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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名论文题名
nn题名的写作题名的写作
（（11）题名不宜偏大，论文不宜求大求全、泛泛而谈。）题名不宜偏大，论文不宜求大求全、泛泛而谈。
（（22）题名所涵盖的内容与论文具体内容要吻合。）题名所涵盖的内容与论文具体内容要吻合。
（（33）题名要精练。中文题名不宜超过）题名要精练。中文题名不宜超过2020个汉字，例如，个汉字，例如，
《《针对（关于）针对（关于）…………的研究（调查的研究（调查…………》》中的“针对中的“针对
（关于）”就可以删去。（关于）”就可以删去。
（（44）要恰当、简明地表达出论文的中心内容，使读者）要恰当、简明地表达出论文的中心内容，使读者
理解到论文的主题思想、主要观点和主要结论。理解到论文的主题思想、主要观点和主要结论。
（（55）不好拟定题名时，可以加上副题名。）不好拟定题名时，可以加上副题名。

例如：例如：《《能体现绿色化学观点的实验改进能体现绿色化学观点的实验改进》》
《《铜与稀硝酸反应实验的绿色化改进铜与稀硝酸反应实验的绿色化改进》》

《《<<实验化学实验化学>>中一则课题的设计探究中一则课题的设计探究》》
《《““铝配合物的生成”探究设计铝配合物的生成”探究设计》》

《《教科书中示意图也应具有科学性教科书中示意图也应具有科学性》》
《《大学化学教科书中示意图的科学性探讨大学化学教科书中示意图的科学性探讨》》



作者署名及单位作者署名及单位

nn 是拥有著作权的声明；是对文章内容负责的承是拥有著作权的声明；是对文章内容负责的承
诺；便于读者和作者联系。诺；便于读者和作者联系。

nn 作者应该是文章的主要创作者和主要贡献者，作者应该是文章的主要创作者和主要贡献者，
应该对文章内容有答辩能力，也是文章出现抄应该对文章内容有答辩能力，也是文章出现抄
袭、剽窃、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的直接责任者，袭、剽窃、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的直接责任者，
第一作者或通讯联系人为第一责任者。第一作者或通讯联系人为第一责任者。

nn 以投稿时的作者信息为准，不允许随意增减作以投稿时的作者信息为准，不允许随意增减作
者或者改变作者排序。者或者改变作者排序。

nn 作者单位应该用准确的全称，并提供城市、邮作者单位应该用准确的全称，并提供城市、邮
编等有效通讯信息。编等有效通讯信息。



作者署名及单位作者署名及单位



论文的摘要论文的摘要

nn摘要的写作摘要的写作

（（11）应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即读者不）应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即读者不
需要阅读全文，便能获得必要的信息。需要阅读全文，便能获得必要的信息。

（（22）根据内容需要，字数一般在）根据内容需要，字数一般在100100至至
300300左右，力求严谨、简明、确切。左右，力求严谨、简明、确切。

（（33）摘要写作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读）摘要写作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读
者是否阅读全文和论文被利用的情况，者是否阅读全文和论文被利用的情况，
尤其是在网络时代。尤其是在网络时代。



论文的摘要论文的摘要
nn摘要的写作摘要的写作

（（11）不要出现已经成为常识的内容，例如：开展探）不要出现已经成为常识的内容，例如：开展探

究学习是化学新课程的要求；合作学习是新课程倡导究学习是化学新课程的要求；合作学习是新课程倡导
的主要学习方式之一；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是新课程的主要学习方式之一；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是新课程
提出的三维教学目标之一，等等。提出的三维教学目标之一，等等。

（（22）摘要内容不要与正文中的）摘要内容不要与正文中的引言引言内容重复。内容重复。

（（33）不要对论文做诠释和评价，尤其是自我评价。例）不要对论文做诠释和评价，尤其是自我评价。例
如：有重要参考价值；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如：有重要参考价值；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44）不必用“本文、作者、笔者、我们”等作为主语。）不必用“本文、作者、笔者、我们”等作为主语。

（（55）一般不要使用数学公式和化学结构式，不用插图）一般不要使用数学公式和化学结构式，不用插图
和表格。和表格。

（（66）不要引用和标注文献。）不要引用和标注文献。



论文的摘要论文的摘要



论文的关键词论文的关键词

nn关键词的选取关键词的选取
（（11）表达论文主题概念和中心内容的词或词组，要具）表达论文主题概念和中心内容的词或词组，要具
有专指性、明确性。有专指性、明确性。

（（22）每篇论文应选取）每篇论文应选取3~83~8个词作为关键词。个词作为关键词。

（（33）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搞清主题概念和中心内容；）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搞清主题概念和中心内容；
尽可能从题名、摘要、层次标题和重要段落中抽出能尽可能从题名、摘要、层次标题和重要段落中抽出能
表达论文主题概念的词或词组。表达论文主题概念的词或词组。

（（44）作用：表达论文主题内容，利于情报检索。）作用：表达论文主题内容，利于情报检索。

（（55）不要使用泛指词，例如：理论、应用、探索、目）不要使用泛指词，例如：理论、应用、探索、目
的、特点、问题、方法、发展、分析、实践、反思、的、特点、问题、方法、发展、分析、实践、反思、
调查、分析、研究、改革、策略、学生、教师调查、分析、研究、改革、策略、学生、教师…………



论文的引言论文的引言

nn引言（文章开头）的写作引言（文章开头）的写作
（（11）提出文中研究的问题，引导读者阅读和理解全文）提出文中研究的问题，引导读者阅读和理解全文

（（22）介绍论文的写作背景和目的、前人所做研究工作）介绍论文的写作背景和目的、前人所做研究工作
的概况、目前研究的热点和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与前的概况、目前研究的热点和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与前
人工作的关系、作者工作的意义、本研究的理论依据人工作的关系、作者工作的意义、本研究的理论依据

（（33）不要与摘要内容雷同，也不要是摘要的注释；要）不要与摘要内容雷同，也不要是摘要的注释；要
与最后的结论部分呼应，但不应雷同；不要介绍开题与最后的结论部分呼应，但不应雷同；不要介绍开题
的过程和课题来源等的过程和课题来源等

