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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征稿简则
(2019年12月修订)

1 征稿范围与栏目设置

1.1 征稿范围

本刊为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国性学术期刊,月

刊,每月 20日发行.征稿的学科范围是生物化学、

分子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细胞生物学、神经科

学、免疫学，以及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系统

生物学等相关学科领域.

1.2 栏目设置

本刊设有综述与专论、研究快报、研究报告、

技术与方法、要文聚焦、学术争鸣、新技术讲座

等栏目.同时也刊登学术会议简讯、征文通知、书

讯等.

◆综述与专论： 深入评介生物化学与生物物

理学及相关学科研究进展.要求选题重要新颖、评

述精辟，注重时效和较广泛的读者面.特别欢迎以

自身系统研究为基础的高水平综述论文（可以英

文撰写）.

◆研究快报：“研究快报”栏目为高创新性科

研论文的快速发表通道，在第一时间以最快速度

发表高创新性科研成果.投送“研究快报”栏目的

稿件应是高创新性研究成果或高创新性研究的阶

段性成果,具有国际或国内首报意义. 我刊对投送

“研究快报”栏目的论文实行专人负责，简化审稿

程序，一旦录用 30日内安排发表，免收论文发表

费和彩色图版制作费 .（研究快报投稿要求见

2.5）.

◆研究报告：报道有重要学术价值、数据完善

的原创性科研成果. 高创新性研究论文的作者投

稿前可先行与我刊相关领域编委联系，我刊对编

委推荐的高创新性研究论文简化审稿程序，各项

收费予以优惠.

◆技术与方法：报道对生物化学或生物物理学

领域研究方法或实验技术的重要创新和改进.

◆要文聚焦：评介最新发表的重要论文或高水

平科研成果；评论生命科学领域的热点事件.

◆Letter to Editor：对最新科研成果和科学发

现的报告，须是国际首报，稿件为书信体例，以

英文撰写(附中文标题及作者中文信息)，正文不

超过 1000 words，图表不超过 2个，参考文献不超

过 15篇．来稿 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稿，录用当期

安排发表，免收审理费．

封面论文：我刊在每期遴选当期发表的优秀

论文作为封面论文.封面论文要求是实验报告类论

文或以自身系统研究为基础的高水平综述，有重

要的学术价值和突出的创新性.

2 投稿基本要求

2.1 内容与文字

来稿要求数据真实可靠，且主要数据及图表

未曾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非主要数据或图表已

发表的,必须向编辑部书面说明并引用有关参考文

献），亦未被其他刊物或网站考虑发表. 本刊反对

研究成果重复发表,反对包括一稿多投在内的一切

学术不端行为.一经发现,本刊将要求责任人及责

任单位公开致歉,并视情节严重程度对有关责任人

或责任单位采取必要的处罚措施和索取相应的经

济赔偿.

综述类论文通常应以中文撰写（特约稿件和

以自身系统研究为基础的综述稿件可以英文撰

写）, 非综述类论文可以中文撰写，附英文摘要,

也可以英文撰写，附中文摘要.研究快报类论文欢

迎用英文撰写.无论用何种文字撰写，均要求写作

条理清晰，文字简练流畅.

2.2 投稿函

作者投稿时需提供由通讯联系人撰写的投稿

函，声明全部作者均已阅读过稿件，同意在我刊

发表，并对文章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性进行简要的

说明 . 论文中存在的利益冲突问题（conflict of in‐

terest），也应在投稿函中一并声明 . 除上述内容

外，综述与专论栏目论文需在投稿函中简要介绍

作者在所综述领域的研究工作基础及已发表的主

要研究论文，研究快报栏目论文需在投稿函中阐

明文章需以研究快报发表的理由．投稿函应作为

稿件文档的首页与稿件一并提交（提交方式请参

看2.4）．
2.3 图文件

投稿时作者需提供稿件中全部图片的图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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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件做为稿件附件一并上传．文件格式以 TIFF

（图像文件）或EPS（图形文件）为首选．

2.4 初投稿书写及排版要求

初投稿应依次包含下列内容：

第一部分，通讯作者撰写的投稿函，对文章

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性进行简要的说明；

第二部分，中文标题、作者中文姓名、论文

署名单位中文名称、中文摘要、中文关键词、学

科分类号、中文脚注（包含基金资助项、通讯作

者联系方式及文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第三部分，英文标题、作者英文姓名、论文

署名单位英文名称、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与

中文脚注逐条对应的英文脚注；

第四部分，正文、参考文献（图表插入正文

恰当的位置）.

