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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 编辑不回答的 QQ 提问或邮件咨询 

1) 举例如下： 

- 编辑您好，刚看我的论文状态是正在外审，我能知道我的外审送到哪了吗？ 

- 编辑您好，我没钱付版面费，能不能少一点或免费？ 

- 编辑您好，评审我的论文的专家是不是我推荐的外审专家？ 

- 编辑您好，外审专家的评论我不接受，麻烦你告诉我是哪位教授评我的论文

不？ 

- 编辑您好，外审专家哪天能返回审稿意见？ 

- 编辑您好，我的文章已经接收发表了，我能不能增加文中基金项目或作者？ 

- 编辑您好，我的文章能不能提前发表，因为我毕业需要这篇文章？ 

- 编辑您好，因为我毕业需要录用通知，能不能先给我发一个录用通知？ 

2) 其它类似已经在《投稿须知》或《作者常见问题》中已经列举的。 

3) 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 

 

问题2. 如何在线填写（更新）投稿著录信息（稿签） 

作者在线投稿成功，编务录入以后，稿签（作者在投稿时在线录入的全部稿件信息）

将自动进入冻结状态，作者不能自行修改稿件信息。如需修改，需要编辑授权。 

填写或修改稿件信息时，必须一次性补全所有信息（基金（基金名称、批准文号与批

准时间）、外审专家、稿件类型），点击下一步（不要点击最下面的“修改完成”），才

能一步一步添加。 

如果需要更改通讯作者，在保持第一作者（与稿件相联系的投稿作者）不变的情况

下，可以先删除准通讯作者（必须有通讯邮箱），再度添加作者，并在选项中指定通讯作

者身份。 

根据《《山地学报》投稿须知》和《《山地学报》版权转让协议及学术规范承诺规

定》，在终审录用以后，将不允许更改任何稿签信息。 

注意： 

- 通讯作者必须有电子邮箱，否则在选项中为灰色，不能选中和更改。 
- 在线稿件信息里的作者排序必须与稿件里一致。 
- 增删作者时，必须保留投稿作者。如误删投稿作者，将删除登录账号。 
- 在线填写时，如基金项目信息，如果直接从 WORD 中粘贴拷备，请先在写字板中粘贴再

复制，以去掉隐藏的格式信息。 

 

问题3. 文章退改 

由于在线采编系统的局限性，重审专家看不到作者通过系统邮件的方式所提交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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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或修改说明。因此，必须用上传修改稿的方式进行提交，并同时提交一份修改说明附

件。 

请作者在对稿件修改时，必须采用WORD中的修订模式，以便于编辑或外审专家审核

原文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修改的痕迹（可以在WORD中用注释的方式，同时对你的修改

进行解释或说明，以节省外审专家或编辑的时间）。同时，针对编辑或外审专家的意见，

烦请同时提交一份修改说明，逐条撰写修改说明或不能修改的理由，以节省编辑或外审专

家复审的时间。 

作者根据外审专家及编辑的意见进行修改时，请保留编辑或外审专家的评论。以便于

专家回顾前期的评审建议并进行评估。 

重要提醒： 

提交给编辑的修改稿与作者修改说明，必须在“上传修改稿处”在线上传(见下图)。 

作者修改提交界面（如下图 1所示），包括 1个“稿件修改说明”空白栏，以及从上到下

“修改稿说明附件”、“稿件”、 “附件”3个上传链接。 

作者完成的修改稿请在“稿件”处上传，同时作者的修改说明必须在“稿件修改说明”空

白栏处在线填写，同时在 “修改稿说明附件”和“附件”处上传。 

请作者不要用邮件（直接邮件或采编系统内部邮件）。外审专家不能直接阅读作者通过邮

件发送给编辑的修改稿或修改答复意见。只能通过在线下载阅读“稿件”和“附件”处的

上传文档，进行学术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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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在线投稿系统作者登陆界面：上传修改稿 

 