（（44）开门见山，不绕圈子；言简意赅，突出重点（不）开门见山，不绕圈子；言简意赅，突出重点（不
要过多叙述学界熟知或常识性内容）；尊重科学，实要过多叙述学界熟知或常识性内容）；尊重科学，实
事求是（切忌使用首次发现、填补空白、很高的学术事求是（切忌使用首次发现、填补空白、很高的学术
价值；抛砖引玉、水平有限价值；抛砖引玉、水平有限))



论文的论文的引言引言

nn常见的引言写作方式和内容常见的引言写作方式和内容
（（11）通过文献分析提出问题）通过文献分析提出问题

化学迷思概念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其研化学迷思概念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其研
究主要集中在概念转变和有效教学策略究主要集中在概念转变和有效教学策略[1,2][1,2]，主要涉及，主要涉及
化学反应速率、化学平衡和电解质等化学反应速率、化学平衡和电解质等[3~5][3~5]。化合物与混。化合物与混
合物是一对兼顾物质的宏观与微观属性的概念合物是一对兼顾物质的宏观与微观属性的概念…………

（（22）通过实践反思提出问题）通过实践反思提出问题

课堂教学评价量表为听评课提供了科学依据，对课堂教学评价量表为听评课提供了科学依据，对
改进教师的教学行为和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促进作用。改进教师的教学行为和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是，从近几年课堂教学评价量表的使用情况来看，但是，从近几年课堂教学评价量表的使用情况来看，
主要存在：评价指标过多；评价内容空泛；评价缺乏主要存在：评价指标过多；评价内容空泛；评价缺乏
针对性和导向性；量化评价偏多等问题。针对性和导向性；量化评价偏多等问题。…………
考虑：读者需要知道什么，才能重视下文的研究内容。考虑：读者需要知道什么，才能重视下文的研究内容。



论文的论文的正文正文
nn正文写作中的问题正文写作中的问题
（（11）注意设计标题和小标题突出论文的组织结构，引导）注意设计标题和小标题突出论文的组织结构，引导
读者阅读（层次标题过长、层次过多或没有标题读者阅读（层次标题过长、层次过多或没有标题))；；
（（22）图表不规范，英文正体及斜体使用混乱；）图表不规范，英文正体及斜体使用混乱；

（（33）量和单位的使用不标准、不规范。例如分子量、原）量和单位的使用不标准、不规范。例如分子量、原
子量、比重、摩尔数、摩尔浓度、质量百分比浓度、体积子量、比重、摩尔数、摩尔浓度、质量百分比浓度、体积
百分比浓度、百分比浓度、pHpH值；值；ppmppm，，ppbppb，，ÅÅ…………
（（44）条理性和逻辑性欠缺，不够精致，语言随意或绝对：）条理性和逻辑性欠缺，不够精致，语言随意或绝对：
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创新；化学的真谛是实验，化学的魅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创新；化学的真谛是实验，化学的魅
力也是实验；通过查阅大量文献（文后没有或者很少）；力也是实验；通过查阅大量文献（文后没有或者很少）；
有机化学反应的本质问题就是断键；没有活动，就没有观有机化学反应的本质问题就是断键；没有活动，就没有观
念的生成；现代教育技术对高中化学教学会起到念的生成；现代教育技术对高中化学教学会起到推波助澜推波助澜
的作用；聚乙烯（的作用；聚乙烯（——CHCH22CHCH22——））…………



论文中的图表规范论文中的图表规范

nn正文中的图表、公式、化学方程式的规范正文中的图表、公式、化学方程式的规范
（（11）图序）图序++图题在图下方，图注或说明在图和图题中间，标图题在图下方，图注或说明在图和图题中间，标
目注意物理量的正斜体和单位标识，例如：目注意物理量的正斜体和单位标识，例如：cc/(/(molmol/L)/L)，，
mm/g/g

（（22）推荐使用三线表（必要时可以加辅助线），表序）推荐使用三线表（必要时可以加辅助线），表序++表题表题
在表格的上方，表注或说明在表格的下方，注意栏目中物在表格的上方，表注或说明在表格的下方，注意栏目中物
理量和单位以“量理量和单位以“量//单位”形式，表身中的数字一般不带单位”形式，表身中的数字一般不带
单位，百分数也不带百分号（单位，百分数也不带百分号（%%））

（（33）公式和化学方程式的转行：）公式和化学方程式的转行：A+B+C=A+B+C=
C+DC+D



论文中的图表规范论文中的图表规范

注：*用酒精灯加热。

（1）复合单位：键能/(kJ/mol)；百分数：比例/%。
（2）正文里要有指示表格的语句“见表1”。
（3）所有的表格都应该有“表序和表题”。



论文中的图表规范论文中的图表规范

a：pH=10~13；b：pH=5~9。
图1  不同pH下H2O2对酚酞褪色的影响

图1  H2O2对酚酞褪色的影响

ab

ab

（1）复合单位：电导率/(μS/cm)；百分数：比例/%。
（2）所有的图都应该有“图序和图题”。
（3）正文里应该有指示图的语句，如“见图1”。



论文中的外文和数字规范论文中的外文和数字规范
nn正文中的外文和数字规范正文中的外文和数字规范
（（11）使用斜体的情况：物理量符号、变量、坐标系符号；）使用斜体的情况：物理量符号、变量、坐标系符号；
表示旋光性、构型、构象、取代基位置的符号：表示旋光性、构型、构象、取代基位置的符号：dd，，ll--((外外
消旋消旋),), oo，，mm，，pp--((邻，间，对邻，间，对))，，ZZ，，EE--((顺，反顺，反))，，RR，，SS--，，
NN，，NN--二甲基二甲基…………

（（22）使用正体的情况：单位，元素符号，射线符号，粒子）使用正体的情况：单位，元素符号，射线符号，粒子
符号（符号（ee），基团符号（），基团符号（RR），电子轨道（），电子轨道（ss，，pp，，ff），电），电
子层符号（子层符号（KK，，LL，，MM），），pHpH，微分，微分dd，对数，对数lglg、、lnln…………

（（33）能用阿拉伯数字而又很得体的地方尽量使用阿拉伯数）能用阿拉伯数字而又很得体的地方尽量使用阿拉伯数
字。世纪、年代、年月日一般用阿拉伯数字；年份不简字。世纪、年代、年月日一般用阿拉伯数字；年份不简
写，也不要用“今年或去年”；相邻的数字表示概数，写，也不要用“今年或去年”；相邻的数字表示概数，
带有“几、多、余、左右、上下、约”的约数一般用汉带有“几、多、余、左右、上下、约”的约数一般用汉
字。字。



