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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指南-选刊工具灵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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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投稿要诀

 Choose the best Journal to reach your target audience

 Logically present your research in your manuscript

 Prepare effective titles and abstracts 

 Convey the significance of your work to journal editors 

 Properly revise your manuscript after peer review 



•善用工具选择投稿期刊

•查询期刊接收率与拒绝率

•如何规避掠夺性期刊

•了解期刊排名与影响力

大纲



01. 投稿选刊推荐系统

工具

02. 善用数据库选择期刊



投稿选刊推荐系统

 Edanz Journal Selector
 Journal Guide
 JANE
 Elsevier选刊系统
 Springer选刊系统
 EndNote Web 
 IEEE选刊系统



投稿选刊推荐系统

Edanz Journal Selector



Edanz Journal Selector 
https://en-author-services.edanzgroup.com/journal-selector



Edanz Journal Selector 



Edanz Journal Selector



投稿选刊推荐系统：Edanz Journal Selector



投稿选刊推荐系统

Journal Guide



https://www.journalguide.com/

Journal Guide



SNIP：标准化影响系数

SNIP：标准化影响系数匹配到的文章



期刊信息

Scopus是全球最大的文献摘要数据库。



投稿选刊推荐系统

JANE



JANE
http://jane.biosemantics.org/index.php



不是影响因子

生物
医学
期刊
为主



投稿选刊推荐系统

Elsevier选刊系统



Elsevier选刊系统
https://journalfinder.elsevier.com/#results

Title：可不填

Abstract：必填

选限定的领域



Elsevier选刊系统



Elsevier选刊系统

Sort by Match：文章匹
配度
CiteScore：期刊影响力
Impact Factor：期刊影
响因子
Acceptance rate：被接
受的比例
Time to 1st decision:第
一阶段回复时间
Production speed：从
文章接收到线上发表的时
间
Open acess：是否公开
可获取及版面费



Elsevier选刊系统
进入期刊投稿页面



Elsevier选刊系统



Elsevier出版商

I. 全世界最大的出版商

II. 旗下约2500份期刊

III. 高质量期刊代表：《CELL》《LANCET》

IV. 文献管理软件：Mendeley



投稿选刊推荐系统

Springer选刊系统



Springer选刊系统
https://journalsuggester.springer.com/



Springer选刊系统

进入期刊投稿
页面



I. 专注于科学、技术、数学以及医学领域。

II. 在科学、技术与医学领域中，Springer是最大的书籍出版

者，以及第二大世界性杂志出版者。

Springer出版商



投稿选刊推荐系统

EndNote Web 



EndNote Web

注册账户并登陆

https://access.clarivate.com/login?app=endnote



EndNote Web

可从自己EndNote的
Reference中选择已
设定好的Group，作
为系统评判的指标之，
这样会使匹配的期刊

更精确。



EndNote Web



EndNote Web

进入期刊投稿页面



科睿唯安

I. 如Web of Science平台（包含SCI和SSCI）

II. 文献管理软件：EndNote

III. 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

简称DWPI）



投稿选刊推荐系统

IEEE选刊系统



IEEE选刊系统

期刊或会议 必填 可不填

http://publication-recommender.ieee.org/home



IEEE选刊系统

http://publication-recommender.ieee.org/home

期刊的影响因子，从投稿到出版的时间



IEEE

I.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II. 70本期刊
III. 提到IEEE，最出名的除了出版的学术期刊杂志，还

