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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动物营养》是一个关于动物营养和饲料技术研究成果的国际刊物，涉及动物营养科学的整

个领域及评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动物营养基础研究的各方面，如营养需要量、新陈代谢、机体

组成、能量、免疫、神经科学、微生物、遗传及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动物营养应用研究的各方

面，如饲料原料评估、饲料添加剂、新饲料原料的营养价值评定及饲料安全。 

论文类型 

刊登论文的类型有：原创研究论文、综述以及研究简报。提交论文应从选项中选择适当的论

文类型，向专刊投稿的作者，应选择专刊论文类型。 

开始之前 

出版伦理 

关于出版伦理及期刊出版道德准则信息，参看 http://www.elsevier.com/publishingethics 及 
http://www.elsevier.com/ethicalguidelines.  

利益冲突 

有作者必须公开任何现行的或潜在的利益冲突。这是指作者提交稿件后3年内与他人或组织

之间的任何财务、个人的或其他关系的利益冲突。这些利益冲突可能不适当地影响或被认为影响

他们的作品，参看http://www.elsevier.com/conflictsofinterest 。 

http://www.elsevier.com/publishingethics
http://www.elsevier.com/ethicalguidelines
http://www.elsevier.com/conflictsof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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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声明 

文章提交意味着文章从未被出版过（除了以摘要的形式、作为学术演讲或学术论文的一部

分），而且也不考虑在其他地方出版，并且它的出版得到所有作者的同意及主管部门的默许或明

确批准。如果文章被接受，没有版权所有人的书面许可，文章不得形式，包括使用同样形式的电

子版、英文或其他语言出版。 

作者身份改变 

这项规定涉及被接受稿件作者姓名的添加、删除、和重新排列：已接受稿件在网上发表之

前：要求添加、删除、重新排列作者姓名的申请，必须由通讯作者发给期刊负责人，申请内容必

须包括：（a）修改的原因，以及要求添加、删除、重新排列的作者姓名；（b）所有作者同意

这项修改的书面证明（电子邮件、传真、信件均可）。就作者姓名的增删来说，被增删的作者都

需发来书面证明。非通讯作者发来的申请将由期刊负责人转发给通讯作者。通讯作者必须遵循前

述步骤提交申请。注意：（1）期刊负责人会将这些申请转给期刊编辑；（2）在作者身份达成

一致之前，将暂停该稿件在网上的发表。 

已接受稿件在网上发表之后：任何要求添加、删除、重新排列作者姓名的申请也要遵循上述

同样规定，并且修改的结果会显示于勘误表之中。 

版权 

文章被接受后，作者会被要求完成1份“期刊出版协议”。该协议可以确保文章得到尽可能

广泛的传播。通讯作者将收到1封确认收到稿件的电子邮件及1份“期刊出版协议”或该协议在

线版本链接。 

如果需要将文章及其衍生作品（包括汇编和翻译本）转售或在本单位之外发布，必须获得出

版商的许可。如果文章中包括其他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作者必须获得版权所有人的书面许可，并

且在文章中讲明出处。 

资金来源的作用 

您需明确谁对研究提供了经费支持，或为文章的准备工作提供了帮助，并简要介绍赞助者在

文章撰写工作中的作用，如研究方案设计、样品采集、数据分析和说明、报告的撰写，以及提交

文章的决定等等。如果赞助者没有诸如此类的参与，那么也应当注明。请参看
http://www.elsevier.com/funding. 

语言以及语言服务 

请用良好的英语进行写作（美国式或英国式的英语都可以，但不是2种风格的混合）并遵循

标准的科技英语写法。在提交稿件的前后，如需语言编辑及文字加工服务，访问

http://webshop.elsevier.com/languageediting  或我们的客户支持网站http://support.elsevier.com，

可获取更多相关信息。 

提交 

投稿完全通过互联网在线提交。请通过以下链接提交稿件
https://www.evise.com/evise/faces/pages/navigation/NavController.jspx?JRNL_ACR=ANINU.  

http://www.elsevier.com/funding
http://webshop.elsevier.com/languageediting
http://support.elsevier.com/
https://www.evise.com/evise/faces/pages/navigation/NavController.jspx?JRNL_ACR=ANI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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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会得到创建、上传不同文件中每一步的指导。系统将自动把文章的源文件转换为PDF文

件，以便在同行评审中使用。请注意：即使在提交文章给同行评审时源文件被转换成PDF文件，

在文章被接受后的进一步处理中仍需使用源文件。所有的通信，包括编辑的决定以及通知改稿的

信件，将在作者的主页中用电子邮件发送给作者，这样省去了纸张的传递和处理。 

如文稿写得或显得太差（即，相对于要求相距甚远），编辑部可能会在评估其科学价值之前

将稿件返给作者去修改.  