论文的参考文献论文的参考文献

nn参考文献的著录问题参考文献的著录问题

（（11）不标引或标引位置不准确；）不标引或标引位置不准确；

（（22）著录项目书写不规范，顺序混乱；）著录项目书写不规范，顺序混乱；

（（33）不清楚参考文献的著录项目，缺项；）不清楚参考文献的著录项目，缺项；

（（44）出现错误，如作者名、文章题名）出现错误，如作者名、文章题名…………



论文的参考文献论文的参考文献
文献类型 标志代码

普通图书 M
论文集，会议录 C

汇编 G
期刊 J
报纸 N

学位论文 D
报告 R
标准 S
专利 P

电子公告 EB
联机网络 OL

联机网络电子公告 EB/OL
…… ……



论文的参考文献论文的参考文献
nn 按按正文中引用的文献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字连续正文中引用的文献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字连续
编码，并将序号置于方括号中；编码，并将序号置于方括号中；

nn 同同一处引用多篇文献时，将各篇文献的序号在方括号一处引用多篇文献时，将各篇文献的序号在方括号
中全部列出，各序号间用“，”；中全部列出，各序号间用“，”；

nn 遇遇连续序号，可标注起讫号“连续序号，可标注起讫号“--” ” ；；
例如例如：： XXXXXXXXXXXXXXXXXX[1,3,4[1,3,4--6]6]

nn 同一同一文献被文献被引用多次，只编引用多次，只编 11个号，引文页码放在个号，引文页码放在
““[ ]”[ ]”外外, , 文献表中不再文献表中不再重复重复著录著录页码；页码；

例如：例如：XXXXXXXXXX[1]3[1]3--88，，XXXXXXXXXXXXXX[1]56[1]56--5858，，XXXXXXXXXX
XXXXXXXXXX[1]90[1]90--9191
nn 个人著者采用姓在前名在后的形式个人著者采用姓在前名在后的形式，欧美，欧美著者的名可著者的名可
以用缩写字母，以用缩写字母，缩写名后省略缩写名后省略缩写点。缩写点。

例如：朱玉军例如：朱玉军或或 Einstein AEinstein A（（AlbertAlbert））



论文的参考文献论文的参考文献
nn 作作者不超过者不超过 3 3 个时，个时，全部照录。超过全部照录。超过 3 3 个时，个时，只著录前只著录前

3 3 个责任者，个责任者，其后加“其后加“ ,,等”等”，外文用“，外文用“ , et al ”, et al ”，，et alet al不不
必用斜体。必用斜体。

示例示例11：张三，李四，王五，等：张三，李四，王五，等..
示例示例22：： YYellandelland R  L,  JR  L,  Jonesones S  C,  S  C,  EastonEaston K  S ,  et  al.K  S ,  et  al.

nn 除“译”外，不必著录作者的责任，例如：著，主编，编除“译”外，不必著录作者的责任，例如：著，主编，编
著，编写，编等。著，编写，编等。

nn 多卷（册）书（刊）的著录。多卷（册）书（刊）的著录。

示例示例11：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示例示例22：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11..
示例示例33：中国科学：化学：中国科学：化学,,
示例示例44：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学卷..



论文的参考文献论文的参考文献
nn 版本的著录：版本的著录：第第 1 1 版不著录，版不著录，其他版本说明需著录。其他版本说明需著录。
版本用阿拉伯数字、版本用阿拉伯数字、序数缩写形式或其他标志表示。序数缩写形式或其他标志表示。

示例示例11：：33版版..
示例示例22：修订版：修订版 ..
示例示例33：：5th ed.5th ed.
示例示例44：：RevRev ed.ed.（（Revised editionRevised edition））
示例示例55：：1980 ed.1980 ed.

nn 出版出版地的著录：著录出版者所在地的城市名称，而不地的著录：著录出版者所在地的城市名称，而不
是省份名称；文献中载有多个出版地，是省份名称；文献中载有多个出版地，只著录第一个只著录第一个
或处于显要位置的出版地。或处于显要位置的出版地。

nn 文献标志代码：电子文献必备，其他文献任选。文献标志代码：电子文献必备，其他文献任选。



论文的参考文献论文的参考文献

nn普通图书普通图书
[1]  [1]  刘知新刘知新..化学教学论化学教学论[M].3[M].3版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2004：：3535--4040
[2]  [2]  尼葛洛庞帝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数字化生存[[M] .M] .胡泳胡泳,,范海燕范海燕,,译译..海口海口: : 海海
南出版社南出版社,1996 ,1996 ：：4545--5050

nn论文集论文集
[1] [1] 辛希孟辛希孟..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A:A集集
[C] .[C] .北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1994：：3636--3838

nn学位论文学位论文
[1]  [1]  江家发江家发..中国近代化学溯源与体制化演进中国近代化学溯源与体制化演进[D].[D].芜湖：安芜湖：安
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2009：：1515



论文的参考文献论文的参考文献

nn期刊中析出的文献期刊中析出的文献
[1]  [1]  张丽，胡久华，吴迎春，等张丽，胡久华，吴迎春，等..发挥核心概念“平衡常发挥核心概念“平衡常
数”教学功能的化学平衡复习教学研究数”教学功能的化学平衡复习教学研究[J].[J].化学教育，化学教育，
20142014，，3535（（55）：）：2020--2424
注：若没有卷号，则著录为：“注：若没有卷号，则著录为：“20142014（（55）”；合期，则）”；合期，则
著录为：“著录为：“20142014（（1/21/2）”）”

nn图书或论文集里析出的文献图书或论文集里析出的文献
[1] [1] 白白书农书农. . 植物开花研究植物开花研究[M[M]]∥∥李承森李承森. . 植物科学进展植物科学进展..北北
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998：：146146--163163
[2] [2] 张小菊，王祖浩张小菊，王祖浩..化学课堂教学情境评价研究化学课堂教学情境评价研究[C] [C] ∥∥中中
国教育学会化学教学专业委员会国教育学会化学教学专业委员会..第九届全国化学课程与第九届全国化学课程与
教学论学术年会论文集教学论学术年会论文集.2012.2012：：11



