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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 编辑不回答的 QQ 提问或邮件咨询 

本QQ群是《山地学报》唯一官方QQ群，是本刊斥资向腾讯公司购买的企业群，2017年7

月正式上线运行，服务于全部作者、编辑、外审、排版、印刷、审读。作为本刊快速交流

的窗口，请大家支持并爱护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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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审我的论文的专家是不是我推荐的外审专家？（评：盲审） 

- 编辑您好，我没钱付版面费，能不能少一点或免费？（评：纳入财政，统一

收费，版面费与编辑部无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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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你想找外审专家的麻烦？） 

- 编辑您好，外审专家哪天能返回审稿意见？（评：编辑不是预言家） 

- 编辑您好，我的文章已经接收发表了，我能不能增加基金项目或作者？

（评：学术不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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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影

响编辑正常的工作秩序；违反公平与正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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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问题13） 

- 编辑您好，请问我的稿件外审回来没有？（评：问题14） 

- 编辑您好，稿号xxxxxx昨天已经提交修改稿，现等待责编处理，麻烦老师处

理。（评：编辑在工作时间处理稿件，遵循流程与秩序，不需要作者督促。

如稿件已经超期，作者可适当提醒编辑处理） 

2) 其他类似已经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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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提问前，请明确您的提问对象，请向您的责编提问。 

5) 问题14：作者查询稿件状态。稿件状态是作者可实时在线查看的，烦请不要问此

类问题，请将宝贵时间留给编辑。 

提醒： 

1) 当作者因自身稿件问题向在线编辑咨询，请向你的责编私聊，请不要群里公开提

问，以减少群聊空间的琐碎消息； 

2) 作者提问后，编辑需要安排时间来回答。请作者不要就同一问题锲而不舍地向编

辑提问，影响编辑的时间安排与工作秩序。 

 

问题2. 在线填写（更新）稿件著录信息（稿签） 

由于本刊使用的三才在线投稿系统本身的系统兼容性存在问题（编辑评语），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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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7系统浏览器（INTERNET EXPLORER 11）采用兼容模式（TOOLS-COMPATIBILITY 

VIEW SETTINGS，添加入本刊网址）可解决大部分在线提交或显示问题。 

作者在线投稿成功，录入信息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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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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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类型等），点击“ 下一步”（不要点击最下面的“修改完

成”），一页一页添加，最后点击修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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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允许更改稿签信息。 

注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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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线稿件信息里的作者排序必须与稿件里一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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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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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审退改 

作者收到编辑系统内部邮件，要求作者在一定期限内根据邮件所附的外审意见进行退

改，这时，请作者参考外审及编辑意见，采用WORD软件中审阅栏的修订模式(Track 

changes)，对稿件盲审稿进行全面修改,请同时采用评注的方法对修改部分进行说明，以

便外审专家及编辑针对性审核。如果作者对外审意见没有异议，应忠实按照意见进行修

改。 

根据本刊规定，编辑一旦收到作者外审退改稿，将至少挑选1名及以上的原审专家进行

重审复核，决定稿件下一步的处理措施。 

由于本刊在线采编系统的局限性，重审专家看不到作者通过系统内部邮件的方式所提

交的修改稿或修改说明。因此，必须用上传修改稿的方式进行提交盲审稿退改稿（修订模

式）及非盲审稿退改稿，并同时提交一份修改说明，作为附件。 

请作者在对稿件修改时，盲审稿必须采用修订模式，以便于编辑或外审专家再次审核

时，可以清楚地识别作者修改的痕迹（也可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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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外审意见或编辑意见，逐条撰写修改事项或不能修改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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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请作者认真对待，不要简单答复“已改”“已完成”。请将修改的内容详细列

举。），以节省编辑或外审专家复审的时间。 

作者修改时，请保留编辑或外审专家的评论（WORD文稿中请不删除责编或

专家的评论comments）。以便于编辑或专家可以快速回顾前期的评审意见并进行连续审

核评述。下以图举例： 

 

图 审阅栏目下的修订模式 （引自作者李渊等稿件（稿号：201606012）） 

 

 
图 编辑审核稿件留下供作者参考的批注（图中引自作者何颖等稿件（稿号：

201608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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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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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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示：责编发现，由于部分作者提交时未按要求，导致提交位置错位，例如，在附件中上