以上各部分均应单起页排版，勿接排.各部分

具体格式要求可参照本征稿简则第7、8部分.

2.5 研究快报投稿要求

2.5.1 研究快报应是高创新性研究成果或高创新性

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具有国际或国内首报意义．

2.5.2 投稿时应同时提供：a.投稿函（具体要求见

2.2）．b. 2份同行专家推荐书．对稿件的创新性和

内容的真实可靠性做出客观评价．请作者在我刊

网站下载专家推荐书电子文档，由推荐人填写后

直接提交编辑部（邮寄或传真）．我刊在收到投稿

函和全部推荐信之前一律按照普通投稿处理．

3 投稿方式及相关注意事项

投稿时请使用我刊稿件管理系统，在我刊网

站注册并上传稿件．请勿邮寄投稿或将稿件做为

电子邮件的附件发送．

网络投稿操作步骤：

a. 注册．登录我刊网站（http://www.pibb.ac.

cn），在左侧的用户登录区点击“作者登录”，进入

登录页面后点击“新用户注册”，按照页面提示设

定合格的用户名、密码，并填写其他注册信息后

提交．

b. 登录与投稿．在网站首页点击“作者登录”

后，在登录页面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进入投

稿页面.按照页面提示提交稿件、核对补充稿件信

息即可．

c. 投稿后作者可随时登录网站，查询稿件的审

理情况及有关稿件的其他信息（如审理费交纳、

版面费交纳、发票寄送等）．

网络投稿注意事项：

a. 投稿时务请填写准确的电子邮件地址．关于

稿件的重要信息除作者可在网站查询外，我刊还

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作者．

b. 国内作者（即使投送的稿件为英文稿）请

在中文版网站注册、投稿，并务请给出完整的稿

件及作者的中文信息（包括作者姓名、单位、通

讯地址、题目、摘要、关键词等）．

c. 本系统通常不接受作者、文题完全重复的投

稿． 若退稿后重投，投稿时请在“稿件类型”一

栏选择“退后重投”．

d. 本系统收到投稿后在编辑部送同行评审前

（此时网站显示稿件状态为“新到稿件”）允许作

者随时修改稿件，编辑部送同行评审后（此时网

站显示稿件状态为“审稿中”）作者不能任意修

改稿件，此时如有重大问题确需修改，请与编辑

部联系．

我刊对初审退稿的稿件不收取稿件审理费，

请作者在收到我刊收取审理费的通知或在您的投

稿帐户中查询到该稿件的交费信息后再交纳审

理费．

4 稿件审理程序

4.1 稿件登记
我刊收到稿件后即登记、编号.

4.2 初审

稿件登记后，编辑部将对稿件进行初审，初

审的内容主要包括稿件的选题、创新性、学术质

量、写作质量以及投稿函质量、相关各项信息的

完整性等.凡初审后认为明显不适合在我刊发表的

稿件，将直接予以退稿.

4.3 同行评审

初审合格的稿件将由编辑部选择恰当的同行

评审专家对稿件进行进一步审理.同行评审意见是

我刊决定稿件录用与否的重要参考.

为进一步加强同行评审的公正性、准确性及

时效性，作者在投稿时有权提出需回避的审稿专

家（一般不超过 2人），同时可推荐审稿专家，凡

作者推荐的审稿专家，将被纳入我刊审稿专家库，

并成为该稿件的候选审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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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复审和终审

同行评审结束后，稿件及其同行评审意见将

送交相关领域编委进行复审.我刊定期召开终审编

委审稿会，参照同行评审意见及编委复审意见对

稿件进行终审，决定取舍.稿件录用与否最终由编

委会集体讨论决定.

4.5 通知作者

无论稿件录用与否，我刊均会尽快通过网站

发布和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告知作者.作者可随时

登录网站查询，并注意查收电子邮件（添加我刊

微信公众号可随时查询稿件审理情况，第一时间

获得微信通知）. 从投稿之日起3个月内未收到本

刊审理决定,作者有权改投他刊，但改投前请来函

向编辑部声明.

5 稿件发表程序

5.1 稿件修改

经终审合格的稿件，我刊将根据编委会及审

稿专家的审稿意见，通过网站发布和发送电子邮

件的方式对作者提出修改要求.作者收到我刊稿件

修改通知后应按要求修改稿件并对修改意见做出

逐条答复.稿件修改完毕后应通过网络和邮寄两种

途径分别提交修改稿的电子版和打印版.

