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慧胜

如何发表一流的研究论文？

一些体会与思考

复旦大学 高分子科学系



Nature 2014, 

514, 550



汇报提纲

 我们的科研环境

 一流研究与一流研究生

 论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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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好像钻木板

有人喜欢钻薄的

而我喜欢钻厚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科学的魔力—诺贝尔与物理学》

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委会主席Sane Svanberg教授，2006.10

怎样去研究才能够获得诺贝尔奖？

在好奇心驱使下的自由自在的研

究，而不是各种功利性的研究。





永远的人才项目

上海市：晨光计划、曙光计划、启明星计划、浦江计

划、东方学者、领军人才、优秀学术带头人、上海千

人计划、优秀青年科技学者、自然科学牡丹奖、科学

技术进步奖、自然科学牡丹奖、青年科技英才奖、上

海十大科技精英……

“光明大道”：优青  杰青  长江  院士





Nature编辑策划黑猩猩（chimpanzee）基因组在NATURE发表的经过。并特别描述

了自己做编辑最窘的一件事：在辉煌的新闻发布会后，一位科学家走过去悄悄对她说：
你们本期杂志上为黑猩猩基因组放了一张猩猩（orangutan，黄毛）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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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岁去世The instant I saw the picture my mouth 

fell open and my pulse began to race



Andre Geim (2010)

Born: 1958, Sochi, Russia

Affiliation at the time of the award: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ted Kingdom

Prize motivation: "for groundbreaking 

experiments regarding the two-dimensional 

material graphene“

Field: Physics

石墨烯的发现

努力开创全新而未知的领域，但用有面对巨大困难和挑战的充分
准备，不轻易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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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To be the first

二流：To be the best

三流：To be the most

科学研究的三重境界



 长大要当明星（50%）

 长大后挣大钱（20%）

 长大后当画家（20%）

 长大后当科学家（1%）

 长大后娶美女（1%）

 其他（8%）

曾经看到的一项儿童调研：你的理想是什么？





学习应该是快乐的



风萧萧兮易水寒…



标准产品？



假设人类所有的知识，就是一个圆。圆的内部代表已知，
圆的外部代表未知。

原创于美国犹他大学Matt Might教授



读完小学，你有了一些最基本的知识。



读完中学，你的知识又多了一点。



读完本科，你不仅有了更多的知识，而且还有
了一个专业方向。



进入研究生阶段，你大量阅读文献，接触到本
专业的最前沿。



你选择边界上的一个点，也就是一个非常专门的
问题，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



你在这个点上苦苦思索，也许需要好几年。



终于有一天，你突破了这个点。



你把人类的知识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时你就
研究生毕业了。

Ph.D. or M.S.



现在你就是最前沿，其他人都在你身后。



但是，不要陶醉在这个点上，不要把整张图的
样子忘了。

Ph.D. or M.S.



研究生与本科生的区别

本科生创造性地学习知识

研究生学习创造知识



鼓励的力量

放手让学生想、做、写，他们可以做到！

第一只

快乐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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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ng research is fun; 

writing about the research is not.



A Naturalist’s life would be happy 

one if he had only to observe and 

never to write.

Charles Darwin



论文写作的粗浅理解



 “How to Write a Paper”, Mike Ashb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6rd Edition, April 2005.

 Whitesides’ Group: Writing a paper, Advanced Materials 

2004, 16, 1375-1377.

 How to write a lot, Paul J. Silvia,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7

 Mastering your PhD, Patricia Gosling and Bart 

Noordam, Sp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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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

---《孙子兵法》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

---唐太宗《帝范》

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
---严羽《沧浪诗话》

制定一个较高的目标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

取乎其中，得乎其下；

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 ---《论语》



（1）论文提纲，这个非常重要，不仅可以大大节省时间，更
能提高论文的质量，特别是行文的逻辑性。
（2）按照提纲总结组织好所有图、表、示意图等，这样基本
上就知道这篇论文的重点和核心思想。
（3）写绪论（introduction），这是论文的关键部分。
（4）接下来是实验部分（experimental），比较容易，相对
来说不用花很多时间。
（5）再接下来是实验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论文的主体部分，实际上就是按图说话。
（6）总结概括全文主要结论（conclusion）。
（7）致谢（acknowledgement）与参考文献（references）。
（8）对步骤2-7反复修改提炼，完全满意后撰写论文摘要
（abstract）。
（9）最后确定论文的标题（title），是画龙点睛的部分，要
仔细斟酌。