传非盲审稿修改稿，导致作者信息泄密，极有可能稿件受到了不公正的审阅。 

提醒：专家只能在线下载最近作者在线上传的稿件以及附件，进行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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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审专家只能通过本刊提供给外审专家的个人帐

号进行登录，在线下载阅读“稿件”和“附件”处的上传文档，进行学术评阅。 

为了确保您的稿件得到公正的学术评价，请不要在上传任何与作者身份有关的文件。 

 

 
图 1  在线投稿系统作者登陆界面：上传修改稿 

 

问题4. 初审退改 

初审退回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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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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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同时提交盲审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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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术初审：前言与摘要部分体现不出创新点或学术综述达不到本刊要求，但选题

不错、写作思路清楚，预计修改后可符合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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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件核实其有效性。否则，因邮箱问题，将导致外审拖延。 

初审退改，盲审稿不需要采用修订模式（部分外审专家对修订模式的盲审稿有看法）。 

稿件不符合规定（例如，稿件信息不完整、知识产权信息涉嫌违规等），将增加初审阶段

责编对作者学术背景的调查的难度与时间，这是造成初审时间滞后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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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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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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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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说明空白处，或者有公式或

特殊符号，很可能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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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线修改说明可以简略填写。可在上传的附件《修改说明》中具体阐述。 

提醒： 

由于本刊使用的三才在线投稿系统本身的系统兼容性存在问题（编辑评语），请在

windows 7系统浏览器（INTERNET EXPLORER 11）采用兼容模式（TOOLS-COMPATIBILITY 

VIEW SETTINGS，添加入本刊网址）可解决大部分在线提交或显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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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审返回、等待终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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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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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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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稿件的编辑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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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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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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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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如外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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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排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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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提交稿件时，页面请采用单栏版式，不要采用双栏版式。双栏容易造成排版员在

WORD转换成方正系统时，插图与随文相对位置发生错位。 

稿件图表要求请参见问题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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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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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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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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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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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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版权审核 

确认稿件中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信息文字（作者、单位、基金、致谢等）不存在问

题。（参考：问题26） 

(二) 编辑加工稿 

责编完成编修稿（编辑加工稿），将在线上传。下载编辑加工稿有两个方式。 

方式1）作者可以在“查看审改意见” （如下图：放大镜图标）图标上点击进入，

然后点击“编修稿”标签和附件（回形针图标）， 即可下载编辑上传的“《编辑加

工稿》”和“《山地学报编修审查表》”2个WORD文档。 

 

图 作者登陆后的主界面右侧 

 

图 编修稿的下载位置 

方式2）作者在主界面上点击 “稿签”(如上图：书签图标)，进入稿签信息界面，

“稿件版本”中列出了全部作者与编辑之间互动产生的文本，然后点击“编辑加工

稿” 和附件（回形针图标）， 即可下载编辑上传的“《编辑加工稿》”和“《山

地学报编修审查表》”2个WORD文档。 

 
图 编辑加工稿下载的位置 

注意：请注意核对日期，这是因为再次编修，因此有可能编辑上传2个以上的“编辑

加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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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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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进入稿件录

