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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投稿信 
出色投稿信的目的。

投稿信是您为自己的稿件陈情游说的好机会。投稿信绝非单纯形式，至少应像撰写您稿件内容那样同等

用心（若非更用心的话）。归根结底，投稿信旨在影响期刊编辑是否将您的稿件送出进行同行评议的

决定。

投稿信应当说明，您的稿件为什么非常适合该目标

期刊，并强调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您还应让编

辑确信，不存在影响您的稿件发表决策的任何利益

冲突。

同时也给出您的联系信息。目标期刊的在线提交

系统中，可能会有您的联系信息，但是在投稿信中

给出联系信息也很必要。

投稿信的起始段，应当说明稿件题目及作者姓名。

您也可说明所提交稿件的类型（研究论文、综述、

个例研究等）。在此第一段中及接下来的段落，说

明您研究的基本原理及主要成果。如果您之前发表

过的文章与本稿件直接相关，可以提及该文章。

然后，用一个短段落来解释您的稿件为什么非常适

合该目标期刊。切忌笼统地说，自己的稿件“是对

该领域有意义的”或“新颖的”。应强调该目标期

刊的宗旨和范围声明中的具体方面。

如果目标期刊表示对临床应用研究感兴趣，则必须

强调自己的文章在临床意义方面的重要性。如果目

标期刊提到其专注于纳米结构材料，那么您应当说

明自己的文章如何与此类材料相关。即使您的文章

并非绝对适合此目标期刊，也要确保提及宗旨和范

围声明中的某些内容，并解释清楚您的文稿为何会

让该期刊的读者感兴趣。

最后，您的投稿信应当让
编辑产生足够兴趣，来认
真阅读您的文章并选择将
其发出给同行评议。

有时不论投稿信写得如何，重大的科学成果文稿依

然会被送出外审，但是对于希望自己研究文章脱颖

而出的绝大多数科研人员而言，一封精心撰写的投

稿信会大有裨益。

投稿信的结构。 

撰写投稿信类似于写标准的商业信函（参见下文）。 

正式称呼编辑的姓名（如果您知道编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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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信息结合起来，投稿信应当让编辑确信，您的稿件
值得考虑在其期刊上发表，而且您对其期刊特别感兴趣。

最后，用简短段落结束投稿信，其中应包括下列各点： 

•	 稿件的原创性（例如，您亲自撰写，没有抄袭）

•	 稿件中不含已被发表过的任何内容，您也没有将任何部分同时投递给任何其他期刊

•	 没有需要披露的利益冲突

•	 列出可能的审稿人（仅在该期刊有要求的情况下提供）

•	 提出不应审阅您稿件的任何研究人员

其他提示。

•	 投稿信的用语，可以比摘要或引言更文辞华丽、给人更深刻的印象。抓住编辑的注意力！

•	 利用投稿信强调您文稿的亮点，并说明此文为什么会激发该期刊读者的兴趣。

•	 切勿在投稿信中谈论有关您竞争对手的负面信息，或提到任何研究人员派系关系问题。应当专注于

您文章的优势，以及其会吸引读者阅读的原因。

•	 投稿信可能带来不同结果，可能是一开始就被退稿，也可能是稿件被发出进行同行评议。花些时

间撰写投稿信，并在发出前让同事帮助校对检查。请记住，目标期刊名称和任何物种名称，应使用

斜体字。

•	 还应留意某些可能的错误，包括无关资料（比如引用某些您先前进行的与现在文稿不相关的研究）、

干扰性细节（比如列出样本大小和 p 值）及信息重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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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信样例
My Name
University of Research
804 Research Drive
Los Angeles, CA, USA 90210
310-555-1234
m.name@researchu.edu

Dr. John Editorian
Editor-in-Chief
Journal of Science

August 3, 2012

Dear Dr. Editorian:

I am pleased to submit an original research article entitled “Neofunctionalization of polymerase rho in Ustilago 
maydis” by Albert Postdoc and My Name for consideration for publication in the Journal of Science. We previously 
uncovered a role for polymerase rho in DNA repair in U. maydis [引证], and this manuscript builds on our prior 
study to determine the evolution of this unique enzyme.

In this manuscript, we show that polymerase rho… [列出几个重要成果].

We believe that this manuscript is appropriate for publication by the Journal of Science because it… [关于与该期

刊宗旨和范围的具体关联]. Our manuscript creates a paradigm for future studies of the evolution of essential 
enzymes in yeast.

This manuscript has not been published and is not under consideration for publication elsewhere.  We have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to disclose, but we do respectfully request that Dr. Glen Meanie not review our manuscript.  If 
you feel that the manuscript is appropriate for your journal, we suggest the following reviewers:

[列出审稿人和联系信息，如果该期刊有要求]

Thank you for your consideration!

Sincerely,

My Name, Ph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volutionary Mycology
University of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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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drak 博士是 AJE 全球沟通经理，他于2007 年加入该公司。他毕业于杜克大学 
(Duke University)，获得分子遗传学与微生物学博士学位，在杜克大学和北卡罗莱纳

大学教堂山分校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从事病原菌研究超过八年。

担任现职之前，Mudrak 博士在 AJE 作者教育项目中，主持过许多有关学术文章撰写

和发表的在线研讨会和研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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