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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什么非要“科学国际化”呢？ 



科学研究有三个功能： 
 

 第一，理解未知的世界，既满足人类的好奇心，提高人类
的文明程度，也塑造人类的世界观。例如，我们对恐龙的
研究不仅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地帮助了与“创造论”对立
的进化论。 

 

 第二，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做理论铺垫。这种功能被越来越
重视啦。有的科学研究是专门针对技术问题的，有的是后
来的人们才发现以前的理论研究有被“技术化”的可能（如
原子弹制造）。 

 

 第三，在竞争难免的世界里，科学研究很像体育运动，它
有“比赛”的成份在里面。许多情形下，一个有重要科学发
现的科学家有点像“得了体育比赛金牌的运动员”，他会使
他代表的国家感到荣耀。 





2. 科学的四股原则 

(1) Why did you do this?  

(2) How did you do it?  

(3) What are the results?  

(4) What is your interpretation?  



Introduction的目的是总结和归纳“你的文章所涉及领域或
所涉及方面的国内外轨迹和进展”。否则，您的文章可能会
被认为是Research Report or Data Report。说得通俗一点：
您得讲出“别人读您文章”的理由吧！或者说，您得使尽您
的混身解数用Introduction去吸引您的同行来读您的文章吧。 
 
  
这当然需要建立在您“广泛阅读相关领域”的文献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您得首先成为“有相关领域的足够知识”的人。
然后呢，您得将您的这些知识有条理地总结和归纳出来，而
且是沿着您的文章的思路去总结和归纳。总结和归纳的目的
便是：有说服力地和逻辑地导出您的文章的话题！ 

第一股： 

引言 --- Introduction（Why did you do this?） 



 给自己制定一个能养成习惯的阅读规矩：每个星期至
少读一定数量的文献（例如10篇？）； 

 

 规定其中的文献必需有一定百分比是英文文献（例如
不少于50%？）； 

 

 规定阅读文献的精读和泛读比例（例如每周总得有1-2

篇文章是需要精读的？）； 

 

 确定一些您需要长期跟踪的杂志甚至一些作者，检阅
它们的每一期和他们的每一篇，然后挑选出您需要“泛
读”的文章和您需要“精读”的文章。 

我对“广泛阅读相关领域”文献的建议： 



英文泛读： 

细读摘要部分和讨论部分，但粗读其它
部分（过一遍即可）。当然，如果方法
部分是您想深入了解的，您也不妨将方
法部分“精读”一下。 

  

 

英文精读： 

 确信您读懂了每个句子， 

 确信您贯通地读懂了每一段， 

 确信您以挑战的态度“贯通地”理解了
这篇文章的精髓和“可能的缺陷”。 



这一部分是“既容易又严肃”的。 
 
容易是由于您只需像写菜谱那样记录下您的研究程序和步骤；
严肃是由于您的程序和步骤记录必需详细和清晰到让别人也
用同样的程序和步骤能重复出您的研究结果。 
 
如果您采用的方法是常用的方法和别人详细描述过的方法，
您在“研究方法”部分的描述无需过分详细（但您得给出相
关的参考文献）。 
 
那些需要描述“地理背景”、“气候背景”等的文章，您也
完全可以去模仿别人的好写法，将您的资料套进去即可，而
且这样的模仿应该不属于“抄袭”。 

第二股： 

研究方法 --- Methods（How did you do it?） 



先需说明，有的作者愿意将“结果”与“讨论”合并
（例如我自己），要么在陈述资料的同时去讨论资料的
意义，要么在资料陈述完成后马上讨论资料的意义。不
过，科学“四股”里，讨论是被另列的。 
 
 
“结果和讨论”部分的难度一般不在于“英文表达”，
而在于“叙述逻辑”。更难的是：没有一个“放之四海
皆准”的叙述逻辑。当然，您对“叙述逻辑”的选择一
定得是服务于您的文章的主题的！ 