用、排期、录用通知书、版面费通知、排版、印刷、邮寄、稿费等流程。 

问题12. 清样稿校对（共 4 校） 

作者审校的清样稿，是排版员根据本刊提供的定稿，采用方正排版系统初排生成的PDF

格式的文稿。作者请根据《山地学报投稿须知》的具体要求，进行清样稿的校对。请采取

《校对符号及其用法 GB 14706》所规定的标准符号进行校对标注（官方QQ群内下载）。请

采取投稿系统内在线上传的方式提交“作者清样修改稿”，同时用QQ传给责编，请不要用

系统内部邮件的方式，这是因为期责编不能收取稿件责编的内部信件。 

清样稿阶段为作者（通讯作者）的责任校对阶段，原则上不能更改文章内容。如特殊

情况，经责编允许，例如替换高清图件，可采用PDF文件内部增加附件的方式（Adobe 

Acrobat XI 版本具备此功能，其它低版本未测试）或QQ直接联系责编（期责编），确保拟

更改的内容完整地提交给排版编辑进行更改。 

作者完成3轮清样稿校对后，责编将提交给第三方审读。责编审阅第三方审读意见并提

交作者核实（问题34），或直接提交排版编辑在方正系统中修改。至此，清样稿校对工作

完成，稿件进入印刷阶段。 

清样稿校对模式（5轮QQ对话）如下： 

责编：清样稿1校。请收邮件 

作者：收到。 

责编：请2校。 

作者：收到。 

责编：请3校。请认真核对。 

作者：收到。 

责编：提交第三方审读。请作者审核第三方审读结果。 

作者：没问题了。 

责编：收到。提交排版编辑。印刷定稿。 

提醒： 

在编修稿阶段，稿件已经经历编辑-作者之间的反复修改与校对，最后形成定稿。这时，作

者已经确认稿件内容基本无误。因此，在清样稿作者校对阶段，除非另有约定，禁止作者

对稿件的文字内容进行删减等修改。因此，在清样稿作者校对阶段，作者只能根据定稿，

对清样稿内容进行确认，杜绝排版差错。 

请注意，作者对清校稿的无节制的修改，完全打乱了稿件处理流程，实质上增加了排版员

的校对量，延长了排版校对时间，提高了排版差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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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3. “能否提前发表” 

本刊秉承的是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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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考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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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的法定依据。 

问题14. 作者查询稿件状态 

稿件状态由以下几个标签来标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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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采编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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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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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系统进行查询。如在处理期限范围内，烦请保持耐心，请

不要频繁在线QQ询问此类问题。 

提醒： 

当作者发现稿件状态转变为“等待责编处理”，处在外审阶段的稿件这将意味着外审

意见全部返回，系统自动进入下一阶段。因此，此时可以通过QQ提醒责编及时处理。如稿

件状态无变化，请作者耐心等待。 

外审专家的意见，作者不能直接看到，需要责编进行编辑后，以内部邮件的形式转发

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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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5. 外审超期 

外审超期的主要原因是外审专家因故不能在要求的期限内提交审稿意见或退审造成审

期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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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无法按照完成任

务，或者出现专家失联的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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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在官网提供过刊文章全文下载。但是，根据CNKI等大型数据库的要求，官网提供

论文全文下载的时间应晚于CNKI等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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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提交文档材料 

本刊使用采编系统在线上传、系统内部邮件或官方邮件（mountain_res@imde.ac.cn）

的三种方式接收作者向本刊提交文档资料，以确保任何审稿环节完全记录在线。除非责编

要求，请不要用QQ向编辑发送资料。编修稿、清样稿等文件，必须在线上传（问题3）。 

采编系统通知作者对稿件退改，作者完成后必须采用系统在线上传的方式，以确定系

统审稿流程完整存档记录。 

问题18. 盲审意见与退稿 

作者收到本刊终审退稿邮件时，将会注意到邮件中列举至少1名外审专家对稿件的评审

意见。本刊规定，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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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及以上外审专家的盲审意见。当多名外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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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查，以及对其评审历史等进行综合分析，最终决定是否有

必要加送外审，或者直接作退稿处理，或者提交常务副主编来寻求意见。 

只要有一名外审意见建议退稿，除责编认为有必要加审以外，一般情况，本刊作退稿

处理。  

本刊规定，作者完成修改稿后，本刊将在至少2名外审意见中选择一名专家重审。 

本刊充分尊重外审专家的意见，强调同行评议的必要性及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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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针对性的学术泼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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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得到外审

专家支持发表的稿件得到刊用，专家将获赠当期刊物，以表达本刊对专家的尊重与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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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评审专家，如果因为评审意见而多次受到作者负面评价，本刊将考虑不再聘请担

任本刊评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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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受

到不公正对待的感受。希望作者理解。 

编辑不是稿件的上帝，不是裁判者，是稿件的忠实仆人。 

问题19. 参考文献 

     请参考《山地学报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与要求》完成稿件参考文献的格式编辑。本刊采

用国标顺序编码制。 

     使用ENDNOTE等参考文献管理软件的word文稿，烦请投稿之前，使用ENDNOTE的软件功

能（Convert Citation and Bibliography），去掉Word稿件中内嵌的ENDNOTE宏，提交无格

式纯文本（unformatted plain text），以减少排版员使用方正系统排版时的差错。 

在编修稿阶段，本刊采用NoteFirst参考文献自动编校系统（西安知先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开发）对文稿参考文献进行大数据校对（与CNKI等国内外文献数据库进行对比）。请作者