 

文稿的准备  
 

概述 

伴随你准备文稿时，参看 Animal Nutrition 最近一期中标题、标题页、摘要、关键词、引

言、材料与方法、结果、讨论（或结果与讨论）、参考文献及表和图（包括图的说明文字）各部

分的样式是非常重要的。 

对文章清楚界定并分成各部分。除摘要、致谢、利益冲突、参考文献这些部分之外，对文章

各部分编号。图和表应当分别放在文章后面，而不是在正文中间。 

文章的各部分应按以下顺序：标题页、摘要、关键词、引言、材料和方法、结果、讨论、结

论、致谢、参考文献、表、图。 

文件处理软件的使用 

保存文稿时用文件处理软件自带的格式，这一点很重要。 

正文应用单栏格式，布局要尽可能简单。 

文稿的准备用双倍间距，字体用 Times New Roman，字号选12 points，页边距不少于2.54-

cm。 

行码、页码需连续编号，文章的每一行（除正文外，还包括标题页、摘要、脚注、图表和参

考文献）应有编号。 

特殊符号（例如希腊和符号）需插入。复杂公式用 MathType 录入。 

在处理文章的过程中，绝大多数的格式代码将被去除并取代。特别要说明的是，不要使用文

字处理软件的选项来使文本断字。 

您可用粗体、斜体、下标、上标等。 

当制表时，如果您要使用网格，每张表只用一个格，而非每行用一个格，（即，可以使用三

线表）。如果您不使用网格，请使用跳格设定而非空格来使列对齐。 

电子文本的准备方式应与传统手稿的准备方式相似（请见Elsevier出版指南：

http://www.elsevier.com/guidepublication）。 

注意无论是否要在文本中插入图表，您都需要提供这些图表以及文字图像的源文件。参看电

子插图的部分。 

强烈建议您使用文字处理器的“拼写检查”以及“语法检查”功能，以免不必要的错误。 
 
 
 

http://www.elsevier.com/guide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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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范式 

• 注意，允许用 “and/or”但这不是首选，请作者选择更合适的表达，如可能用“x or y or both”。 

• 指动物的性别用“Sex”，而不是“gender”。  

• 陈述样本总数（例如：此研究包括总共 600 只动物）而不用“N”来代表样品总数。 

• 数学的方括号和圆括号的层次结构是[ ( ) ]，例如： [(2 + 3) × (12 ÷ 2)] × 2 = 60。 

• 在写作中，方括号用在圆括号里面。例如： “The title page includes a running head (no more 
than 45 keystrokes [i.e., characters plus spaces]); the title…” 

• 正文或表格中的饲粮组成和化学成分应指明饲喂基础（即，鲜或干），类似地，组织成分的

数据也应指定（例如：湿或干）基础。 

例如： 

Table 1. Ingredients and nutrient composition of the diet(s) (as-fed basis) 

Table 1. Ingredients and nutrient composition of the diet(s) (DM basis) 

Ingredient(s), % (as-fed basis)  

Ingredient, % of DM 

Ingredient, g/kg (as fed basis) 

Nutrient composition, DM basis 

Calculated analysis, % (DM basis) 

Calculated composition, g/kg DM 

• 计算效率应为产出除以投入 （例如： 增重:饲料）(gain:feed，而不是 feed:gain)。 

• “while” 及 “since” 的用法应限于与时间相关的意思。适合的替代词包括：用“and,” “but,” 或 

“whereas”代替 “while,”，用“because,” “even though,” 或“although”代替“since.”         

• “Table”一词的首字母大写，不可缩写。当正文中引用“Figure”时，除在句首应全拼，否则都应

用其缩写词“Fig.” 。当实验、公式后面跟着数码时，应相应缩写为“Exp.” 及 “Eq.” 

• 避免用科学家不理解的其他行业的行话。不要用“head”指一头动物或一群动物，应用 animal, 

sow, ewe, steer, heifer, cattle, 等。 

• 避免用前缀词 bi-；一周两次和两周一次都是 biweekly。 

• 品种和种类名称的首字母应大写(例如：Landrace 及 Hereford).  