写作流程



 写提纲前必须对本工作相关的研究现状、参考文献以及本

工作的创新之处（俗话说卖点在哪里？）非常了解，然后

根据已有的实验数据撰写提纲。

 提纲主要包括绪论、实验部分、结果与讨论、总结、致谢、

参考文献等。

 针对每个部分再详细展开，比如几个段落，每个段落如何

写。可以用中文，也可以用英文；可以是完整的句子，也

可以只是几个关键词。

论文提纲



 一般的顺序是先合成部分，然后结构表征，最后是功能
与应用。

 内容相似的数据放在一起，比如对于具有规则结构的复
合材料，可以把SEM、TEM、AFM、 XRD等表征结果合
成一张图，把其光学性能、电学性能等合成另一种图。

 对于示意图，一般放在最前面向读者简要说明本方法、
本研究的基本思想，或者放在最后面起到总结概括作用。
示意图要尽量画得简单、清楚，但同时要美观舒适。

 图表中的文字、照片标尺和箭头等要标注明显，让人看
了一目了然，尽量少用文字。对图的文字解释部分，基
本采用的格式是第一句话总结这个图的内容，后面再分
别介绍每张子图的信息，介绍尽量具体，希望达到的效
果是即使读者不看论文讨论部分，只看图表及其说明就
大概知道本论文的主要内容。

如何总结图表



 全文的核心，通过绪论让读者了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

 对于通讯类论文（communication或letter），绪论不要太长，

基本上两段；第一段阐述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性和目前存在的

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会有什么后果以及解决问题的迫

切性；第二段阐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别的研究组做了那些

探讨，为什么没有成功，然后引出自己的工作，同时概括说

明这个工作如何解决提到的问题。

 对于较长的研究论文（full article），绪论要写得更具体，

最少两段，对上面的信息进行展开讨论。绪论写清楚了，一

方面自己进一步确定后面的结果与讨论部分那些必须重点阐

述，哪些只需简单带过；另一方面读者马上抓住了这个工作

的重要性，便于后面的理解，从而留下更深的印象。

绪论部分



 不管绪论还是其他部分，严禁直接复制参考文献，决不

允许整句甚至整段的抄写其他论文。如果想表达跟某论

文某句话相同的意思，必须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来。

 在科学研究上的大胆创新和充分尊重前人成果，是一个

辩证的统一。科学研究贵在创新，没有创新科学就不能

前进与发展。但是科学又是连续性的，所有的创新又必

然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

 尊重前人已取得的成果，首先要做到在自己的研究论文

中充分引用前人已经发表的有关论文，这样做的目的首

先是充分尊重前人成果。同时也让读者全面了解有关问

题的历史情况和发展现状，得以对论文中的创新之处做

出适当的评价。在使用“领先”，“首次”等词时，务

必十分慎重。



Nature/Science的独特风格

只适用于Science和Nature及其子刊，请在其他期刊中使用。

Nature has always been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technical 

developments, but only in recent years have materials 

scientists started to consider the complex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natural materials as a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ypes of high-performance engineering materials. It is 

by no means obvious how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biological 