根据《引文复审报告》对稿件中参考文献进行逐一核实。以下截图： 

 

引文复审报告中：被红色横线划掉的为原始文献，改为蓝色的为修改无误的文献，绿

色为格式无缺项，但软件无法判断内容正确性的文献。 

请注意：编校系统有可能误改，请作者点击报告批注中提供的原文链接，手动一一核

对每项引文原文出处，核对稿件中每条参考文献要素的完整性与正确性。 

问题20. QQ 留言的法律效应与稿件录用 

稿件的录用与否取决于责编初审、外审、终审、会审等连续的审核环节。稿件责编无

权单独决定稿件的刊用。本刊官方QQ群，作为作者、编辑、评审专家、协作单位等各方的

交流与信息发布平台，不是稿件评审与裁决平台。因此，涉及稿件录用方面的QQ交流或编

辑评论，不能作为本刊稿件是否接收发表的法律依据。 

稿件的录用最终是依据当期主编会审会的集体决议而提供给作者的《山地学报稿件录

用及版面费通知函》（公章）。 

问题21. 插图的规范化 

请参考《山地学报插图、表格、量和单位的标准使用》（QQ群下载）。这是由教育部委

托高等教育委员会审批颁布的《学术出版规范》中的部分内容。本刊决定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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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方正排版的精度要求，在定稿排版阶段，作者在上传完整稿件时，请同时上

传高清图件（每个图一个单独的高清文件）和表格，文件名与正文中的图编号、图表题名

一致(图名后标注全栏或半栏)。 

例如： 

 

基本要求： 

1) 图素完整、准确、统一、内容科学，图应包括图号、图题、图注（图元注（图

例）、整图注；图号应与正文呼应，文中应明确提及（使用“图”或“表”查找功

能顺序查收图文与图号对应一致）；图位置应随文编排，放在在文中首次提及的正

文段落之后，便于阅读； 

2) 图大小：半栏尺寸（等于80mm)、通栏尺寸（等于160mm)；作者应根据内容在文稿

中按半栏或通栏大小排版，并确保图中标注字体格式全文统一。提醒：全文图中

字体（图注、图元注、整图注、表头，表注等文字的格式、字号不统一，将被责

编退回重修 

3) 图中涉及量的标注形式：量的名称或符号/单位符号，单位符号非单个符号的， 

用括号将整个单位括起来（单位符号内不使用/），例如：“温度/°C”、“流速/

（m·s-1）”； 

4) 图框下标明中、英文对照的图号、图题和图注。图元注（图例）应置于图号、图

题上方，整图注应置于图号、图题下方； 

5) 图号、图题、图注的位置、字号、字体、所用标点符号应保持全文一致性。图号

和图题的字号小于正文字号，可采用小五号字体。图注的字号小于图题的字号，

可采用六号字体；文字字体：中文为宋体，外文为新罗马字体（Time New 

Roman)； 

6) 二级图号应以a，b，c......为图号，例如，图5a,图5b等；将二级图号(a)、

(b)、(c)......纳入每个小图中（在作图软件中添加，序号和对应小图为一个整

体），小图也需要有图题，放在总图题之后； 

各类图具体要求如下： 

坐标图。坐标图必须转化成常见操作系统（WIN7、WIN8、WIN10）可识别和编辑的 EXCEL 矢

量图。 

1) 去掉外边框与刻度横线，只保留坐标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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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函数曲线是主线，线宽一般为 0.2 mm(0.5 pt)。坐标轴为辅线，基线宽以小于主

线线宽的 1/2为宜； 

3) 标目、标值、坐标原点应完整、规范，统一； 

4) 坐标轴的标注形式：量的名称或符号/单位符号； 

5) 坐标原点的标注：阿拉伯数字或字母“O”； 

非坐标图（地形图、地质图、位置图、工程图等线条图）。由 GIS 等制图软件生成的插图，

如地质图、地形图应确保足够精度，应采用彩色图。具体格式要求如下： 

1) 插图格式后缀：.jpg ；.tif ；.eps； 

2) 插图精度：不小于 600dpi； 

3) 线宽一般为 0.2 mm(0.5pt)； 

4) 插图文字大小：插图中文字大小为 7.5pt(地图可根据作图规范进行调整）； 

位置图（地形图）。在遵守国家地图规范的前提下进行绘制，并同时遵守上述规定（参照非

坐标图要求）。 

1) 请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http://bzdt.nasg.gov.cn/)获取中