论文的参考文献论文的参考文献

nn报纸文献报纸文献
[1]  [1]  冯冬红冯冬红，李济英，李济英..会提问，最具创造力的品质会提问，最具创造力的品质[N] .[N] .中中
国教育报，国教育报，20052005--0303--2525（（66））
注：“（注：“（66）”为版次。）”为版次。

nn网络文献网络文献
[1]  [1]  萧钰萧钰 . . 出出版版业业信息化信息化迈入迈入快车快车道道 [EB/OL].(2001[EB/OL].(2001--
1212--19)[200219)[2002--0404--15].15].http:http:∥∥www.creader.com/news/ www.creader.com/news/ 
200112190019.htm200112190019.htm
注：“注：“（（20012001--1212--1919））””为文献的更新或修改日期，为文献的更新或修改日期，
““[2002[2002--0404--15]15]”为引用日期，“”为引用日期，“[EB/OL][EB/OL]”为文献标志”为文献标志
代码，“代码，“EBEB”电子公告，“”电子公告，“OLOL”联机网络。”联机网络。

http://www.creader.com/news/
http://www.creader.com/news/


论文的参考文献论文的参考文献

nn报告文献报告文献
[1]  [1]  刘刘永增永增..解读教师人生：关于教师自身和谐发展的思解读教师人生：关于教师自身和谐发展的思
考考[R] .[R] .北京：中国教育学会，北京：中国教育学会，20062006：：3434--3535

nn标准标准文献文献
[1]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实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实
验）验）[S].[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2003：：88

nn专利文献专利文献
[1] [1] 姜锡洲姜锡洲..一种温热外敷药制备一种温热外敷药制备方案：方案：中国，中国， 88105607 88105607 
. . 3 3 [P]. 1989 [P]. 1989 --0707--2626
[1]  [1]  专利专利申请者或所有者申请者或所有者. . 专利题名专利题名: : 专利专利国别，专利号国别，专利号

[[文献文献类型标志类型标志] .] .公告日期公告日期或或公开日期公开日期



《《化学教育化学教育》》期刊简介期刊简介

nn 奇数期侧重于奇数期侧重于基础教育，栏目包括：基础教育，栏目包括：化学化学与社会、生活与社会、生活
中的化学、知识介绍、专论、新课程天地、教学研究、中的化学、知识介绍、专论、新课程天地、教学研究、
课程与教材研讨、高考改革、教师教育、复习指导、信课程与教材研讨、高考改革、教师教育、复习指导、信
息技术与化学、化学奥林匹克、实验教学与教具研制、息技术与化学、化学奥林匹克、实验教学与教具研制、
问题讨论与思考、调查报告、问题讨论与思考、调查报告、化学史与化学史教育、国化学史与化学史教育、国
内外信息等。内外信息等。

nn 偶数期侧重于偶数期侧重于师范类专科、本科师范类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化学和、研究生教育（化学和
非化学专业），职业教育，非化学专业），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网络教育等，栏成人教育、网络教育等，栏
目包括：目包括：化学前沿、知识介绍、化学与社会、生活中的化学前沿、知识介绍、化学与社会、生活中的
化学、专论化学、专论、课程与教材研讨、理论课教学、实验课教、课程与教材研讨、理论课教学、实验课教
学、职业教育、非化学专业化学教育、研究生教育、问学、职业教育、非化学专业化学教育、研究生教育、问
题讨论与思考、调研报告、国内外动态、化学史与化学题讨论与思考、调研报告、国内外动态、化学史与化学
史史教育、信息技术教育、信息技术与化学等。与化学等。



《《化学教育化学教育》》来稿之忌来稿之忌

nn一忌没有参考文献。一忌没有参考文献。

nn二忌没有核心问题。二忌没有核心问题。

nn三忌没有明确观点。三忌没有明确观点。

nn四忌浮于表面、泛泛而谈。四忌浮于表面、泛泛而谈。

nn五忌五忌不看不引不看不引《《化学教育化学教育》》相关文献。相关文献。

nn六忌存在科学性、常识性错误。六忌存在科学性、常识性错误。

nn七忌格式凌乱，不合七忌格式凌乱，不合《《化学教育化学教育》》要求。要求。

nn八忌图片不清楚、不规范、不能整体复制。八忌图片不清楚、不规范、不能整体复制。

nn…………



《《化学教育化学教育》》论文退稿原因例析论文退稿原因例析
nn内容与以往论文重复内容与以往论文重复

nn不适合化学教育的定位和读者群不适合化学教育的定位和读者群

nn内容陈旧，无新意内容陈旧，无新意

nn不符合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主流不符合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主流

nn个人经验和教学案例的简单总结，缺乏个人经验和教学案例的简单总结，缺乏
特色和分析，借鉴和推广价值不大特色和分析，借鉴和推广价值不大



《《化学教育化学教育》》论文退稿原因例析论文退稿原因例析

nn泛泛地介绍和罗列，缺乏案例支撑和理泛泛地介绍和罗列，缺乏案例支撑和理
性分析，没有说服力性分析，没有说服力

nn知识介绍科普化，缺乏必要化学信息知识介绍科普化，缺乏必要化学信息

nn东拼西凑，缺乏自身逻辑和明确主题东拼西凑，缺乏自身逻辑和明确主题

nn实验现象解释存在科学性错误，或证据实验现象解释存在科学性错误，或证据
不足、太片面或绝对不足、太片面或绝对



《《化学教育化学教育》》论文退稿原因例析论文退稿原因例析

nn信息技术的介绍过多，与化学教学整合信息技术的介绍过多，与化学教学整合
不够，或缺乏应用实例不够，或缺乏应用实例

nn研究设计存在缺陷：研究对象、研究方研究设计存在缺陷：研究对象、研究方
案、研究方法、数据分析、结论案、研究方法、数据分析、结论…………

nn存在抄袭、剽窃、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存在抄袭、剽窃、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
行为行为

nn…………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

[1][1]陈浩元陈浩元..科技书刊标准化科技书刊标准化1818讲讲..北京：北京北京：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998

[2][2]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标准国家标准GB/T 7714GB/T 7714--20052005