问题4. 为什么初审很快退改 

以下是责编初审很快退回的主要原因： 

- 作者注册时在线输入的作者及稿件信息(例如，全部作者信息、通讯作者指定、3

名推荐外审专家、基金等)应完整而真实有效。如不完整，编辑初审时将退回； 

- 作者没有按照来稿要求将作者及相关信息删除，编辑不能外送盲审； 

- 初审时，责编将对比核对在线稿件登记信息与文稿信息（作者与基金等），如不

相符，编辑初审时将退回； 

- 通讯作者不是基金负责人； 

- 初审时，责编发现作者并没有按照《投稿须知》的要求，上传WORD版本的稿件

(1997-2003格式 )。 

提醒： 

第一作者、通讯作者、推荐外审专家的邮箱必须真实而有效，作者提交注册之前，应发送

邮件核实有效性。否则，因邮箱问题，将导致外审拖延。 

 

问题5. 稿签上标明“录用”或“修改后录用”，是不是稿件被正式刊用？ 

外审意见返回，责编审核通过后将提交给终审（会审）。如终审意见返回，作者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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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系统时可以看到终审编辑的终审意见。例如，稿签上将出现“退稿”、“修改后发

表”等在线投稿系统的标签。如果稿件的终审意见是“修改后发表”或“发表”，稿件进

行到下一阶段：编修阶段。此时，责任编辑会向作者索取全体作者签名的《《山地学报》

版权转让协议及学术规范承诺》，并综合外审意见和本刊体例要求，对稿件进行全面的审

核修改与校对等工作，工作重点之一是核实作者针对外审的意见而提交的修改稿进行评

估，必要时可增加外审。稿件编修完成，稿件将提交主任和编委会（主编）会审，会审将

正式决定录用与否，并邮寄或电邮加盖编辑部印戳的《稿件录用及版面费通知函》。 

提醒： 

稿签上标明“修改后录用”或者“编修”是系统自带的标签，并不表明该稿件已经被本刊

决定刊用。正式刊用将以加盖编辑部印戳的《稿件录用及版面费通知函》为依据。 

 

问题6. 盲审与在线稿件信息的作者保密问题 

《山地学报》采用双向匿名审稿，以确保稿件公平公正地得到学术评估。作者首次提

交稿件时，请主动删除任何有助于猜测或确定作者身份、单位等方面的文字信息。稿件外

审通过后，在终审编修阶段，请作者添加补完信息（作者简介、基金信息、单位、致谢

等），并提交修改稿。 

提醒： 

由作者负责录入的在线投稿系统中的稿件信息，是本刊数据统计与分析的基础数据库，只

有作者本人或编辑才能查阅。本刊在线投稿系统中，外审专家不能接触到关于作者或稿件

的具体信息。外审专家只能下载稿件并评审论文。因此，删除稿件的作者及相关信息，并

不影响在线投稿系统已经由作者录入的稿件信息的保密与安全。 

 

问题7. 为什么上传稿件修改意见失败或在线填写显示字数错误 

- 上传附件必须限定格式。上传WORD格式文件(在线投稿系统只接收WORD 1997-2003

格式，即DOC格式，不接收DOCX格式，即WORD2013格式)。 

- 如果在WORD中完成了文字，直接粘贴至在线系统中，很可能显示字数错误或无法

进行下一步。这是因为WORD中自带格式信息，占据了字符。请务必在系统写字板

中粘贴一次，再次复制，最后粘贴至在线系统中，可以解决在线填写显示字数错

误的问题。 

 

问题8. “等待责编处理” 

稿件处理的不同阶段都会出现这个稿签。这意味，投稿系统正在等待编辑进行具体操

作，稿件才能进入下一流程。这些操作包括，指派初审，责编送外审，副主编（主任）终

审，指派编修，等待编修，等待安排刊期等。作者可以根据《山地学报稿件处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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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自身稿件所经历的审稿过程，可判断稿件所在的稿件处理节点。 

如果作者已经根据责编发过来的终审退改稿（包括2位以上的外审专家的意见）进行了

修改并上传的修改稿及修改说明。这时，稿签变成了“等待责编处理”，稿件处于责编编

修阶段。这表明，稿件已经经历了外审评定，编辑正在对稿件进行审核及校对，最终确定

是否提交终审或退稿。另一种可能性是，稿件已经通过终审，有可能被正式录用，稿件正

在责编进行编修，下一阶段作者将收到责编发来的编修退改邮件。 

稿件编修阶段的“等待责编处理”，是责编最繁重与细致的工作。责编将对全部来往

邮件、外审意见、编辑意见等进行全面分析与整理，并且根据本刊刊文的格式体例，进行

稿件的详细修订（WORD修定模式）。这是稿件进入清样稿之前的最后一步。 

 