网上修改稿件的操作步骤：

a.登录.输入帐户名和密码后以作者身份登录

投稿界面.

b.查看审稿意见．在投稿界面点击“待修改稿

件”，选择相应的稿件可查看、下载全部审稿意见

及原稿．稿件修改完毕后，在此处上传修改稿．

c. 上传修改稿时应将对修改意见的逐条答复写

在稿件文档的首页，同时在稿件文档中对修改处

做出明显标示．

d. 上传修改稿时，应插入完整、规范的修改

稿电子文档（修改稿电子文档的具体要求请见本

征稿简则第 7 、8部分）．稿件中的每一幅图片均

需单独制作成符合格式要求的图文件（图像首选

TIFF 格式；图形首选 EPS 格式），作为附件一并

上传．

修改稿件的注意事项：

a. 修改好的稿件请严格按我刊格式要求重新排

版打印后寄交编辑部．排版时请使用我刊稿件文

档模板（可在我刊网站下载，我刊网站“文件下

载”栏目提供可供下载的各类文档），具体格式要

求请参照本征稿简则第7、8部分中的格式要求．

b.退作者修改稿,请在 1个月内提交修改稿的打

印版和电子版，有特殊情况不能在 1 个月内提交

的，请向编辑部说明，否则视为撤稿 .

c.修改后文章有重大改动的作新稿处理.

5.2 提交承诺书及其他相关材料

a. 承诺书.为保护刊物及作者的合法权益，我

刊要求作者提供经文章责任单位核准的承诺书,确

保稿件无侵权及泄密行为,未一稿两投及主要数

据、图表属首次发表.作者收到稿件退修通知后，

请从我刊网站下载统一格式的承诺书.全体作者应

仔细阅读、填写后按顺序签名并加盖论文署名单

位公章.承诺书应与修改稿件一并寄回.

b. 知 情 同 意 声 明 （Informed Consent State‐

ment）.医学类论文中需要刊登患者的姓名、照

片、谱系及其他可辨别性信息的，须提供从这些

描述中可辨别的全部人员签名的知情同意声明，

与论文一并刊登.

c. 其他伦理要求.当论文的研究主体是人体

时，作者应在“材料与方法”一节中声明其遵循

的程序获得了受试者的知情同意、符合负责人体

试验的委员会（单位性的、地区性的或国家性的）

所制订的伦理学标准，并提供该委员会的批准文

件及受试对象或其亲属的知情同意书. 当论文的

研究主体为动物时，作者应在“材料与方法”一

节中声明其遵循的程序符合国家及提供实验动物

单位制订的有关实验动物福利的规则和制度.

5.3 稿件录用和网络发布

我刊收到修改稿及承诺书，经审核认为符合

发表要求后，录用稿件，并向作者发送电子录用

证明.稿件被录用后，全文将在我刊网站“在线出

版”栏目 发布.

5.4 校对清样及收费

稿件发表前我刊将通过网站发布和发送电子

邮件的方式向作者提交论文发表通知和论文清样,

要求作者校对清样并收取版面费.

作者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清样校对工作，

并在论文发表通知规定的时间内交纳版面费.逾期

未寄回清样或逾期未交纳版面费又未向编辑部作

出任何说明者，视作撤稿.

5.5 发表后事宜

稿件发表后，我刊将按标准向作者支付稿酬,

并向作者赠送当期刊物2本. 作者可在我刊网站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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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下载该论文的PDF文档作为电子单行本.如需纸

质单行本，请提前与编辑部联系，编辑部酌情收

取制作成 本费.

6 版权

作者来稿发表后,文章著作权归作者所有,文

责由作者自负,其编辑版权属本刊所有.

凡在我刊印刷版发表的论文，将先行在我刊

网站以电子版形式发表,也将被收录我刊的国内外

数据库网站和光盘使用.凡有不同意者，请另投他

刊.

刊物内容上网服务和光盘版收录的报酬包含

在本刊所付稿酬中，不再另付.