[3][3]著译者须知著译者须知..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72007



《化学教育》论文写作培训

朱玉军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化学教育》编辑部主任、专职副主编
zhuyujun588@sohu.com

010-58807875
http://www.hxjy.org

mailto:zhuyujun588@sohu.com
http://www.hxjy.org


论文题名论文题名
nn题名的写作题名的写作
（（11）题名不宜偏大，论文不宜求大求全、泛泛而谈。）题名不宜偏大，论文不宜求大求全、泛泛而谈。
（（22）题名所涵盖的内容与论文具体内容要吻合。）题名所涵盖的内容与论文具体内容要吻合。
（（33）题名要精练。中文题名不宜超过）题名要精练。中文题名不宜超过2020个汉字，例如，个汉字，例如，
《《针对（关于）针对（关于）…………的研究（调查的研究（调查…………》》中的“针对中的“针对
（关于）”就可以删去。（关于）”就可以删去。
（（44）要恰当、简明地表达出论文的中心内容，使读者）要恰当、简明地表达出论文的中心内容，使读者
理解到论文的主题思想、主要观点和主要结论。理解到论文的主题思想、主要观点和主要结论。
（（55）不好拟定题名时，可以加上副题名。）不好拟定题名时，可以加上副题名。

例如：例如：《《能体现绿色化学观点的实验改进能体现绿色化学观点的实验改进》》
《《铜与稀硝酸反应实验的绿色化改进铜与稀硝酸反应实验的绿色化改进》》

《《<<实验化学实验化学>>中一则课题的设计探究中一则课题的设计探究》》
《《““铝配合物的生成”探究设计铝配合物的生成”探究设计》》

《《教科书中示意图也应具有科学性教科书中示意图也应具有科学性》》
《《大学化学教科书中示意图的科学性探讨大学化学教科书中示意图的科学性探讨》》



作者署名及单位作者署名及单位

nn 是拥有著作权的声明；是对文章内容负责的承是拥有著作权的声明；是对文章内容负责的承
诺；便于读者和作者联系。诺；便于读者和作者联系。

nn 作者应该是文章的主要创作者和主要贡献者，作者应该是文章的主要创作者和主要贡献者，
应该对文章内容有答辩能力，也是文章出现抄应该对文章内容有答辩能力，也是文章出现抄
袭、剽窃、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的直接责任者，袭、剽窃、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的直接责任者，
第一作者或通讯联系人为第一责任者。第一作者或通讯联系人为第一责任者。

nn 以投稿时的作者信息为准，不允许随意增减作以投稿时的作者信息为准，不允许随意增减作
者或者改变作者排序。者或者改变作者排序。

nn 作者单位应该用准确的全称，并提供城市、邮作者单位应该用准确的全称，并提供城市、邮
编等有效通讯信息。编等有效通讯信息。



作者署名及单位作者署名及单位



论文的摘要论文的摘要

nn摘要的写作摘要的写作

（（11）应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即读者不）应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即读者不
需要阅读全文，便能获得必要的信息。需要阅读全文，便能获得必要的信息。

（（22）根据内容需要，字数一般在）根据内容需要，字数一般在100100至至
300300左右，力求严谨、简明、确切。左右，力求严谨、简明、确切。

（（33）摘要写作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读）摘要写作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读
者是否阅读全文和论文被利用的情况，者是否阅读全文和论文被利用的情况，
尤其是在网络时代。尤其是在网络时代。



论文的摘要论文的摘要
nn摘要的写作摘要的写作

（（11）不要出现已经成为常识的内容，例如：开展探）不要出现已经成为常识的内容，例如：开展探

究学习是化学新课程的要求；合作学习是新课程倡导究学习是化学新课程的要求；合作学习是新课程倡导
的主要学习方式之一；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是新课程的主要学习方式之一；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是新课程
提出的三维教学目标之一，等等。提出的三维教学目标之一，等等。

（（22）摘要内容不要与正文中的）摘要内容不要与正文中的引言引言内容重复。内容重复。

（（33）不要对论文做诠释和评价，尤其是自我评价。例）不要对论文做诠释和评价，尤其是自我评价。例
如：有重要参考价值；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如：有重要参考价值；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44）不必用“本文、作者、笔者、我们”等作为主语。）不必用“本文、作者、笔者、我们”等作为主语。

（（55）一般不要使用数学公式和化学结构式，不用插图）一般不要使用数学公式和化学结构式，不用插图
和表格。和表格。

（（66）不要引用和标注文献。）不要引用和标注文献。



论文的摘要论文的摘要



论文的关键词论文的关键词

nn关键词的选取关键词的选取
（（11）表达论文主题概念和中心内容的词或词组，要具）表达论文主题概念和中心内容的词或词组，要具
有专指性、明确性。有专指性、明确性。

（（22）每篇论文应选取）每篇论文应选取3~83~8个词作为关键词。个词作为关键词。

（（33）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搞清主题概念和中心内容；）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搞清主题概念和中心内容；
尽可能从题名、摘要、层次标题和重要段落中抽出能尽可能从题名、摘要、层次标题和重要段落中抽出能
表达论文主题概念的词或词组。表达论文主题概念的词或词组。

（（44）作用：表达论文主题内容，利于情报检索。）作用：表达论文主题内容，利于情报检索。

（（55）不要使用泛指词，例如：理论、应用、探索、目）不要使用泛指词，例如：理论、应用、探索、目
的、特点、问题、方法、发展、分析、实践、反思、的、特点、问题、方法、发展、分析、实践、反思、
调查、分析、研究、改革、策略、学生、教师调查、分析、研究、改革、策略、学生、教师…………



论文的引言论文的引言

nn引言（文章开头）的写作引言（文章开头）的写作
（（11）提出文中研究的问题，引导读者阅读和理解全文）提出文中研究的问题，引导读者阅读和理解全文

（（22）介绍论文的写作背景和目的、前人所做研究工作）介绍论文的写作背景和目的、前人所做研究工作
的概况、目前研究的热点和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与前的概况、目前研究的热点和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与前
人工作的关系、作者工作的意义、本研究的理论依据人工作的关系、作者工作的意义、本研究的理论依据

（（33）不要与摘要内容雷同，也不要是摘要的注释；要）不要与摘要内容雷同，也不要是摘要的注释；要
与最后的结论部分呼应，但不应雷同；不要介绍开题与最后的结论部分呼应，但不应雷同；不要介绍开题
的过程和课题来源等的过程和课题来源等