第三股第四股： 

结果和讨论--- Results and Discussion（what 

are the results? What is your interpretation?） 



例子1：如果您的文章是挑战或证实一个已有的说法，您
得开门见山地先陈述您要挑战或证实的“原本”说法，再
花费口舌去详细地陈述您自己的资料。然后，在此基础
上去讨论：这“原本”说法是站得住脚还是站不住脚？如
果站不住脚，为什么站不住脚？ 

问题重复：In C3 and C4 mixed ecosystems, the C4 percentage increases as 

the temperature increases and the precipitation decreases, implying that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modulated effective soil moisture is the key 

factor in controlling Delta13C signatures in C3 and C4 mixed ecosystems. 

 

讨论：The climatic dependency of the surface-soil carbon isotopic 

composition in the Mongolian Plateau might have resulted both from the 

humidity-related isotopic enrichment processes of the dominant C3 plants 

(stomatal conductance and photosynthetic discrimination) and from the 

aridity-related abundance of C4 plants (mainly Chenopodiaceae species). 

  



例子2：如果您的资料只是“内部比较”，那您的讨论自
然是：按您的“自我分类”类别（如A类、B类、C类，等

等），您的哪些资料是属于哪一类的？各属其类的含义
又是什么？ 

例如，在按年代序
列的讨论里，我常
用的“远高于均值”、
“高于均值”、“接
近均值”、“低于均
值”、“远低于均值”

等分类就可以表明
某个变量随着时间
的变化特征。 



结论部分也可以是独立的（如果将“讨论”与“结果”合并的话）。自
然，许多作者喜欢将“讨论”与“结论”放在一起。 

 

结论部分可以选择的逻辑无需遵循您在“结果”部分和“讨论”部分用
过的逻辑（特注：“结论”一定不等于“摘要”）。 

 

例如，您可以选择一个“随意”的逻辑： 

 

（1）您的资料显示，您的研究亚区1是属于标准资料的A类，您的
研究亚区2是属于标准资料的B类。但是您的研究亚区3则不属于标
准资料的任何一类。这里您可以猜测它（亚区3则不属于标准资料
的任何一类）的理由，或您就干脆说：您不知道理由。 

 

（2）自然啦，正是由于您还不确定或不知道它（亚区3则不属于

标准资料的任何一类）的理由，您就可以建议：我们应该去验证
“标准资料”，进而，您还可以建议“验证”的策略啦。当然，上述只
是一个众多可能的例子里的一个例子。 

结论 --- Conclusions（实际上是结果部分的延续）： 



最好在全文完成后再去写摘要。我的摘要写作策略很简单。 

 

从Introduction里挑出1-3句最关键的话（即：对国内外文献
的总结和归纳时导出的文章的话题）作为摘要的引子，然
后将您在“研究结果”的陈述高度压缩， 

 

写成2-４句能归纳资料的话，再将“讨论”部分的要点（不一
定是全部）复制过来或重组过来（2-4句即可）。 

 

当然啦，您得将上述“凑成”的摘要改造成逻辑很通顺的一
段或两端话啦。 

 

记着：摘要：全文的高度浓缩。摘要包括至少三个部分：
Why，What，Your Interpretations，有时写１－２句“如何做”

（Ｈｏｗ）的也是被期望的。 

摘要 --- Abstract： 



3. 科学写作的3C原则 

(1) Complete (完整)， 

(2) Concise (简明扼要)， 

(3) Coherent (连贯的、合乎逻辑的)。 



几点具体建议（关于科技英文写作）： 



用逻辑平稳的简单句子去写（即：不考虑发表时的字数/篇
幅限制）。 

 

先追求Coherent（逻辑）和Complete（完整），即用您自
己能顺利写出来的英文和您能把握的最严密逻辑先把文章
写出来。 

 

然后呢，用动词短语，分词短语，甚至合理的“造词”（如：
high temperature-resulted increase in evaporation就可以省掉
不少词的）等方式去压缩文章，并合理地使用转折词，以
衔接句子与句子之间和段落与段落之间的逻辑关系。 