• 商标或注册名称的首字母应大写，不应使用符号 ™ ®。 

• 用斜体表示属和类(例如：Bos taurus)及植物品种(例如：Medicago sativa var. Potomac)。植物

品种的前面用“cv.”或将其放在单括号中(例如： Festuca arundinacea cv. Kentucky 31 或 Festuca 

arundinacea ‘Kentucky 31’)。 

• 离心力的表示应用 × g, 而不用 rpm，还应带上时间长度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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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值，字母“P”使用斜体，左右各留一个空格。报导P-值首选词为：”significant”， 及 ”highly 

significant“。 

• 要用斜体的拉丁语词： in vivo，in vitro；不用斜体的拉丁语词： ad libitum，vice versa。 

缩写 

• 正文中连续引用术语/定义的情况：当首次提及时必须全部拼写，随后在括号中注明其缩写词

（即使在摘要已定义过）；在正文以后的文字里，除在句首要用的缩写词应全拼写出来外，

一概使用缩写词。 

• 保证整篇文章用同样的缩写词。 

• 保证所定义的缩写词确实连续出现（不包括图/表中），否则应当删去。 

• 作者不应使用公认公知的缩写词，包括国际上用于表示元素的缩写词，来自定义缩写词， 

(例如：t = 公吨，不可用于时间 time、温度 temperature 或处理 treatment；P = phosphorus 不

可用于周期 period)。 

• 摘要中如必须要使用自定义缩写词，在首次提及时定义；脚注里也是一样。作者不应过多地

自定义的缩写词。 

• 缩写词的复数形式不需加 s，因为单复数可以从上下文中体会。 

• 文稿中可以使用氨基酸的 3 个字母的缩写词（例如：丙氨酸 Ala）。 

• 文稿中可直接使用国际上认可的化学元素符号（例如：H 、P、N、S）。 

• 以下公认公知的缩写词，文稿中可以直接使用，无须定义。 

Abbr. Full name 

AA amino acid(s) 

ADFI average daily feed intake 

ADG average daily gain 

avg average (use only in tables, not in the text) 

BW body weight (used for live weight) 

cfu colony-forming unit 

CP  crude protein 

DE  digestible energy 

DM  dry matter 

DMI  dry matter intake 

DNA  deoxyribonucleic acid 

EFA  essential fatty acid 

Eq.  Equation(s) 

EU European Union 

Exp.  experiment (always followed by a numeral) 

FFA  free fatty acid(s) 

g  Gravity (note it is italic) 

GE  gross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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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  gain-to-feed ratio 

pH Potential Of Hydrogen 

ME  metabolizable energy 

MP  metabolizable protein 

NE  net energy 

NEFA  nonesterified fatty acid 

No.  number (use only in tables, not in the text) 

OM  organic matter 

RNA  ribonucleic acid 

SFA  saturated fatty acid 

spp.  species 

ssp. subspecies 

TDN  total digestible nutrients 

VFA  volatile fatty acid(s) 

vol  volume 

vol/vol  volume/volume (used only in parentheses 

vs.  versus 

wt  weight (use only in tables, not in the text) 

wt/vol  weight/volume (used only in parentheses) 

wt/wt  weight/weight (used only in parentheses) 

 

基因和蛋白质名称 

基因的表达应当遵循现行的国际标准命名法。一些一般准则参见 the CSE Manual for Authors, 

Editors, 及 Publishers (7th ed., 2006).  

按照惯例，基因的名字斜体并包括登录号。蛋白质的名字通常不用斜体。例如，蛋白质p53

在老鼠的基因编码为Trp53。 

 因为没有适用于所有物种基因和蛋白质普遍接受的样式，所以 Animal Nutrition 要求作者承

担对特定物种采用合适惯例的责任。  

数学公式  

 如可行，简单的公式应放在普通正文中的一行。 

 复杂公式应使用 MathType。 

 用斜线（/）而不是用横线来表示分数，如 X/Y。 

 原则上，变量采用斜体。指数 e 用 exp 表示通常更为方便。 

 对不能放在正文里（并在正文中被明确引用）的公式连续编号。 

术语和单位  

• 遵循国际公认规则和惯例： 使用国际单位制 (SI) 。如果提到其他量，用 SI 给出它们的相等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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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为清晰起见，必须用非公制单位表达时，在折合公制值后的括号内给出该值，例如：90 

Tg/yr (1 Tg = 1 million tonnes)。 

 除摄氏度或者百分号外，所有数值和单位之间留 1 个空格。 

 用非重复性的系列单位，例如：60, 74 及 25% 而不是 60%, 74% 及 25%.  