国地图、世界地图及专题地图。并在图题后面注明下载地址及审图号; 

2) 标明经纬度; 

3) 标明指北针； 

4) 图题、表题的英译，如涉及研究区域图，加上 China。 

 

问题22. 涉及台湾作者的署名问题 

根据国家最新规定，台湾作者的中文地址：台湾，英文地址可写成：TAIWAN, CHINA。

中文地址不允许使用“中华台北”的称谓，英文不允许使用：TAIBEI, CHINA, 或者 

CHINESE TAIPEI。 

“国立台湾大学”等相应大学或机构名称，请去掉“国立”二字，直接使用“台湾大

学”的称谓。其他类似。 

问题23. 录用通知的出具 

《山地学报稿件录用及版面费通知函》是具有一定法定效应的证明材料，必须严格管

理，认真审核。根据本刊内部管理的要求、《山地学报稿件处理流程图》、《投稿须知》等规

定，本刊出具《山地学报稿件录用及版面费通知函》的前提下是稿件已经完成全部程序，

完全符合刊用要求。《录用通知》的只有在完成终审与编修、会审审批的情况下，经作者申

请，编辑部主任审批，方可正式盖章出具。 

问题24. 内稿版面费 

山地所内部来稿录用后，课题本可以内部转账。可去财务核实，之后到编辑部（山地

所1号楼223）办理版面费转账事宜。请事先下载” 版面 费转账单”（见官方QQ群文件

区），打印出来填写好（课题负责人一定要签字），并在ARP中打印好“费用分摊报销单”

（ 转入课题填000即可，编号写清楚，负责人必须签字）。之后，请携带转账单和报销单，

到编辑部办理。注意: K2的开头 的课题还要携带课题本前来下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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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5. 学位论文与再投期刊 

最新中国司法解释表明，学位论文在网络上发表是正式发表，例如，学位论文发表在

CNKI、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学位论文的署名作者针对其在网络上全文发表的学位论文

（CNKI等学位论文数据库），将部分内容在本刊以第一作者再次发表，请提前与编辑联系，

就其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学位授予单位的版权、作者著作权、期刊版权）进行事实澄

清。按国际惯例（NATURE、SCIENCE、ELSEVIER 等出版机构的公开申明），基于学位论文数

据的后继研究成果，是欢迎在期刊发表的。因涉及版权纠纷，本刊严禁学位论文的主要学

术内容不经修改直接在本刊发表。 

以下是本刊对询问函的回复： 

1) 问：我们提交给的高校研究生毕业论文版权究竟属于谁？ 

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著作权自作品完成创作之

日起产生”；第二十三条规定：“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 

许可使用的权利是专有使用权的, 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但是报社、期刊社刊登作品除

外”。研究生享有其学位论文（毕业论文）的著作权，包括著作财产权及人身权。研

究生（甲方）完成论文通过答辩，将其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本与电子版本）提交给

培养单位（大学或研究所—乙方）馆藏，将申明其学位论文的原创性（不存在侵犯他

人著作权），并极有可能与所在培养单位签定版权转让协议（著作财产权转让）

（注：西方大学要求学位论文是全部著作财产权及部分人身权）。据本刊调查，部分

大学（研究所）图书馆或相关馆藏机构会与 CNKI、万方等文献服务机构（第三方）签

定版权转让协议，授权这些机构在网络上提供这些毕业论文（主要是研究生学位论

文）检索和收费全文下载服务。这些机构极有可能遵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的要求，完成法定授权程序，要求与学位论文全文提供方（培养单位）签定版权转让

协议，极有可能将稿件著作权中的全部著作财产权及部分人身权（包括但不限于印刷

版以及光盘、网络等各种类型的载体、介质和媒体，包括已知的全部格式与类型，以

及将来可能存在的类型与格式的发表权、使用权、转让权、数字化权、汇编权、出版

权、复制权、发行权、翻译权（稿件的翻译权利及译本的全部版权）、信息网络传播

权等在全球范围内，均转让给第三方。因此，原则上，将学位论文主要内容提交学术

期刊再发表，必须澄清就其中涉及的知识产权可能的纠纷（学位授予单位的版权、作

者著作权、期刊版权三者之间的法律事实）。 

2) 问：我国高校研究生硕士和博士毕业论文中很多还没正式发表的内容能不能修改后投

稿正式发表？我国高校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提交给国家图书馆后是否就属于国际 SCI杂