 

最终的追求自然是：(1) complete (完整)，(2) concise (简明
扼要)，(3) coherent (连贯的、合乎逻辑的)。 

1. 先写成文章的详本 



要学会写吗，您得耐心地和长久地去“准备自己”。 

 

（1）您得十分注意专业词汇的积累（需要恒心地去积累；
网上自动翻译是靠不住的）； 

 

（2）在读英文文章时您得随时关注英文“表达方式”，甚
至您得记录下那些“您很欣赏的表达方式”， 

 

（3）当然，您得不断提高您阅读英文文献的速度和吸收
它的效率（既准确又快速）。 

 

您的追求应该是：英文发表不再是一件”挣扎”的事了。 

2. 适合于“长远打算”的建议 



我的学生中有那么几个人从博士阶段就很关注“英文文章
的写法”。他们是“智慧模仿”的人，他们是靠少“泛读”而
多“精读”很快达到了可以英文发表的水准的。 

 

还有几个“艰苦模仿”的学生，他们的办法是：找2-4篇和
他们自己要写的文章很像的文章作为“范文”，然后苦苦地
去100%地“弄懂”这几篇“范文”，再反复地“抄写”那些必需
的和他们还不熟悉的写法，最后呢，将“抄写本”作为终极
范本，一一对照地去完成他们自己的头几篇英文文章。 

 

当然了，写成后，他们总是反复地与“抄写本”和那几篇
“范文”对照并修改。不过，如此“模仿而成”的文章需要被
修改和润色到“没有抄袭嫌疑”的程度。 

３. 适合于“短期打算”的建议 



资料组织得如何？ 

 

思路组织得如何（即：想说什么，资料支持吗）？ 

 

文章的结构组织得如何（这里不仅指文章的section

的题目，还指段落的安排，甚至句子的安排）？ 

 

文字的组织如何（不仅无语法问题，还得无歧义的
句子，更重要的是无逻辑断层）？ 

审稿原则： 



科学评估：  
既不能靠“算卦先生” 
也不能靠“上帝”。 

4. 《Journal of Arid Land》简介 



《中国知网》统计源遴选的原则和范围 



注：总被引频次与影响
因子的关系不密切 



期刊影响力的计算方法 

IF = 他引影响因子 

TC = 他引总被引频次 



JCR =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被
引
用
频
次 

  影响因子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期刊”（国内TOP5）和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期刊”
（国内TOP10）在JCR数据库中的位置以及与JCR之TOP5和TOP10的比较 

全球地讲来，中国的TOP5（即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学术期刊）和TOP10

（即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期刊）在全球JCR（JCR =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排序中仍然很是偏低的（即下图中那些红色点和粉红色点）！ 



中国顶尖期刊遴选： 

TOP5%（顶尖1%-5%）：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TOP10%（顶尖6%-10%）：中国最具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2016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前175名 = TOP5%）  







 《Journal of Arid Land》创刊于
2009年，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

地理研究所，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和中国自然资源学会主
办，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Journal of Arid Land》
与Springer出版商负责期刊的海外
发行，录用稿件优先在线发表。 

 

 

 《Journal of Arid Land》的刊载内

容包括：干旱和半干旱区水、土、
生物、气候等自然资源的变化及其
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干旱和半干旱
地区地理、生态、农业、林业、草
业、牧业等，干旱和半干旱区域对
全球变化的响应与反馈机制等理论
性和实用性的成果；本刊还刊登研
究评述、快讯和学术动态等。 



Company 

Logo SCI影响因子上升 

2015 

0.793 

2014 2013 

0.931 1.472 

根据2016年的JCR报告，JAL的SCI影响
因子实现了从Q4区到Q3区的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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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想办一份新疆的很好英文杂志。 

 

我们也不是想办一份中国的很好英文杂志。 

我们的办刊目标： 

我们只是想办一份很好的英文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