• 升 (liter) 总是用一个大写字母 L 来表示，例如：mL/sec。 

• 将 mg % 转换为其他单位，例如 mg/L 或 mg/mL，用 mol/100 mol 而不是 molar percent 。 

 报导时间用 24 小时制（例如：1410 h 而不是 2:10 p.m.） 

 时间的计量单位缩写是 yr, mo, wk, h, min, s，且仅跟数码连用，例：7 h 15 min 30 s，2 wk, d 1, 

3 d。 

 时刻的表达，例：07:15:30，10:00。 

 标明单位以避免歧义（正确的表达如：numbers of spermatozoa, millions/mL）。 

 日粮能量的表达可以用卡路里或焦耳，尽管能量的标准公制单位是焦耳。 

物理单位: 

Symbol or abbr. Full name 

℃ degree Celsius 

cal  calorie 

g  gram 

IU  international unit 

J  joule 

L  liter 

m  meter 

mol  mole 

rpm  revolutions/minute 

t  metric ton (1,000 kg) 

 

时间单位: 

Abbr. Full name 

s second 

min  minute 

h hour 

d  day 

wk week 

mo month 

y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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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符号和缩写: 

Abbr. Full name 

ANOVA analysis of variance 

n  sample size (used parenthetically or in 
footnotes; note italics) 

P probability 

SEM  st 及 ard error of the mean  

 

使用数字的一般规则 

• 正文中表示数字范围用“to”而不用连字号，例：1 to 10，from d 10 to 35 postweaning， from d 

10 to 25 ，(d 10 to 25 postweaning)， ranged from 2.6 to 3.1% 。 

• 在表格的行与列、以及图轴标签中避免使用放大系数(例如：× 10–6)，因为不能确定数据是否

待乘或已乘该系数.  

• 用斜线号(/)，例如： “74 beats/min”而不是 “74 beats min–1“。 

• 在一个表达中不要使用一个以上的斜线 (例：使用“5 mg/(g∙d)”而不是 ”5 mg/g/d“)。 

• 连字符连接的数字和度量单位，可用作前置形容词 (例：After a 10-d acclimation period 

postweaning, 5-kg sample)。连字符不可与百分号或摄氏度一起使用。  

• 除斜线外，所有运算符(例：=, –, +, ±, ×, >, 及 <)连接 2 个数值时，运算符的前后各插入一个空

格(例：10 ± 1; 5 < 10; a 2 × 4 factorial)。 

• 应避免如“5 times less”的陈述，因为 “times” 意味着乘法，一个正数的 5 倍将会更大而不是更

小。对于负数这是对的，但读者可能不清楚. 

• 除了在句首或在标题中，所有数字都按阿拉伯数字形式写。当一个句中的 2 个数字相邻时(文

字较易表达的数字用拼写形式；例：two 10-kg samples)。当数字用作比喻修辞时，数字用拼

写形式.  

• 小于 1 的数字用 0 开头。 

• 大于 999 的数字用逗号分隔符(例：1,234 及 1,234,567)。 

• 阿拉伯数字应用于表示比例和乘法因数(例： 2:1 及 3-fold increase)。 

• 如果句首的数字是拼写的，那么也拼写它后面的单位(例： Ten milliliters of fluid . . ., 错：Ten 

mL of fluid . . .)。 

• 除在括号中使用单位的情况以外，单位前面没有数字时应全拼(例： lysine content was 
measured in milligrams per kilogram of diet) .  

• 1 位的序数应全拼(例：从 first 到 ninth)，更大的序数用数字形式表达.  