materials can be applied to the design of new engineering 

materials. The reasons for this difficulty are some striking 

differences in the design strategies that are common in 

engineering and the ways in which natural materials are 

constructed. For instance, the helical assembly……



 基本包括以下信息：（1）化学试剂和原料，即从哪里

购买，纯度如何，使用前是否经过纯化或别的处理，如

何处理。（2）实验步骤，按照先后顺序阐述，实验条

件等要清楚明了。（3）仪器与设备，说明所使用表征

工具的生产公司、型号等。对于不常用或者大多数读者

不熟悉的仪器，要简单阐述其基本原理并给出参考文献。

 总结来说，实验部分越具体越好，尽量给出更多细节，

方便同行重复。

实验部分



 思路一定要清晰，重点突出。

 一般每个段乱的第一句要总结概括本段主要内容，后面再

根据相关图表进行陈述支持。

 每个段落不要太长，对于中国研究者写英文论文，避免使

用太长的句式。主动句和被动句搭配使用，多使用被动句。

结果与讨论部分



一个
例子







 重点概括论文核心思想，但与摘要不同的是，要进行必

要的升华。

 比如论文讨论某个合成聚合物纳米颗粒的新途径，在总

结部分可以深入讨论这个新途径对于该领域科学研究或

此类材料在实际应用等的巨大影响，摘要也可以提这个

信息，但一般不会很具体。

 另外，总结部分也可以讨论这个解决方法还有哪些地方

值得改进，如何改进。

总结部分



 一般致谢部分首先是感谢相关基金对本项目的支持，然后

是合作者或同事在某个细节方面的帮助，因为这些帮助不

足以使他们成为论文的作者，所以放在致谢部分。

 参考文献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1）每个杂志都有自

己的格式，所以必须按要求的格式组织；（2）文献的作

者、期刊缩写、年代、卷数以及页码等信息必须仔细核对

正确；（3）所有列出的参考文献必须自己阅读过，不能

简单的把某篇文献的相关参考文献引入到自己的论文。

致谢与参考文献



 摘要的重要性仅次于标题，由于现在网上可以看到不少

刊物所刊登论文的摘要，写好论文摘要就更加重要。

 只有摘要能引起读者兴趣，读者才会去查找全文。

摘要



 长度一般不超过20个词，一口气能读完。

 正和我们自己一样，无论是从刊物的目录或是从网上，

首先看到的是标题，因此首先要选择一个醒目而引人注

意的标题。

 早年经常使用的如 “某某问题的研究”一类的标题，现

已很少有人使用。更为常见的是用论文中的主要结论作

为标题，以期引起读者注意。

标题



 我们的母语不是英语，而好的期刊基本都是英文的，我们

强调用逻辑的严谨去征服编辑和审稿人，应该做到没有语

法错误，当然语言优美是更好的。关于语言的训练，这里

推荐一个方法，每天看英文的新闻报道或者是文章，至少

半个小时。很多国内的一流科学家，通过这个过程把英语

训练出来了，非常有用。

 抄袭定义：连续6个词相同就视为抄袭，请特别小心。

关于语言



科技英语与普通英语不同，很少需要表达感情的用词和用语，

原则是“Objective” instead of “Subjective”，为此，可采用

一些典型的句型来表达意思。其中，使用最多的是以“it”为

形式主语的句型，以减少有人称的句型或被动语态，使多种

句型交替使用，克服文章中句型单一的弊端。

用法：

It is + adj.+ to……

It is advantageous to work at lower temperature.



是否需要专业公司修改？

Gold service Silver service

 Editing by two editors

 Approval by managing editor

 Assessed by senior editor

 Suggestions regarding languages

 A summary of the editing result

 Editing by one editor

 Approval by managing editor

 Assessed by senior editor

https://languageediting.nature.com/en/



如何修改自己的论文

 初稿完成后，先放一段时间，等自己对这个工作有点陌生

后再开始修改。

 努力从一个挑剔审稿人的角度来审视论文，首先看逻辑是

否清晰；其次行文结构上是否连贯，承接起应是否自然；

最后是检查各个细节，图表是否有计算错误、参考文献是

否全面准确等。

 请合作者进一步修改。

 论文尽量多修改，不要害怕因此耽搁，从最后发表的角度

看，你准备得越充分，实际花费的时间越少。



 如果有尽量提供，特别是communication或者letter。因为

篇幅限制，有些图表或者详细的合成最好挪到supporting 

information里面。

 支持材料的组织顺序也尽量跟主体论文保持一致，也就是

先合成，后结构，最后功能与应用。

支持材料（supporting information）



英文写作常见的错误



Examples of incorrect usages

1. a, an, the







2. Very  Long Sentences









3. Prefacing the main idea of a sentence by stating 

the purpose, location or reason first





4. Tendency of placing phrases which indicate time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ntence



5. Place the most important subje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ntence for emphasis



6. ‘Respectively’ and ‘respective’



7. Numbers and Equations

The use of Arabic numerals, itself, is not an error however; they 

should never be used at the beginning of sentences.