（（44）开门见山，不绕圈子；言简意赅，突出重点（不）开门见山，不绕圈子；言简意赅，突出重点（不
要过多叙述学界熟知或常识性内容）；尊重科学，实要过多叙述学界熟知或常识性内容）；尊重科学，实
事求是（切忌使用首次发现、填补空白、很高的学术事求是（切忌使用首次发现、填补空白、很高的学术
价值；抛砖引玉、水平有限价值；抛砖引玉、水平有限))



论文的论文的引言引言

nn常见的引言写作方式和内容常见的引言写作方式和内容
（（11）通过文献分析提出问题）通过文献分析提出问题

化学迷思概念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其研化学迷思概念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其研
究主要集中在概念转变和有效教学策略究主要集中在概念转变和有效教学策略[[11--22]]，主要涉及，主要涉及
化学反应速率、化学平衡和电解质等化学反应速率、化学平衡和电解质等[[33--55]]。化合物与混。化合物与混
合物是一对兼顾物质的宏观与微观属性的概念合物是一对兼顾物质的宏观与微观属性的概念…………

（（22）通过实践反思提出问题）通过实践反思提出问题

课堂教学评价量表为听评课提供了科学依据，对课堂教学评价量表为听评课提供了科学依据，对
改进教师的教学行为和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促进作用。改进教师的教学行为和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是，从近几年课堂教学评价量表的使用情况来看，但是，从近几年课堂教学评价量表的使用情况来看，
主要存在：评价指标过多；评价内容空泛；评价缺乏主要存在：评价指标过多；评价内容空泛；评价缺乏
针对性和导向性；量化评价偏多等问题。针对性和导向性；量化评价偏多等问题。…………
考虑：读者需要知道什么，才能重视下文的研究内容。考虑：读者需要知道什么，才能重视下文的研究内容。



论文的论文的正文正文
nn正文写作中的问题正文写作中的问题
（（11）注意设计标题和小标题突出论文的组织结构，引导）注意设计标题和小标题突出论文的组织结构，引导
读者阅读（层次标题过长、层次过多或没有标题读者阅读（层次标题过长、层次过多或没有标题))；；
（（22）图表不规范，英文正体及斜体使用混乱；）图表不规范，英文正体及斜体使用混乱；

（（33）量和单位的使用不标准、不规范。例如分子量、原）量和单位的使用不标准、不规范。例如分子量、原
子量、比重、摩尔数、摩尔浓度、质量百分比浓度、体积子量、比重、摩尔数、摩尔浓度、质量百分比浓度、体积
百分比浓度、百分比浓度、pHpH值；值；ppmppm，，ppbppb，，ÅÅ…………
（（44）条理性和逻辑性欠缺，不够精致，语言随意或绝对：）条理性和逻辑性欠缺，不够精致，语言随意或绝对：
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创新；化学的真谛是实验，化学的魅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创新；化学的真谛是实验，化学的魅
力也是实验；通过查阅大量文献（文后没有或者很少）；力也是实验；通过查阅大量文献（文后没有或者很少）；
有机化学反应的本质问题就是断键；没有活动，就没有观有机化学反应的本质问题就是断键；没有活动，就没有观
念的生成；现代教育技术对高中化学教学会起到念的生成；现代教育技术对高中化学教学会起到推波助澜推波助澜
的作用；聚乙烯（的作用；聚乙烯（——CHCH22CHCH22——））…………



论文中的图表规范论文中的图表规范

nn正文中的图表、公式、化学方程式的规范正文中的图表、公式、化学方程式的规范
（（11）图序）图序++图题在图下方，图注或说明在图和图题中间，标图题在图下方，图注或说明在图和图题中间，标
目注意物理量的正斜体和单位标识，例如：目注意物理量的正斜体和单位标识，例如：cc/(/(molmol/L)/L)，，
mm/g/g

（（22）推荐使用三线表（必要时可以加辅助线），表序）推荐使用三线表（必要时可以加辅助线），表序++表题表题
在表格的上方，表注或说明在表格的下方，注意栏目中物在表格的上方，表注或说明在表格的下方，注意栏目中物
理量和单位以“量理量和单位以“量//单位”形式，表身中的数字一般不带单位”形式，表身中的数字一般不带
单位，百分数也不带百分号（单位，百分数也不带百分号（%%））

（（33）公式和化学方程式的转行：）公式和化学方程式的转行：A+B+C=A+B+C=
C+DC+D



论文中的图表规范论文中的图表规范

注：*用酒精灯加热。

（1）复合单位：键能/(kJ/mol)；百分数：比例/%。
（2）正文里要有指示表格的语句“见表1”。
（3）所有的表格都应该有“表序和表题”。



论文中的图表规范论文中的图表规范

a：pH=10~13；b：pH=5~9。
图1  不同pH下H2O2对酚酞褪色的影响

图1  H2O2对酚酞褪色的影响

ab

ab

（1）复合单位：电导率/(μS/cm)；百分数：比例/%。
（2）所有的图都应该有“图序和图题”。
（3）正文里应该有指示图的语句，如“见图1”。



论文中的外文和数字规范论文中的外文和数字规范
nn正文中的外文和数字规范正文中的外文和数字规范
（（11）使用斜体的情况：物理量符号、变量、坐标系符号；）使用斜体的情况：物理量符号、变量、坐标系符号；
表示旋光性、构型、构象、取代基位置的符号：表示旋光性、构型、构象、取代基位置的符号：dd，，ll--((外外
消旋消旋),), oo，，mm，，pp--((邻，间，对邻，间，对))，，ZZ，，EE--((顺，反顺，反))，，RR，，SS--，，
NN，，NN--二甲基二甲基…………

（（22）使用正体的情况：单位，元素符号，射线符号，粒子）使用正体的情况：单位，元素符号，射线符号，粒子
符号（符号（ee），基团符号（），基团符号（RR），电子轨道（），电子轨道（ss，，pp，，ff），电），电
子层符号（子层符号（KK，，LL，，MM），），pHpH，微分，微分dd，对数，对数lglg、、lnln…………