志正式论文研究成果？是否就属于我国中文一级学报或核心期刊内容？ 

答：最新中国司法解释表明，学位论文在网络上公开是正式发表，例如，学位论文发

表在 CNKI、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尚未公开发表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只限于有关机构

馆藏），如未签署版权转让协议，内容修改后可以投稿期刊全文发表。学位论文一旦

被有关文献服务与检索机构索引或全文下载，一般情况下，作者已经授权了或经由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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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实现了著作财产权转让。如果学位论文的主要学术内容不经修改直接在学术期刊

发表，极有可能侵权著作财产权（乙方或第三方）。 

3) 问：这些毕业论文的作者和导师能否使用自己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内容？ 

答：研究生享有其学位论文（毕业论文）的著作权。研究生指导导师不能直接复制或

使用毕业论文的内容进行发表，这侵犯了研究生的著作权。如果经版权全部当事人的

同意，提交期刊发表，本刊建议研究生做论文第一作者，导师做通讯作者，并注意维

护的原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学术署名权。同时，本刊要求，在文后附以下版权申明（示

例）： 

版权申明：本文是在第一作者学位论文《xxxx》的基础上的后续研究，采用了原文的

基础数据及方法，但在关键理论与公式上进行了优化与简化。。。硕士论文版权归属原

培养单位：XXXXX. 特此申明。（此申明的目的是说明学位论文版权的归属） 

 

问题26. 论文标注基金 

由于论文的基金标注涉及知识产权，为了杜绝当前基金标注不严肃，导致学术曝光和

产权纠纷增多的现象，本刊根据国家法规及国际惯例，提出以下规定： 

1) 在原稿、《山地学报版权转让协议及学术规范承诺》、在线稿签的3个位置所列举的

知识产权信息相互关联与统一，在名称、内容、排序上必须完全一致； 

2) 论文所标注的基金必须与论文选题直接相关； 

3) 第一作者，应是批准立项的基金计划书中列举的参与人。如不是，请作者提交基

金负责人签名的同意函件，同意该基金在本文中的标注；或项目开题报告中已经

列举第一作者为项目参加人，并加盖基金依托单位公章； 

4) 通讯作者应为论文所标注的排序第一的基金的主持人。 

5) 在线稿签录入时，基金信息应包括基金种类、立项单位、基金名称（立项编号）、

主持人等信息。示例如下： 

基金种类 基金名称 

省部级基金 
交通部西部交通建设科技项目：震后灾区公路走廊次
生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研究（200831822196），主持
人：朱颖彦   

 

问题27. 专业英文润色 

自2012年起至今，本刊不再入选“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文学术期刊”称号（本刊为

CSCD核心库期刊，摘要被WEB OF SCIENCE收录）。这主要归结于稿件的译文（摘要、关键

词，表题、图题，作者简介等部分的英译）质量问题。由于部分作者撰写的英文摘要及图

表英译，质量粗糙，严重影响了本刊论文的国际引用率。因此，本刊强制不能满足要求的

英文摘要必须请外籍教授进行专业英文润色，以满足本刊申请提交EI、SCI等国际检索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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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是对原文实质性内容的高度浓缩的创造性活动。英文摘要应独立成文，通过

英文摘要, 就能对论文的研究目的、研究过程、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及论文的创新有充分

了解，得到与原文同等量的主要信息。  

本刊要求专业英文润色。建议承担英文润色的人，是相关专业的华人教授或同等水平

的专业人士，本身能对照中文，编译英文，同时精通专业，从而确保达到专业译文“信、

雅、达”的水准。 

国内翻译机构的普通英文润色能简单地将语法纠正，达到单句通顺的效果，但是英文

摘要是专业性极强的、独立成文的学术文献，具有内在的英语逻辑和整体性。经过普通英

文润色的摘要，虽然读起来，每一句都没有语法错误，但是由于句子之间没有内在的英文

思维,没有表达应有的学术逻辑关联，以至于词不达意，句不成段，造成英文理解困难。 

 