• 1 位的序数形成系列的一部分时也可用数字形式表达(例： 1st, 3rd, 10th, 20th, not first, third, 

10th, 及 20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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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页中至关重要的信息 

• 标题. 标题常被信息检索系统所使用，应简明扼要。可能的话，标题中避免用缩写词及公

式，仅首个单词及专有名词的首字母需大写。 

• 作者姓名和隶属单位. 作者姓名要完整拼写出来，名前姓后，作者姓名之间用逗号分隔。

如名字中的姓氏可能不清楚（如国外姓名中的双姓），请注明。用 * 注明通讯作者。将作者

的隶属单位地址（实际工作完成的地方）注明在作者名字的下一行。紧跟着作者姓名后用一

个上标小写字母注明作者单位，并在相应的单位地址前面也用这个字母注明。请提供每个隶

属单位的完整邮政地址，包括单位、城市、邮政编码以及国家。  

• 通讯作者. 清楚地注明哪位作者将在审稿工作、出版及出版后各个阶段中处理信件。除提供

通讯作者的电子邮件及完整的邮政地址以外，还要确保提供电话和传真号码，并附带国家和

地区代码。通讯作者必须及时更新其联系地址。如果有多个通讯作者，用“（作者姓名）”

分隔通讯作者的电子邮件地址。“（作者姓名）”为作者名的首字母和姓，之间用逗号分

隔，例：“（X. Gao）”。 

• 现在/永久地址. 如果作者在完成所述研究工作后地址改变了，或当时外出访问，那么可在

作者的名字后用脚注，上标阿拉伯数字，注明作者的现在地址（或永久地址）。作者完成论

文所述工作的那个单位必须保留为主要的联系地址。 

摘要 

摘要应为简明、确凿、少于2,000键（包括字符和空格）的一段。 

原创性研究论文简要陈述目的、方法、主要结果和结论。综述摘要为非结构化的一段式摘

要。 

摘要往往从文章中分离出来而单独成立，所以必须能够独立。 

摘要中应不引用文献，但必须引用时，就要标明其作者和年份。 

此外，避免使用不标准或不常见的缩写（如：自定义的缩写），但如果要用，就必须在首次

提及时定义。 

关键词 

紧跟摘要之后，列出最多6个关键词，包括单词或短语，应避免一般词语、复数形式以及多

个概念（例如：避免'and', 'of'）。这些关键词将被用于索引。使用缩写词应谨慎，只有在领域中

公知公认的缩写词才可能作为关键词。除专有名词、物种名称外，每个关键词仅首个字母大写。

关键词之间用逗号分隔，按首字母顺序排列。 

文章结构 

引言 

引言不超过2,000键（包括字符和空格），简要阐述研究的合理性，提供充分的研究背景，

指明待检验的假说，给出研究目的。不要写成详细的文献综述或结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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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 

应当完整且清楚地描述：饲粮、试验时间（如果适合的话）、动物（品种、性别、年龄、体

重以及称重条件）、外科技术、测量、添加剂（不要只给出产品名称或商标名称）、统计模型。 

研究中用到的每个专利产品必须在文章中第一次提及时提供制造商信息。 

除与讨论直接相关的具体商标名称外，所有药物和化学物质，应当用通用术语。 

结果 

结果应简明扼要且充分地展示数据，而且所有的数据应当附带某种变异指数，包括显著性水

平（即，P-值，例如 P = 0.042 或 P < 0.05），以便读者解读试验结果。正文对表格中的数据加以

解释或详细说明，但不应重复数据。 

讨论 

讨论部分应清晰简洁地探讨研究结果的意义，并将成果整合到以前发表文献的主体之中，从

而为读者提供一个广阔的基础以便接受或拒绝所检验的假设。避免对已出版文献的大量引用和讨

论。一个独立的讨论部分不应引用任何图表，也不应包含P-值（除从其他著作引用P-值的情况

外）。讨论必须和该研究的数据有一致性。如果合适的话，结果和讨论部分可以合并。 

结论 

用一个简短的结论部分展现研究的主要结论。该部分可以独立存在，或者成为讨论部分的一

个分部，或者成为讨论及结果部分的一个分部。 

致谢部分 

致谢部分以一个单独部分放在文章的后面以及参考文献的前面，而不放在标题页中以标题的

脚注或其他方式出现。致谢部分以简洁和适当的方式，列出已得到的资助、实验站、以及在研究

过程中提供帮助的人（例如：提供语言帮助、写作帮助或校对文章等）。 

利益冲突 

如公开现行或潜在的利益冲突，应在致谢部分后声明。 

参考文献 

所有被引用的出版物应以参考文献引用列表列出。仔细检查文稿保证引用作者的名字和日期

与参考文献引用列表中的准确相符。参考文献的准确性全部是作者的责任。 

应当避免引用非英语参考文献，但如果此类出版物包括英文摘要，而且（在执行编辑看来）

引用非英语参考文献的数目相对于引用参考文献的总数合理，引用非英语参考文献是可接受的。 

表格或图例中引用的参考文献应当在首次提及的地方列出。 
 

文献引用 
确保在正文中每个引用的文献都可以在参考文献引用列表中找到，反之亦然。在摘要中所有

的引用，必须完整地给出其参考文献。不推荐将未公布的研究成果及个人通讯放在参考文献引用

列表中，但可以在文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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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参考文献 
最低限度应当给出完整的URL及上次获取的日期。如已知任何进一步的信息（DOI、作者名

