描述，但切忌累赘、重复。一般杂志

限制图和表的总数为 6 ～ 8 个，所以要坚持以最少的图和表，提

供最多信息的原则。必要时可利用图片编辑工具将过多的图片予

以合并。

3.6   讨论

讨论部分是根据研究结果结合参考文献得出最终研究结论的

过程。讨论部分要对关键的研究结果进行简明扼要的解释，并分

析出现或未出现预期结果的原因。对文献中同类或相关的研究结

果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与本研究的异同，突出本研究的创新性。

在充分的事实和文献理论支持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结果潜在的学

术价值和广泛的应用前景。新入门的研究生在讨论部分最常见的

问题，包括在讨论部分重复引言部分内容，再次赘述研究背景，

说明研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大篇幅重复研究结果部分的描述。

我们的建议是，讨论是作者对研究的结果的判断，说明或解决了

什么问题，有什么临床或实际意义。可以对结果的关键部分进行

简明扼要的重复，但不应原样重复照搬。

3.7   结论

结论是对全文的总结，是根据研究的主要发现和成果并经过

分析讨论进行的概括和归纳。结论必须立足本研究结果，切忌盲

目放大。行文力求简洁，重点突出。在本部分还就本研究的应用

前景、后续研究展望，提出建议。

3.8   致谢

致谢部分主要面向项目的资助者（单位或基金）、探讨过学

术思想的同事、审阅过原文的同行，以及其他在课题完成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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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过程中提供帮助，但尚不足以成为作者的个人。致谢部分展

示的是科学研究团队的协作精神和感恩的情怀，应予以重视。但

个别杂志不允许将针对个人致谢放在本部分，此时应根据具体情

况区别对待。

3.9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的选择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直接关系着论文的

可信度和作者的声誉。文献应当引用原始研究，而不是文献综述。

应阅读全文，而不是仅仅阅读摘要。也就是做到“精确”引用。另外，

不同杂志有不同的文献格式要求，应仔细阅读投稿要求，务求达

到标准。应用 Endnote 等参考文献管理软件，可降低参考文献格

式方面的错误。

4   SCI 期刊的选择及投稿

4.1   如何看待杂志的影响因子

如何选择合适的 SCI 期刊使文章得以顺利发表，这几乎是所

有 SCI 写作新手感到困惑的一个重要问题。有人简单地认为，影

响因子是越高越好。但是，我们的建议是，在投稿之前，应当尽

量搜集目标杂志的相关信息，了解该刊物的投稿须知（authors’ 

guidelines）、办刊宗旨、杂志研究领域和偏好、出版形式及审稿

周期等 [2]。某些杂志因受到学科和专业领域的局限性，文章发表

不太活跃，收录文章数量少，引用率低，从而导致杂志的影响因

子相对较低。但如果此类杂志在本研究领域很受认可，受该领域

的研究学者关注度高。当然，笔者也不否认，在选择了合适的研

究领域杂志的前提下，选择影响因子更高，审稿效率更高的杂志

进行投稿，更是明智的选择。

4.2   投稿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4.2.1  附信（Cover letter）的书写。SCI 论文投稿时需要递交一封

Cover letter。Cover letter 的目的是让杂志的主编对你投稿的论文有

一个大体上的认识。首先 Cover letter 的称呼尽量不要用匿名，最

好采用“Dear Dr/Prof.+ 编辑的名字”形式称呼。不知道编辑姓名，

可以通过“编辑委员会（Editorial board）”检索。恰当的称呼会让

阅信人清楚感受到作者的诚意和用心。另外，Cover letter 作者自

称一定要用“I”，而不是“We”。落款也是通信作者的名字，不必

把所有作者写进去（唯一通讯作者的情况下）。杂志名字的要用全

称，斜体字。撰写内容方面，一定要申明没有一稿多投，没有利

益冲突等。虽然一般杂志也没有要，但我们也建议大家，在 Cover 

letter 中，将文章最主要的创新点精炼地表达出来。这样也利于编

辑审稿。

4.2.2   推荐审稿人。推荐审稿人应尽量避免业界“大牛”。这些人

一般很忙，审稿态度往往不积极，速度也慢。可以选择那些 5 ～ 10

年前很少发表文章，而近几年发表论文比较多的科研“新星”。这

些人审稿热情一般较高，速度也快。另外，对于曾经发表过与投

稿论文所涉及主题密切相关文章，尤其是与投稿论文观点相左的

专家，除非你有足够的信心能将其说服，也尽量不选做推荐审稿人。

此类专家在评审投稿论文的复杂心态，可能会影响其对论文本身

的客观评价。

4.2.3   其它注意事项。仔细杂志稿约，严格其要求准备稿件。投稿

前仔细严格检查，最大限度避免单词拼写、数据不一致等“低级

错误”的产生。细节决定成败，这些错误直接影响到审稿人对研

究者的可信度和严谨程度产生怀疑。

总之，SCI 论文撰写是一项充满创造性的脑力过程。毋庸置疑，

文章的科学性、创新性是其成功发表并被医学同行认可的决定性

因素。但是，规范顺畅、准确恰当的语言表达，能使审稿人和读

者迅速理解文章的主旨，利于文章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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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的格式和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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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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