Arabic numerals should be used to give data in technical papers, 

however they should not be used to give general information.



8. ‘such as’ and ‘etc.’

Such as and etc. are commonly misused by Chinese-English writers. 

Such as means ‘for example’ and implies that an incomplete list will 

follow; etc. means ‘and so on’ and is used at the end of a list to show 

it is not complete. Therefore, using such as and etc. together is 

redundant.



9. Others





 再次核对论文格式是否与要投的杂志要求一致。

 把论文打印出来看看图表等是否清晰，分辨率是否足够，

另外可以大声朗读，这样很容易找到行文不流畅的句子

或者错别字，然后马上改正；

 可以邀请同事（不一定要非常懂你的工作）帮你看看，

他们或许能给你提供一些非常好的建议。

 把最后的稿件送给所有的论文作者，得到他们的同意后

把论文投出去。

投稿之前应该做的几件事



 选择合适的期刊还不是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虽然现在

二者越来越一致。

 盯住某几个期刊投稿，在一定积累后更容易接收。

 据说在中国，投稿的最佳时间在春节前后。

投稿相关事项



关于综述的一些建议

 文献综述是文献综合评述的简称,指在全面搜集,阅读大量的

有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归纳整理,分析鉴别,对所研究

的问题(学科,专题)在一定时期内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

问题以及新的发展趋势等进行系统，全面的叙述和评论。

 “综”即收集“百家”之言,综合分析整理;“述”即结合作

者的观点和实践经验对文献的观点,结论进行叙述和评论。

其目的并不是将可能找到的文章列出,而是要在辨别相关资

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论文来综合与评估这些资料。



 文献综述是对某一方面的专题搜集大量情报资料后经综合分

析而写成的一种学术论文，它是科学文献的一种。文献综述

是反映当前某一领域中某分支学科或重要专题的最新进展、

学术见解和建议的它往往能反映出有关问题的新动态、新趋

势、新水平、新原理和新技术等等。

 基本目的：让读者熟悉现有研究主题领域中有关研究的进展

与困境；提供后续研究者的思考：未来研究是否可以找出更

有意义与更显著的结果；对各种理论的立场说明,可以提出

不同的概念架构；作为新假设提出与研究理念的基础，对某

现象和行为进行可能的解释；改进与批判现有研究的不足，

发掘新的研究方法与途径，验证其他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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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综述要文字简洁，尽量避免大量引用原文，要用自己的

语言把作者的观点说清楚，从原始文献中得出一般性结论。

文献综述的目的是通过深入分析过去和现在的研究成果，指

出目前的研究状态、应该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方

向，并依据有关科学理论、结合具体的研究条件和实际需要，

对各种研究成果进行评论，提出自己的观点、意见和建议。

应当指出的是，文献综述不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简单介绍与

罗列，而是经过作者精心阅读后，系统总结某一研究领域在

某一阶段的进展情况，并结合本国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

需要提出自己见解的一种科研工作。



 文献综述不是资料库，要紧紧围绕课题研究的“问题”，

确保所述的已有研究成果与本课题研究直接相关，其内容

是围绕课题紧密组织在一起，既能系统全面地反映研究对

象的历史、现状和趋势，又能反映研究内容的各个方面。

 文献综述的综述要全面、准确、客观，用于评论的观点、

论据最好来自一次文献，尽量避免使用别人对原始文献的

解释或综述。



 文献综述的格式与一般研究性论文的格式有所不同。这是

因为研究性的论文注重研究的方法和结果，特别是阳性结

果，而文献综述要求向读者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

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

 因此文献综述的格式相对多样，但总的来说，一般都包含

以下四部分：即前言、主题、总结和参考文献。撰写文献

综述时可按这四部分拟写提纲，在根据提纲进行撰写工。

格式与写法



 前言部分，主要是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

义以及综述的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点

，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

 主题部分，是综述的主体，其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

。可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

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不管用那一种格式综述，都

要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及分析比较，阐明有

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

评述，主题部分应特别注意代表性强、具有科学性和创造

性的文献引用和评述。



 总结部分，与研究性论文的小结有些类似，将全文主题进

行扼要总结，对所综述的主题有研究的作者，最好能提出

自己的见解。

 参考文献虽然放在文末，但却是文献综述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它不仅表示对被引用文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