字、日期、引用源等），也应当给出。网络参考文献引用表列入参考文献表中，不要分别列出。 
 

专刊中的参考文献 
保证引用同一期专刊的文章时，在参考文献引用表中（及正文的引用处）注明“本期”字

样。 
 

参考文献管理软件 
本期刊的标准模板放在主要的参考文献管理软件包EndNote (  

http://www.endnote.com/support/enstyles.asp) 及Reference Manager (  

http://refman.com/support/rmstyles.asp)。使用文字处理包的插件准备文章时，作者只需选择适

当的期刊模板，参考文献引用列表及正文中的引用就可符合期刊所要求的风格。下面将对这方面

作描述。 

 

参考文献的格式 
所有正文中的文献引用应参考以下: 

1. 一位作者：作者姓名（除姓名显得含糊的情况外，不用名字缩写词）和出版年份; 

2. 两位作者：两位作者的名字和出版年份; 

3. 三位及更多作者：第一位作者的名字后面加“et al.”和出版年份. 

文献可以直接引用（或用括号注明）。引用文献先按照首字母顺序排列，再按照时间顺序排

列。  

例： “… as demonstrated in wheat (Allan, 1996a, 1996b, 1999; Allan and Jones, 1995). Kramer et 
al. (2000) have recently shown....”  

列表：参考文献排列应先按首字母顺序，如需要再按时间顺序排列。相同作者同年份的多个

参考文献必须用字母“a”, “b”, “c”,等在出版年份后标出。 

例:  

• 引用期刊出版物：  
Van der Geer J, Hanraads JAJ, Lupton RA. The art of writing a scientific article. J Sci Commun 

2000;163:51–59.  

• 用DOI引用同一期刊中的文章:  

Slifka MK, Whitton JL. Clinical implications of dysregulated cytokine production. Dig J Mol Med 
2000; doi:10.1007/s801090000086.  

• 引用同一期刊副刊中的文章: 
Frumin AM, Nussbaum J, Esposito M. Functional asplenia: demonstration of splenic activity by 

bone marrow scan. Blood 1979;59 (Suppl 1):26-32.  

• 引用一篇摘要:  
Ferrara N, Houck K, Jakeman L. The biology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J Acq Immun Def 

Synd 1993;6:687 (Abstract).  

http://www.endnote.com/support/enstyles.asp
http://refman.com/support/rmstyles.asp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Ferrara%20N%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9034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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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一本书:  
Strunk Jr W, White EB. The elements of style. 3rd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79.  

• 引用书籍中的一章:  
Mettam GR, Adams LB. How to prepare an electronic version of your article. In: Jones BS, Smith RZ,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the electronic age. New York: E-Publishing Inc.; 1994. pp. 281–304.  

• 引用一篇在线文章:  

Doe J. Title of subordinate document. In: The dictionary of substances 及 their effects.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1999. http://www.rsc.org/dose/title of subordinate document [accessed 15 Jan 
1999].  

• 引用一个在线数据库:  

Healthwise Knowledgebase. US Pharmacopeia, Rockville. 1998. http://www.healthwise.org 
[accessed 21 Sept 1998].  

注意终止页码的简写形式，例如：51-9，对于6位以上作者的，列出前6位作者，后面要跟着

“et al.”。欲知进一步的细节，请参考“向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一要求”(J Am Med Assoc 

1997;277:927–34)，以及 http://www.nlm.nih.gov/tsd/serials/terms_cond.html 

 

期刊缩写来源 
期刊名字的缩写应按照以下说明： 

指数 Medicus 期刊缩写: http://www.nlm.nih.gov/tsd/serials/lji.html;  

标题文字缩写列表: http://www.issn.org/2-22661-LTWA-online.php;  

CAS (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 美国化学会的下设组织化学文摘社): 
http://www.cas.org/sent.html.  