有其每年举办的业内学术国际会议。



• Edanz Journal Selector：香港的一家公司，可查找SCI也可以

查找非SCI期刊，期刊数目多，偶尔带商务广告。

• Journal Guide：包括SCI和非SCI,除了期刊，还会推荐会议集。

期刊以scopus收录为主。

• JANE:老牌网站，荷兰的一家公司，包括了Medline中列出的

所有期刊，因此更适合生物学和医学专业领域。

• Elsevier选刊系统：Elsevier旗下的期刊和会议。

• Springer选刊系统：Springer旗下的期刊。

• EndNote Web：SCI期刊和SSCI期刊，结果只有10本期刊。

• IEEE选刊系统：IEEE旗下的期刊和会议，工科偏多。

各个推荐系统的比较



善用数据库选择期刊

 Web of Science
 CNKI



投稿选刊工具

Web of Science



http://www.webofknowledge.com/?DestApp=WOS













发文数量最多的前十本期刊

点击即可查
看详细文章



进一步精炼检索结果





善用数据库选择期刊

CNKI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Q







CSSCI

善用数据库选择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学科：人文社科

https://cssrac.nju.edu.cn/a/cpzx/zwshkxwsy/



查询期刊接受率与拒绝率



查询期刊接受率与拒绝率

 综合学科：SciRev

 医学：MedSci



综合学科：SciRev

查询期刊接受率与拒绝率



SciRev

查询特定的期刊 查询特定的领域

荷兰大学教授创办的网站https://scirev.org/



由editor提供的信息 由author提供的信息

稿件处理时间

审稿特点

查询特定的期刊



比较同领域的其他期刊

投稿人的评论

查看所有评论（包
含稿件处理时间及

个人评论）



554条
评论

综合类期刊

评论数

收到revised的时间、整体处理的时间、收到拒绝的时间 审稿意见的数量、品质、难度







根据自己的学科，
选择副主题



医学：MedSci

查询期刊接受率与拒绝率



MedSci 医学咨询公司
https://www.medsci.cn/



MedSci
https://www.medsci.cn/





规避掠夺性期刊



规避掠夺性期刊

 掠夺性期刊出现的原因
 掠夺性期刊的特点
 如何规避掠夺性期刊



期刊模式

传统期刊

作者成本 不需要支付费用

著作权 出版商拥有著作权

使用权 只限订阅商户使用

结果：出版商的垄断。

美国研究图书馆学的调查：自1986年至2002年，美国的研究图书

馆期刊经费增加了227%，但是订购的期刊种数却只增加了9%。



期刊模式

传统期刊

作者成本 不需要支付费用

著作权 出版商拥有著作权

使用权 只限订阅商户使用

OA期刊

支付文章处理费

作者拥有著作权

免费开放

开放获取：open access，指 学术文献在Internet公众领域里
可以被免费使用，包括检索、阅读、下载、复制、传递、打印
全文信息。



选择OA期刊的优势

 提高学术影响力，增加潜在读者

 提升文章被引次数

 促进学术传播

 避免侵权问题



掠夺性期刊的出现

OA期刊
作者付费

黑心出版商嗅到了商机 邀稿

学者信以为真，一时
不察而投稿

收取高额的文章处理
费

不愿缴纳，则文章被
绑架



掠夺性期刊的特点

 期刊，学术价值不高。
 高额的文章处理费。
 文章一旦投出去，基本就要不回来了。
 文章不可一稿多投，如果转投其他期刊，则有重复发表的隐患。
 付费发表在无学术价值的期刊上，不被学界认可，对个人名声

有损。
 付费出版后，文章又被利用做为吸引他人上钩的诱饵。



如何规避掠夺性期刊

向同行、前辈请教
参考学术社群平台：Research Gate
查查看



如何规避掠夺性期刊
https://doaj.org/

DOAJ: 提供高品质且具有同行审查的OA期刊及目录。



如何规避掠夺性期刊
https://jcr.clarivate.com



了解期刊排名与影响力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https://jcr.clarivate.com

期刊名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https://jcr.clarivate.com

依学科浏览



自然科学

人文社科



查到期刊列表



按照影响因子高低排序



http://www.fenqubiao.com/Default.aspx

中科院的JCR分区平台











小类 大类

小类：四分法，为了期刊分级。
大类：金字塔型四分法，中科院自定的，
为了评奖评优。

小类和大类的区别



•善用工具选择投稿期刊

•查询期刊接收率与拒绝率

•如何规避掠夺性期刊

•了解期刊排名与影响力

大纲



致谢并拥抱

•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



扫码反馈讲座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