（（33）能用阿拉伯数字而又很得体的地方尽量使用阿拉伯数）能用阿拉伯数字而又很得体的地方尽量使用阿拉伯数
字。世纪、年代、年月日一般用阿拉伯数字；年份不简字。世纪、年代、年月日一般用阿拉伯数字；年份不简
写，也不要用“今年或去年”；相邻的数字表示概数，写，也不要用“今年或去年”；相邻的数字表示概数，
带有“几、多、余、左右、上下、约”的约数一般用汉带有“几、多、余、左右、上下、约”的约数一般用汉
字。字。



论文的参考文献论文的参考文献

nn参考文献的著录问题参考文献的著录问题

（（11）不标引或标引位置不准确；）不标引或标引位置不准确；

（（22）著录项目书写不规范，顺序混乱；）著录项目书写不规范，顺序混乱；

（（33）不清楚参考文献的著录项目，缺项；）不清楚参考文献的著录项目，缺项；

（（44）出现错误，如作者名、文章题名）出现错误，如作者名、文章题名…………



论文的参考文献论文的参考文献
文献类型 标志代码

普通图书 M
论文集，会议录 C

汇编 G
期刊 J
报纸 N

学位论文 D
报告 R
标准 S
专利 P

电子公告 EB
联机网络 OL

联机网络电子公告 EB/OL
…… ……



论文的参考文献论文的参考文献
nn 按按正文中引用的文献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字连续正文中引用的文献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字连续
编码，并将序号置于方括号中；编码，并将序号置于方括号中；

nn 同同一处引用多篇文献时，将各篇文献的序号在方括号一处引用多篇文献时，将各篇文献的序号在方括号
中全部列出，各序号间用“，”；中全部列出，各序号间用“，”；

nn 遇遇连续序号，可标注起讫号“连续序号，可标注起讫号“--” ” ；；
例如例如：： XXXXXXXXXXXXXXXXXX[1,3,4[1,3,4--6]6]

nn 同一同一文献被文献被引用多次，只编引用多次，只编 11个号，引文页码放在个号，引文页码放在
““[ ]”[ ]”外外, , 文献表中不再文献表中不再重复重复著录著录页码；页码；

例如：例如：XXXXXXXXXX[1]3[1]3--88，，XXXXXXXXXXXXXX[1]56[1]56--5858，，XXXXXXXXXX
XXXXXXXXXX[1]90[1]90--9191
nn 个人著者采用姓在前名在后的形式个人著者采用姓在前名在后的形式，欧美，欧美著者的名可著者的名可
以用缩写字母，以用缩写字母，缩写名后省略缩写名后省略缩写点。缩写点。

例如：朱玉军例如：朱玉军或或 Einstein AEinstein A（（AlbertAlbert））



论文的参考文献论文的参考文献
nn 作作者不超过者不超过 3 3 个时，个时，全部照录。超过全部照录。超过 3 3 个时，个时，只著录前只著录前

3 3 个责任者，个责任者，其后加“其后加“ ,,等”等”，外文用“，外文用“ , et al ”, et al ”，，et alet al不不
必用斜体。必用斜体。

示例示例11：张三，李四，王五，等：张三，李四，王五，等..
示例示例22：： YYellandelland R  L,  JR  L,  Jonesones S  C,  S  C,  EastonEaston K  S ,  et  al.K  S ,  et  al.

nn 除“译”外，不必著录作者的责任，例如：著，主编，编除“译”外，不必著录作者的责任，例如：著，主编，编
著，编写，编等。著，编写，编等。

nn 多卷（册）书（刊）的著录。多卷（册）书（刊）的著录。

示例示例11：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示例示例22：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11..
示例示例33：中国科学：化学：中国科学：化学,,
示例示例44：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学卷..



论文的参考文献论文的参考文献
nn 版本的著录：版本的著录：第第 1 1 版不著录，版不著录，其他版本说明需著录。其他版本说明需著录。
版本用阿拉伯数字、版本用阿拉伯数字、序数缩写形式或其他标志表示。序数缩写形式或其他标志表示。

示例示例11：：33版版..
示例示例22：修订版：修订版 ..
示例示例33：：5th ed.5th ed.
示例示例44：：RevRev ed.ed.（（Revised editionRevised edition））
示例示例55：：1980 ed.1980 ed.

nn 出版出版地的著录：著录出版者所在地的城市名称，而不地的著录：著录出版者所在地的城市名称，而不
是省份名称；文献中载有多个出版地，是省份名称；文献中载有多个出版地，只著录第一个只著录第一个
或处于显要位置的出版地。或处于显要位置的出版地。

nn 文献标志代码：电子文献必备，其他文献任选。文献标志代码：电子文献必备，其他文献任选。



论文的参考文献论文的参考文献

nn普通图书普通图书
[1]  [1]  刘知新刘知新..化学教学论化学教学论[M].3[M].3版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2004：：3535--4040
[2]  [2]  尼葛洛庞帝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数字化生存[[M] .M] .胡泳胡泳,,范海燕范海燕,,译译..海口海口: : 海海
南出版社南出版社,1996 ,1996 ：：4545--5050

nn论文集论文集
[1] [1] 辛希孟辛希孟..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A:A集集
[C] .[C] .北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1994：：3636--3838

nn学位论文学位论文
[1]  [1]  江家发江家发..中国近代化学溯源与体制化演进中国近代化学溯源与体制化演进[D].[D].芜湖：安芜湖：安
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2009：：1515



论文的参考文献论文的参考文献

nn期刊中析出的文献期刊中析出的文献
[1]  [1]  张丽，胡久华，吴迎春，等张丽，胡久华，吴迎春，等..发挥核心概念“平衡常发挥核心概念“平衡常
数”教学功能的化学平衡复习教学研究数”教学功能的化学平衡复习教学研究[J].[J].化学教育，化学教育，
20142014，，3535（（55）：）：2020--2424
注：若没有卷号，则著录为：“注：若没有卷号，则著录为：“20142014（（55）”；合期，则）”；合期，则
著录为：“著录为：“20142014（（1/21/2）”）”

nn图书或论文集里析出的文献图书或论文集里析出的文献
[1] [1] 白白书农书农. . 植物开花研究植物开花研究[M[M]]∥∥李承森李承森. . 植物科学进展植物科学进展..北北
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998：：146146--163163
[2] [2] 张小菊，王祖浩张小菊，王祖浩..化学课堂教学情境评价研究化学课堂教学情境评价研究[C] [C] ∥∥中中
国教育学会化学教学专业委员会国教育学会化学教学专业委员会..第九届全国化学课程与第九届全国化学课程与
教学论学术年会论文集教学论学术年会论文集.2012.2012：：11