问题28. 稿件改投（一稿多投） 

责编在稿件初审或终审时，例行会对稿件进行全文检索（CNKI、万方、维普、百度学

术等学术期刊共享大数据）。同一篇稿件，如果作者在向本刊投稿之前或在约定投稿期限

内，存在向其它学术期刊的投稿行为，该稿件的多重投稿会被大数据库检测并警示本刊责

编，如下图举例。对此，责编有可能判断作者一投多稿或重复发表等学术不端行为。 

如果作者从他刊改投本刊，请注意遵守《山地学报论文不端行为的界定标准》，并及时

向本刊说明投稿历史，澄清该投稿行为不存在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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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9. 自动退稿 

按照《山地学报投稿须知》第31条的规定，本刊以电子邮件发送、 QQ 公告、电话等

通知方式正式向作者提出稿件修改、文档提交等要求，作者应在上述通知内容中所注明的

时间限期对本刊进行回复。逾期，则视为作者自动退稿。如无正常理由，恶意拖延，扰乱

编辑正常工作秩序，则视为学术不端行为，本刊有权根据《山地学报论文不端行为的界定

标准》、《山地学报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征求意见稿) 》进行处理。 

 

问题30. 稿件撰写上的学术问题 

(一) 缺乏原始数据来源与分析 

稿件应该详细交待数据的来源（数量、方法）与数据可靠性分析（方差分析）。数据

可采用表格或图表来表示。 

(二) 缺乏统计分析的表述 

采用统计方法的数据分析，应适当介绍所采用的统计方法，应在文中列出统计量

（statistic）和统计结果的方差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针对一个确定统计量，

文中应包括方差分析；针对回归分析（趋势分析），文中应包括残差分析（Residual 

Analysis， Probability of Res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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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31. 编修自查 

作者编修自查是责编进行稿件编辑加工的前序工作。 

作者根据多轮外审意见对稿件完成了具体修改，并通过了责编的学术审核或者终审（“审

改稿”），这时稿件进入编修阶段。责编会发送一封系统内部“退改”邮件，要求作者根据

《山地学报稿件编修阶段作者自查表》，逐项自我检查修订 “终审稿”（作者最后次在线

提交的修订稿，或者终审结束后编辑上传的“审改稿”）的格式（标题、摘要、参考文献、

表格、图片、作者简介、格式等）、学术、写作、英译、版权等，使之符合本刊要求。具体

论文格式要求可登陆投稿系统主页或 QQ 群空间下载。首先请务必使用 WORD 自带的检查功

能，消除格式等错误。 

主要格式与体例参考 

- 《山地学报投稿须知》 

- 《山地学报引言撰写要求》 

- 《山地学报摘要和关键词要求》 

- 《山地学报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与要求》 

- 《山地学报作者常见问题》 

- 《山地学报常用基金中英文对照翻译》 

- 《山地学报插图、表格、量和单位的标准使用》 

作者完成自我检查，应及时在系统内提交退改稿，同时上传《山地学报稿件编修阶段

作者自查表》。责编收到作者退改稿，会参考作者提交的《自查表》开始进行稿件编修定

稿工作。 

注意：稿件修订必须使用WORD修订模式，以备责编审核。 

 

问题32. 保密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10）、《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

施条例》（2014）、《科学技术保密规定》（2015），《国家科学技术秘密定密管理办法》（2018），

“涉密科学技术项目进行对外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宣传展示、发表论文、申请专利等，承

担单位应当提前进行保密审查； 

涉及未公开的科研长远规划、国家批准的发明项目的保密要点及需要保密的军工项目的

论文，本刊均不予刊用。 

作者对拟发表的文章必须进行自审，向编辑部书面提出是否保密、保密级别、保密范围

以及是否保护专利或知识产权等。对保密界限不清的内容，可由编辑部请有关部门或专家审

定。 

 

问题33. 文章题目的斟酌 

高引用率的论文，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有一个非常“诱人”的文题。在文献检索中，

那些一目了然、立意独特的文献题目在检索排列中会显得“鹤立鸡群”，能“引诱”读者进

一步阅读或下载的欲望。 

文题，首先必须提纲挈领，让读者能瞬间联想这篇论文可能描述的事实，让读者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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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实关系到本学科本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科学或工程问题；文题，必须恰如其分，不能“危