问题9. 编辑收到版权协议后 

作者收到编辑部要求提交《山地学报版权转让协议及学术规范承诺》，请在官网（或

QQ群）下载范本。请认真阅读协议内容，收集全体作者签名后中，将高清扫描件发送给编

辑（系统内邮箱或编辑部官方邮箱）。编辑收到作者邮件后，会进行系统内部登记注册，

并发送证实邮件(下图)。 

 

提醒： 

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全体作者必须签署版权转让协议才能发表作品。

只有收到协议后，本刊才能合法地进行稿件编修、排版与发表。 

 

问题10. 稿件的字体与格式要求 

由于本刊是委托专业排版机构负责排版（方正排版系统）。因此，稿件的文字大小与

格式，基本符合本刊要求即可。 

 

问题11. 编修与编辑加工稿 

(一) 编修流程 

根据《山地学报稿件处理流程图》，终审通过的稿件将由责编负责编修。责编将按照

《山地学报编修要点》或《山地学报稿件编修阶段作者自查表》（可以QQ群空间下载）对

稿件进行总体审核与审校。编修内容包括： 

1) 程序审查 

- 责编浏览并通读全部来往邮件、审稿意见； 

- 审查稿件是否完成了初审、外审、终审流程，并满足稿件进一步处理要求； 

- 审查稿件内容是否与在线系统稿件信息一致（作者、基金等信息）；在线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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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信息是否完备； 

- 审查全体作者签署的《山地学报版权转让协议及学术规范承诺》书； 

2) 学术审核 

- 核对审稿记录；根据初审、外审和编辑意见，核对稿件是否完成了严格完成

了实质性修订，已经提交了修改稿与修改说明； 

- 根据《山地学报引言撰写要求》、《山地学报摘要和关键词要求》、《山地

学报投稿须知》、《山地学报作者常问问题》等本刊规范性文件，重点批阅

摘要、前言及结论部分（WORD修订模式）； 

3) 格式审核 

- 根据《山地学报投稿须知》、《山地学报作者常问问题》、《山地学报常用

基金中英文对照翻译》等本刊规范性文件，重点对题录、首页底注作者简介

和基金标注、章节编号、图表、公式、作者数量等进行审订（WORD修订模

式）； 

- 根据《山地学报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与要求》的要求，重点对参考文献进行审

校； 

4) 内容审核 

- 修订文章标识：中图分类号与文献标志码；稿件收稿日期及改回日期，等内

容；修订与建议作者修改文章题目； 

- 全文语句通读与审校； 

5) 英译审读 

根据《山地学报摘要和关键词要求》与《山地学报投稿须知》等本刊规范性文

件，对全文英译部分进行审读。英文摘要的质量目标是达到英文国际学术期刊

（中科院分区二类及以上的国外学术期刊的英文质量）的水平。 

(二) 编辑加工稿 

责编完成编修稿，将在线上传。作者可以在“查看审改意见”（放大镜图标）图标

上点击进入，然后点击“编修稿”，下载责编上传的加工稿。 

 
图 作者登陆后的主界面 

 

 

图 编修稿的下载位置 

 

(三) 编修完成 

责编完成编修稿后，将提交给编辑部主任和提交主编会会审进行编修稿审批，确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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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稿件录用、排期、录用通知书、版面费通知等流程。 

 

问题12. 清样稿（作者一校）提交 

作者审核的清样稿，请采取投稿系统内上传修改稿的方式，同时采用直接发送邮件给

官方邮箱mountain_res@imde.ac.cn。请不要用系统内部邮件的方式，期责编不能收取稿件

责编的信件。 

 

问题13. “能否提前发表” 

本刊禀承的是公开、公平、公正的学术理念与操守。选稿上刊的原则是依据投稿时间

先后、定稿先后（有时候，稿件拖期是因为作者自己修改时间超期所导致）、期刊栏目设

置的需要，以及其它学术考量（上级命令等），编辑部提出候选刊用文章，由编委会会审

确定。本刊不收取“提前发表费”，不支持个别稿件脱离正常排队秩序，提前发表。 

作者因考核、毕业等原因，向本刊提出提前发表的要求，一般不予接受。来稿经编委

会会审确定接收发表，如符合《山地学报投稿须知》第16条的规定，可以由编辑部正式出

具《稿件录用及版面费通知函》扫描件并加盖《山地学报》官方印戳（印戳由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登记注册），供作者作为学术成果呈述的法定依据。 

