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科学学报》 征稿简则
摇 摇 《 工程科学学报》 是由教育部主管、北京科技大学主办
的学术类科技期刊,1955 年创刊,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 主
要刊载与冶金工业及材料研究有关的具有创新意义或有较
大应用价值的高水平研究论文及快报,栏目设有矿业与环
境、冶金与材料、设备与能源、控制与决策,为中文核心期刊
( 综合性科学技术类)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和中国科
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被美国《 工程索引》 ( Ei) 、美国《 化
学文摘》 ( CA) 、美国《 剑桥科学文摘社网站》 、俄罗斯《 文摘
杂志》 ( AJ) 和德国《 数学文摘》 等国外著名检索刊物或数据
库收录,先后荣获首届国家期刊奖、中国期刊方阵“ 双高期
刊冶 、第二届和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全国高校科
技期刊优秀评比一等奖、中国有色金属优秀出版物奖( 期刊
奖) 一等奖、中国高校精品科技期刊以及 2012 中国最具国际
影响力学术期刊等多项大奖.
欢迎国内外专家不吝赐稿,欢迎广大读者订阅!
1摇 投稿约定
(1) 《工程科学学报》只刊载首发稿,不采用已经发表的译
文. 文稿内容新颖,立论科学,主题明确,论据充足,层次清楚,
文字简练,数据可靠,图表清晰;遵从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2) 编辑部对所发稿拥有网络版和光盘版版权;对文稿
有适当修改的权力,改动较大时与作者商榷,如不同意者请
来稿时预先声明,否则视为作者自动同意本约定.
(3) 请通过以下网址投稿:http: / / journals. ustb. edu. cn,
谢绝邮箱投稿. 请及时查询网上稿件投稿状态变化并关注
通信作者邮箱信息,避免一稿二投或多投现象发生. 本刊发
表周期一般不超过 12 个月. 文稿一经刊用,将一次付给印刷
版、光盘版与网络版稿酬. 如不拟刊用均不退稿,请作者自留底
稿. 退修稿逾 3 个月不返回者,视为撤稿.
2摇 稿件要求
(1) 文稿内容包括:文题、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摘要、关
键词、分类号、投稿日期、正文和参考文献等,同时写出英文
的文题、作 者 姓 名、 作 者 单 位、 摘 要、 关 键 词, 篇 幅 一 般 在
5000 ~ 10000 字.
(2) 文题力争简练、准确与新颖,一般不超过 20 个字.
作者署名分姓、名两部分,姓在前名在后. 作者单位应写正
式全称,不用缩写;书写格式依次是工作单位、单位所在地
( 城市名) 、邮政编码、国名. 投稿日期书写格式为 yyyy鄄鄄 mm鄄鄄
dd,如 2011 鄄鄄 11 鄄鄄 01.
(3) 摘要不分段,独立成篇,意义完整,用词准确无误,
简明扼要,信息具体,以文字叙述为主,避免使用公式,严禁
使用图和表;第一句话不应与文题重复;不应使用非公知公
认的符号;不应有自我评价;不应有正文中未涉及的内容;英
文摘要尽量使用简单句;摘要一般包括目的、方法、结果和结
论四方面内容,方法中可有主要的原理、边界条件、使用的主
要设备、仪器或软件,结果主要是指使用文中的研究方法所得
到的研究结果,结论中可有成果或应用情况;摘要一般为 200 ~
300 个字. 关键词要标准,以 5 ~ 8 个为宜.
(4) 参考文献只列出作者阅读过、在正文中被引用过、正
式发表的主要文献资料(以连续出版物为主,尽量避免引用图
书),不应有二次文献出现,同时近 5 年的文献应占 70% ,总数

量以 15 ~ 20 篇为宜;按正文中对参考文献引用的先后顺序,
对其编码. 如果是非英文文献,则必须同时提供相应的英文.
3摇 文献著录格式
以下是几种主要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所有非英文文献均
须同时列出相应的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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