论文的参考文献论文的参考文献

nn报纸文献报纸文献
[1]  [1]  冯冬红冯冬红，李济英，李济英..会提问，最具创造力的品质会提问，最具创造力的品质[N] .[N] .中中
国教育报，国教育报，20052005--0303--2525（（66））
注：“（注：“（66）”为版次。）”为版次。

nn网络文献网络文献
[1]  [1]  萧钰萧钰 . . 出出版版业业信息化信息化迈入迈入快车快车道道 [EB/OL].(2001[EB/OL].(2001--
1212--19)[200219)[2002--0404--15].15].http:http:∥∥www.creader.com/news/ www.creader.com/news/ 
200112190019.htm200112190019.htm
注：“注：“（（20012001--1212--1919））””为文献的更新或修改日期，为文献的更新或修改日期，
““[2002[2002--0404--15]15]”为引用日期，“”为引用日期，“[EB/OL][EB/OL]”为文献标志”为文献标志
代码，“代码，“EBEB”电子公告，“”电子公告，“OLOL”联机网络。”联机网络。

http://www.creader.com/news/
http://www.creader.com/news/


论文的参考文献论文的参考文献

nn报告文献报告文献
[1]  [1]  刘刘永增永增..解读教师人生：关于教师自身和谐发展的思解读教师人生：关于教师自身和谐发展的思
考考[R] .[R] .北京：中国教育学会，北京：中国教育学会，20062006：：3434--3535

nn标准标准文献文献
[1]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实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实
验）验）[S].[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2003：：88

nn专利文献专利文献
[1] [1] 姜锡洲姜锡洲..一种温热外敷药制备一种温热外敷药制备方案：方案：中国，中国， 88105607 88105607 
. . 3 3 [P]. 1989 [P]. 1989 --0707--2626
[1]  [1]  专利专利申请者或所有者申请者或所有者. . 专利题名专利题名: : 专利专利国别，专利号国别，专利号

[[文献文献类型标志类型标志] .] .公告日期公告日期或或公开日期公开日期



《《化学教育化学教育》》期刊简介期刊简介

nn 奇数期侧重于奇数期侧重于基础教育，栏目包括：基础教育，栏目包括：化学化学与社会、生活与社会、生活
中的化学、知识介绍、专论、新课程天地、教学研究、中的化学、知识介绍、专论、新课程天地、教学研究、
课程与教材研讨、高考改革、教师教育、复习指导、信课程与教材研讨、高考改革、教师教育、复习指导、信
息技术与化学、化学奥林匹克、实验教学与教具研制、息技术与化学、化学奥林匹克、实验教学与教具研制、
问题讨论与思考、调查报告、问题讨论与思考、调查报告、化学史与化学史教育、国化学史与化学史教育、国
内外信息等。内外信息等。

nn 偶数期侧重于偶数期侧重于师范类专科、本科师范类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化学和、研究生教育（化学和
非化学专业），职业教育，非化学专业），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网络教育等，栏成人教育、网络教育等，栏
目包括：目包括：化学前沿、知识介绍、化学与社会、生活中的化学前沿、知识介绍、化学与社会、生活中的
化学、专论化学、专论、课程与教材研讨、理论课教学、实验课教、课程与教材研讨、理论课教学、实验课教
学、职业教育、非化学专业化学教育、研究生教育、问学、职业教育、非化学专业化学教育、研究生教育、问
题讨论与思考、调研报告、国内外动态、化学史与化学题讨论与思考、调研报告、国内外动态、化学史与化学
史史教育、信息技术教育、信息技术与化学等。与化学等。



《《化学教育化学教育》》来稿之忌来稿之忌

nn一忌没有参考文献。一忌没有参考文献。

nn二忌没有核心问题。二忌没有核心问题。

nn三忌没有明确观点。三忌没有明确观点。

nn四忌浮于表面、泛泛而谈。四忌浮于表面、泛泛而谈。

nn五忌不看不引五忌不看不引《《化学教育化学教育》》相关文献。相关文献。

nn六忌存在科学性、常识性错误。六忌存在科学性、常识性错误。

nn七忌格式凌乱，不合七忌格式凌乱，不合《《化学教育化学教育》》要求。要求。

nn八忌图片不清楚、不规范、不能整体复制。八忌图片不清楚、不规范、不能整体复制。

nn…………



《《化学教育化学教育》》论文退稿原因例析论文退稿原因例析
nn内容与以往论文重复内容与以往论文重复

nn不适合化学教育的定位和读者群不适合化学教育的定位和读者群

nn内容陈旧，无新意内容陈旧，无新意

nn不符合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主流不符合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主流

nn个人经验和教学案例的简单总结，缺乏个人经验和教学案例的简单总结，缺乏
特色和分析，借鉴和推广价值不大特色和分析，借鉴和推广价值不大



《《化学教育化学教育》》论文退稿原因例析论文退稿原因例析

nn泛泛地介绍和罗列，缺乏案例支撑和理泛泛地介绍和罗列，缺乏案例支撑和理
性分析，没有说服力性分析，没有说服力

nn知识介绍科普化，缺乏必要化学信息知识介绍科普化，缺乏必要化学信息

nn东拼西凑，缺乏自身逻辑和明确主题东拼西凑，缺乏自身逻辑和明确主题

nn实验现象解释存在科学性错误，或证据实验现象解释存在科学性错误，或证据
不足、太片面或绝对不足、太片面或绝对



《《化学教育化学教育》》论文退稿原因例析论文退稿原因例析

nn信息技术的介绍过多，与化学教学整合信息技术的介绍过多，与化学教学整合
不够，或缺乏应用实例不够，或缺乏应用实例

nn研究设计存在缺陷：研究对象、研究方研究设计存在缺陷：研究对象、研究方
案、研究方法、数据分析、结论案、研究方法、数据分析、结论…………

nn存在抄袭、剽窃、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存在抄袭、剽窃、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
行为行为

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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