 

问题14. 作者查询稿件状态 

稿件状态由以下几个标签来指明：投稿成功；稿件刚登记；等待初审；等待外审；等

待终审；录用待安排刊期；已安排刊期；等待责编处理；退改等。 

不同的稿件状态下，作者、编辑与外审专家面临不同的稿件处理任务。正确理解本刊

稿件处理流程，请参考《山地学报稿件处理流程图》；《山地学报投稿须知》中第11条、

第12条、第15条、第16条、第17条；本文的第2问、第5问、第8问、第9问、第11问。 

本刊采用的西安三才公司开发设计的投稿系统。稿件处理流程总体上按照“投稿成

功”；“等待初审”；“等待外审”；“等待终审”；“录用待安排刊期”；“已安排刊

期”、“发表”稿件状态依次进行。在任何稿件处理阶段，由于作者、编辑与外审专家的

一方或交互操作，“退改”和“等待责编处理”的稿件状态极有可能出现。当一个流程完

成，在线稿件状态将自动变更，作者与编辑几乎同时可观察到新的稿件状态标签的出现。 

根据《山地学报投稿须知》第12条所规定的稿件处理期限，本刊设定在线投稿系统的

时间节点。在线投稿系统会根据时间设点，自动提醒责任编辑进行相应的操作。例如：初

审、外审、终审，催促作者、外审专家等。 

例如，外审专家超期不能完成编辑部指定的外审意见，责任编辑会收到系统的提醒，

提醒责编外审超期日期，提醒责编发送提醒邮件给外审专家，或者直接更换外审专家。 

作者可依据时间节点，登陆系统进行查询。如在处理期限范围内，烦请保持耐心。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山地学报》编辑部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地理学会 

 

 
四川成都人民南路四段九号    邮编：610041   办公电话：028-85223826      电子邮件：mountain_res@imde.ac.cn 

 
  10 / 11 

 

 

问题15. 外审超期 

如果外审超期，责编会根据系统提示，对外审专家进行邮件催审，或打电话直接提醒

外审专家。在征得外审专家同意的条件下，例如，外审专家出差，表态无法按照完成任

务，或者出现完全联系不上专家的情况下，责编可以主动更换外审专家或另外加送外审。 

外审的进度和质量是广大作者十分关心的问题。2016年下半年以来，本刊加大预算投

入。特殊情况下，一篇稿件可送2-5个外审，如其中2个外审意见返回，就可以进入终审及

会审。但是，外审费用由作者承担。 

 

问题16. 官网全文下载 

本刊在官网提供过期文章全文下载。但是，根据CNKI数据库的要求，官网提供论文全

文下载的时间应晚于CNKI全文上线后至少半年，以满足CNKI年度期刊统计计量（下载量，

引用量等数据）的要求。 

 

问题17. 盲审意见与退稿 

作者收到本刊退稿邮件时，会注意到邮件中列举至少2名外审专家对稿件的评审意见。

本刊规定，只有2名及以上盲审意见一致同意发表，责编才有权向会审（主编会）建议稿件

刊用。责编做出退稿的决定，必须同时参考2名及以上外审专家的盲审意见。当外审意见正

反对立，责编将不得不认真研读外审专家的意见，完全理解外审专家的评语及依据，甚至

对评审专家的学术背景调查及评审历史等进行综合分析，最终决定是否有必要加送外审，

或者直接退稿处理，或者提交常务副主编来寻求意见。 

本刊充分尊重外审专家的意见，强调同行评议的重要性及公平性。任何得到外审专家

支持发表的稿件刊用，专家将获赠当期刊物，以表达本刊对专家的尊重与感谢。任何稿

件，因专家意见而退稿，外审专家将得到本刊正式的邮件告知。 

编辑不是稿件的上帝，不是审判者，是稿件的仆人。 

有时候专家的观点有片面性，有学术观点及流派之争，就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

意见，从来都是众口难平。但是，本刊坚持双盲审，这一点比基金评审好，至少不会出现

针对性的学术泼墨。 

统计数据来看，2016年本刊收到约550篇投稿，实际发表稿件约100篇（CNKI数据：

2015年，发表98篇），年均发表率低于20%。 

作为一名长年一线科研工作出身的编辑，我们经常经历退稿的沮丧与愤懑。希望作者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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