表格 

• 提交可编辑的表格，不可以是图像。 

• 每张表格单独用一页（用分节符分隔）。 

• 表格应带序列号，按在正文中的出现次序。 

• 表格必须符合独立标准，即无须参考正文的内容即可理解表格中的信息。 

• 表中的数据不在正文中重复出现。 

• 如有可能，表格应适合纵向页面显示， 而不是横向显示。 

• 每栏必须有一个标题 （例： Item, Ingredient）。 

• 列标题和行标题仅首个单词的首字母大写。 

• 数据区的长度限制在方法的准确度之内，可供有意义的比较即可。 

• 在表格中引用脚注的上标为阿拉伯数字。引用次序为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表格下的每个脚

注应另起一行。 

例子： 

http://www.nlm.nih.gov/tsd/serials/terms_cond.html
http://www.nlm.nih.gov/tsd/serials/lji.html
http://www.issn.org/2-22661-LTWA-online.php
http://www.cas.org/sent.html


14 
 

 

• 表格中自定义的缩写词，即使在正文中已经定义，还应在表格下方再次定义，例如： CT = 

computed tomography; MRI =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 表中用到任何专利产品必须提供生产商和地址。 

• 表示一列或一行中平均值的显著性差异，在数据后紧跟上标英文大小写字母，首选的脚注陈

述形式为:  

“Within a row (or column), means without a common superscript differ significantly (P < 0.05).”; 
““Within a row (or column), means without a common superscript differ highly significantly (P < 
0.001).” 

其他例子： 

Means in a row without a common lowercase letter differ (P < 0.05).  

Means in a column without a common capital letter differ over time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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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电子插图 

 一般要点 

• 插图的字体和大小要统一.  

• 插图中的文字和图片一起存成图片格式，或者装入所需字体.  

• 插图中只用以下字体: Arial, Courier, Times, Symbol.  

• 按照在正文中出现的次序对插图编号.  

• 给插图文件起符合逻辑的名称.  

• 给每个插图提供各自的说明.  

• 插图的大小要接近印刷版本的要求.  

• 提交每个插图用分别的文件.  

电子插图的详细指导可参见: http://www.elsevier.com/artworkinstructions 

我们鼓励您访问这个网站；这里给出的是其详细信息的节选。 

 Formats 格式 

无论使用哪个应用软件，完成电子插图后，请“另存为”或转换为以下格式之一:  

• EPS: 矢量图，嵌入的文字保存为“图形”.  

• TIFF: 彩色或灰度照片（半色调）: 分辨率最低要求 300 dpi.  

• TIFF: 位图线型的图: 分辨率最低要求 1000 dpi.  

• TIFF: 点阵组合线/半色调(彩色或灰阶): 分辨率最低要求 500 dpi.  

如果您的电子插图使用Microsoft Office应用程序（Word, PowerPoint, Excel）创建，请“按原

样”保存文件. 

请不要:  

• 提供为屏幕显示优化的文件（如：GIF、BMP、PICT、WPG）；这些文件分辨率太低; 

• 提供文件的分辨率太低;  

• 提交的图形大得不成比例. 

彩色插图 

确保插图文件格式可以接受（如：TIFF、EPS或MS Office）而且分辨率正确。如果您把已被

接受文章和可用的彩色插图一起提交，无论您是否要求在印刷出版中图像为彩色，Elsevier都可

以确保在网页中（例如：ScienceDirect以及其他网站）图像为彩色，而且无需另外收费。  

http://www.elsevier.com/artworki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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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图 

每张图单独用一页(用分节符分隔)并标上序列号。 

图的序列号按图在正文中出现的次序。 

符合独立标准：无须参考正文的内容就可理解图的信息。 

如果一张图不止有一个部分，那么用大写字母 A, B, C,等给这些部分加上标签，在图例中，

将这些大写字母加上括号，放在描述各部分图的文字前面。 

如需使用专利产品、脚注和缩写词，参照表格部分，要求是一样的。 

除不用颜色就不能理解的情况外，图中应避免用颜色。 

图的说明文字 

保证每张插图都有说明文字。 

图的说明文字应用另一页纸，双倍间距打印。 

说明文字应当包括一个简短的标题以及对图的描述。 

图的说明文字用“Fig. #”而不是“Figure. #.”。 

图中应最少使用文本，但所有的符号和作者自定义的缩写词都要有解释。   

附录 

如果附录不止1个，它们应当被确定为A, B, 等。附录中的公式和化学方程式应当分别编号：

Eq. (A.1), Eq. (A.2), 等；在随后的附录中，Eq. (B.1) 等等。表格和图也是类似的：Table A.1; Fig. A.1, 

等。 

提交清单 

在投稿之前，请对照以下清单进行最后一次检查。每项的具体信息，请参阅本《作者须

知》。  

检查清单:  