依据，而且为读者深入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文献查找线索

。因此，应认真对待。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楚，查找

方便，内容准确无误。



由于文献综述的特点，致使它的写作既不同于“读书笔记”“

读书报告”，也不同于一般的科研论文。因此，在撰写文献综

述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搜集文献应尽量全。掌握全面、大量的文献资料是写好综述

的前提，否则，随便搜集一点资料就动手撰写是不可能写出

好多综述的，甚至写出的文章根本不成为综述。

 注意引用文献的代表性、可靠性和科学性。在搜集到的文献

中可能出现观点雷同，有的文献在可靠性及科学性方面存在

着差异，因此在引用文献时应注意选用代表性、可靠性和科

学性较好的文献。

注意事项



 引用文献要忠实文献内容。由于文献综述有作者自己的评

论分析，因此在撰写时应分清作者的观点和文献的内容，

不能篡改文献的内容。

 参考文献不能省略。有的科研论文可以将参考文献省略，

但文献综述绝对不能省略，而且应是文中引用过的，能反

映主题全貌的并且是作者直接阅读过的文献资料。



文献综述中常见的问题

 大量罗列堆砌文章。误认为文献综述的目的是显示对其他

相关研究的了解程度，结果导致很多文献综述不是以所研

究的问题为中心来展开，而变成了读书心得清单。

 轻易放弃研究批判的权利。遇到名校名师，更易放弃自己

批判的权利。由于大量引用他人的著作，每段话均以谁说

起始，结果使自己的论文成为他人研究有效与否的验证报

告，无法说服读者相信自己的论文有重要贡献。

 选择性地探讨文献。文献综述就变成了自己主观愿望的反

映,成了一种机会性的回顾。一定要进行系统的，全面的文

献综述，以严谨的科学设计来寻找，评估以及整合科学研

究的证据，确保文献综述完整不偏。



汇报提纲

 我们的科研环境

 一流研究与一流研究生

 论文写作

 审稿意见与修改



Dear Editor Dr. Editor,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time and effort to have our manuscript 

reviewed, and for giving us the opportunity to revise it. The 

reviewers’ comments/suggestions are very helpful to further 

improve this manuscript. We have fully revised it according to 

them. For your convenience, the main revisions are marked with 

yellow. Below are point-to-point responses to the reviewers.

This submission deals with the ……

Respons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very important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The manuscript has been further carefully revised 

accordingly. For your convenience, the main revisions are marked 

with yellow in the revised manuscript.

论文要求修改



论文被拒后反驳

Dear Editor Dr. Editor,

This manuscript was previously submitted to Nature 

Nanotechnolog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time and effort to 

have our manuscript reviewed. Of course, we understand and 

respect your decision in any case. As editor board members and 

editors in several journals, I fully understand the heavy work load 

for the editor. Therefore, I generally do not argue for a manuscript. 

However, we felt very upset when reading the comments from the 

reviewers in this manuscript. We greatly appreciate the review 

work from all reviewers, but some obvious misunderstandings had 

been made by……



思想比知识更重要！

“Learn from yesterday live for today hope for tomorrow. 

The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o stop questioning.”

---Albert Einstein

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强国，因为近代中国没有独立的、

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

---撒切尔夫人



科学精神，人文情怀
---求是基金会

《双螺旋》、《完美的对称》、《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

兴起》、《真实地带-十大科学争论》、《一流大学卓越校长》

、《数学恩仇录》、《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芬：不同的创造

模式》、《大学者》、《杨振宁文集》、《孤独的科学之路-钱

列拉塞卡传》、《科学与政治的一生-莱纳斯鲍林传》、《居里

夫人传》、《苏东坡传》

The farther backward you can look the farther forward 

you are likely to see！ ---Winston Churchill

The farther forward you can make an achievement! 



Hope is a good thing, 

maybe the best of good things, 

and no good thing ever dies.

希望是美好的，

可能是最美好的，

而美好的东西永远不会消失

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