言耸听”，有些地理论文以区域或学术热点为题目，实际上涉及素材却局限于一座城市或科

学细节，造成言过其实；第三，文题的选择，应充分考虑文题、摘要，关键词的三者互为首

尾与论证的关系，做到最大限度的语言精炼，减少词汇重复（尤其是减少关键词与文题中名

词的重复），在快速浏览的短短数秒内，给作者提供一篇论文整体的印象，引导读者进一步

阅读全文。 

本刊主编会一个很重要的选文事项是全体副主编（责编）一起讨论文题的质量：如何将

一篇很“low”的文题改得“高大上”。本刊发现，一些质量非常好的论文，文题“低劣”

造成引用率没有达到本刊的期望值。 

请作者认真斟酌文章题目！非常重要！ 

 

问题34. 第三方审读 

在作者-责编之间的清样稿校对工作完成后，责编将提交第三方审读进行清样稿审核。 

第三方审读是本刊高薪聘用的有丰富经验的他刊在职高级编辑对PDF清样稿的格式、行

文、图表等进行全面审读(审读编辑将在PDF上进行批注)。 

由于审读编辑并没有参与审稿过程，因此，他提出的审读意见需要作者确认与核实。

请作者在PDF清样稿上，对第三方编辑专家的审读意见进行确认：如果对审读的批注意见无

异议（例如格式调整），则保持批注意见不变；如有订正（例如图表内容），请作者自行

增加批注，以供编辑审核。部分审读提出来的问题需要作者提供替换内容。 

如果图表、文字等有缺陷，经责编确认后，将促请作者单独提交更新的文字图表，排

版编辑将在方正系统中进行替换或改正。如果作者对第三方审读意见，没有异议，请保持

PDF清样稿批注意见不变，等待排版编辑据实修改后，将最后一次提交给作者清样稿终校或

责编确认无误直接清样稿定稿。至此，清样稿校对工作完成，稿件进入印刷阶段。 

 

问题35. 外审专家的权限 

责编发现，由于部分作者未按问题 3（外审退改）的要求进行修改稿上传，提交位置错

位，例如，在附件中上传非盲审稿修改稿，或者在首次投稿时，没有正确上传盲审稿，

直接导致了作者信息泄密。 

责编在审读全部外审意见时，通过对比不同专家的意见，发现存在外审意见截然相左的现

象，例如：外审意见优先发表与直接退稿两种对立的评审意见共存。对此，责编不得不额

外增加 2名以上外审专家再次外审，并送编委专家裁决，这实际上增加了外审时间，延长

了稿件发表周期。责编有理由相信，由于作者信息泄露，稿件极有可能受到了个别专家不

公正的评阅（例如，部分外审专家对硕士生投稿有学术评价上贬低的倾向；越来越多的学

术期刊直接拒绝研究生第一作者的投稿）。因此，本刊督促，作者提交上传文档的时候，

注意保护稿件版权信息。 

外审专家的权限： 

1) 专家看不到作者的任何注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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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家只能在线下载最近作者在线上传的盲审版本的稿件文档以及附件，进行学术评

阅。 

 

问题36. 稿件发表后。。 

本刊原则上不受理作者对已发表论文所提出内容删改要求。 

稿件正式发表，将以纸质版本（国家图书馆、国家版本图书馆等 10多家国家文献机构

馆藏）与网络版本（本刊只授权 CNKI、万方、维普三家机构在线发表）的形式刊出。稿件

在正式刊出前，已经经历了编辑-作者-外审专家之间互动式评审编校流程，并在最后刊印

前由作者确认终稿。部分作者在稿件发表后，有可能因为有了新的科学证据和研究进展，

确认原论文数据、图表等有重大瑕疵或错误，甚至推翻了原文所主张的学术观点，要求本

刊撤下已发表论文或对内容进行重大修改更换，对此，本刊原则上不予接受。本刊认为，

一方面，这是学术上不严肃，要求上不合理的行为，另一方面，这是一项繁琐与时间消耗

的工作（将涉及 10多家机构），本刊没有这个义务，也缺乏这个能力。 

本刊申明，除非是本刊责任（排版）或完全理由（国家需求等政治原因），本刊没有

义务对于已发表论文，协助作者对其内容进行删改、撤换，或撤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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