• 有一名作者被指定为通讯作者 

• 电子邮件地址 

• 完整的邮政地址 

• 电话和传真号 

• 必要文件已全部上传  

• 关键词 

• 所有图的说明文字 

• 所有的表格(包括标题、描述、脚注)  

进一步的考虑： 

• 稿件经过“拼写检查”和“语法检查” 

• 参考文献的格式符合期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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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表中所有的参考文献在正文中都被引用，反之亦然 

• 从其他来源（包括网络）有版权的材料，已获取其允许使用权。 

• 注明彩色图片要在网上的和印刷的都是彩色的，或仅要在网上为彩色，而在印刷中为黑白

色（网上彩色图片是免费的）。 

• 如果仅要在网上图片是彩色的而在印刷中为黑白色，为了印刷您需提供黑白色的图像版本

文件。 

更多详细信息，参见我们的客户支持网站：http://support.elsevier.com.   

其他信息 

修改文稿时，作者应当使用“审阅”中的“修订”选项，以便编辑容易看到对原来提交文稿

的任何改变。文稿修改不清楚者可能会被退回。 

回应审稿人评论的‘作者看法’中的具体评论必须组织清晰。例如，与审稿人使用同样的编

号体系，或者使用2栏，一栏陈述评论另一栏回应评论。  
 

文章被接受后 
 

数字对象标识符的使用 

数字对象标识符（DOI）用于引用并链接电子文档。DOI由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字数学式字符串

组成。出版者在首次电子出版文档时指定该文献一个DOI。指定的 DOI将不发生改变。因此，DOI

是引用文献理想的媒介，特别对于“文章即将发表”，因为该文章还没有完整的著书目录信息。

下面是引用一个DOI的正确格式：doi:10.1016/j.physletb.2010.09.059 （例子来自于Physics Letters 

B期刊中的一篇文献）当您使用DOI创建URL超链接并引用互联网上的文献时，它们被保证不变。 

校样 

我们将通过电子邮件将一套校样（PDF文件）发送给通讯作者，或者在电子邮件中提供一个

链接以便各位作者可以自己下载文件。目前Elsevier提供可注释的PDF校样；您需在

http://get.adobe.com/reader免费下载Adobe Reader 7以上的版本。怎样注释PDF校样的说明与校

样在一起发来（同时提供在线说明）。对于可用的计算机系统，Adobe的网站

http://www.adobe.com/products/reader/systemreqs给出了准确的要求。 

这份校样只用于检查文字、表格和图像中的排字、编辑、完整性及正确性。由于此时文章已

被接受出版，在此阶段只有通过编辑的可，才能考虑对文章进行大的修改。我们竭力使您的文章

又快又准确地得到出版——请让我们在48小时内从您收到全部修改。由于我们无法保证后续的

任何修改都能处理，在您回复之前，请仔细检查以确保用1次通讯就可以发送所有的修改，这一

点非常重要。校对完全是您的责任。 

http://nl.sitestat.com/elsevier/elsevier-com/s?clickout.elsevier.rightnow.support&ns_type=clickout
http://get.adobe.com/reader
http://www.adobe.com/products/reader/systemre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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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印本 

我们会通过电子邮件给通讯作者提供一份PDF免费文件。一旦文章被接受出版，抽印本订购

表也将发送给通讯作者。填写该表并付附加费，可以订购纸质抽印本。出版文章的PDF文件是水

印版的，包括一个封面以及一个免责声明。免责声明中列出了使用条款。 

关于抽印本的更多信息参阅: http://webshop.elsevier.com/ 
 

作者的询问 

 
对于有关投稿的询问，请参见期刊的主页。文章被接受后发生的问题，尤其是关于校对的问

题，将由出版者提供联系细节。您可以通过http://www.elsevier.com/trackarticle追踪已被接受的

文章。您也可以通过http://www.elsevier.com/authorFAQ查找作者常见问题，通过

http://support.elsevier.com联系客户支持。 

http://webshop.elsevier.com/
http://www.elsevier.com/trackarticle
http://www.elsevier.com/authorFAQ
http://support.elsevi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