7 修改稿的书写及排版要求

修改稿请作者使用我刊稿件文档模板排版．

稿件应按A4纸页面通栏排版．

修改稿依次由以下各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稿件修改说明，对全部审稿意见

给出逐条答复和修改说明（同时应在稿件中将修

改之处做出明显标示）；

第二部分，中文标题（英文稿件为英文标

题）、作者中文姓名（英文稿件为作者英文姓名）、

论文署名单位的中文名称（英文稿件为单位英文

名称）、中文摘要（英文稿件为英文摘要）、中文

关键词（英文稿件为英文关键词）、学科分类号

（英文稿件不排）、中文脚注（英文稿件为英文脚

注）；

第三部分，正文、参考文献，图表（含图表

题、图表注）按在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号并插

入文中恰当的位置；

第四部分，英文标题（英文稿件为中文标

题）、作者英文姓名（英文稿件为作者中文姓名）、

论文署名单位的英文名称（英文稿件为单位中文

名称）、英文摘要（英文稿件为中文摘要）、英文

关键词（英文稿件为中文关键词，英文稿件在中

文关键词后加排学科分类号）、英文脚注（英文稿

件为中文脚注）．

网络版附录，文章中篇幅较长的资料性内容

或复杂的公式推导过程在论文正式发表时可考虑

以网络版附录的形式出版．如有网络版附录，请

作为论文的附件在我刊稿件管理系统上传，并在

论文末尾处列出附录的文件名,在正文中需参考附

录处明确标示．

稿件中各部分内容具体要求如下：

7.1 文题与标题

文题应言简意赅,一般不超过 20个字.文题中

应使用规范的缩略词、符号、代号，非常见的外

文科技名词和化学化合物名应写全称.

文题应中英文对照分别按前述要求排在正确

的位置.

各级标题应简短醒目、层次分明.以不超过 15

个字为宜.标题编号方式请参照以下示例：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1.1.1 质粒与菌种

7.2 作者姓名与单位

文章的署名人及单位应是对文章全部或部分

内容作出主要贡献并能对文章内容负责的人和单

位.多作者署名的文章应注明通讯联系人. 文章的

通讯联系人应是参与论文研究和写作，并能够对

稿件负全部责任的作者。

作者姓名与单位应中英文对照,分别排在中英

文文题之下.

中国人姓名在译为英文时，应按汉语拼音规

则规范拼写.姓前名后分写，姓全大写，双、单名

首字母大写，双名在两个汉字的拼音字母之间加

连字符“-”.例如：“王大成”应写作“WANG

Da-Cheng”.

单位应写明标准全称、所在城市及邮政编码.

单位的英文项中还应写明国别.

外国人姓名和单位一律以英文书写．

7.3 中英文摘要及关键词

7.3.1 摘要

摘要应中英文对照，分别排在中英文文题和

作者、单位项之下.

摘要须准确反映论文的实质性内容.摘要应写

成报道性文摘.研究报告类论文须在摘要中简要地

介绍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摘要中应避免

对论文的内容作诠释和评价，避免对论文文题的

简单重复.中文摘要字数应在 200～400字之间.英

文摘要至少应有 10个左右意义完整、语句顺畅的

句子，中文研究论文的英文摘要应更为详尽，需

要在摘要中对论文的目的、实验设计、方法、主

要结果（包括重要数据）、结论等有较为详细的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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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关键词

每篇文章应给出 3～8个关键词.中英文对应，

分别列在中英文摘要后面.

7.4 中图分类号

按《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 4版)确定，

列在中文关键词后面.

7.5 脚注

脚注应中英文对应，分别排中英文摘要页下

方，以横线与上方文字分开.脚注的内容应包括：

a. 经费（基金）资助来源；b. 通讯联系人及其电

话、传真、电子信箱（E-mail）；c.与单位项中不

同的作者单位或通讯地址等；d.收稿日期与修回日

期由我刊编辑部填写.

7.6 正文

正文字号为5号，字体为宋体.

在文稿中请注意使用国家技术监督局出版的

《量和单位》中规定的法定计量单位和符号、国家

正式公布的简化字及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

会公布的名词、术语.在正文中首次出现的缩写

词，应先写出中文名词，再在括号内写出英文或

拉丁文全称和缩 写词.

正文后接排参考文献列表.参考文献的著录格

式请参照本征稿简则第8部分.

7.7 图表

7.7.1 图片

彩色或黑白均可. 我刊欢迎作者使用彩色图

片，在版面费的收取方面将给予最大限度的优惠.

图片应提供单独的图文件．图像文件（如照

片等）首选TIFF 格式，图形文件（如坐标图、流

程图等）首选EPS格式．

图片应在正文中引用，并按照在正文中引用

的顺序编号.

图片下方应配有图序号、图题和详尽的图注，

使插图具有自明性.图序号、图题、图注、图文用

英文撰写.中文综述类论文图题中英文对照，图

注、图文用中文撰写.

坐标图的标目应使用标准物理量和法定计量

单位符号.

照相图要求图像清晰、层次分明、反差适中.

显微镜和电镜照片应标明照片实际放大倍数或长

度标尺.

用单字母缩写表示的蛋白质、核酸序列必须

以文本的方式添加在图片中，不能直接制作成

图片.

7.7.2 表格

文字表格使用三线表（不用竖线）.

表格应在正文中引用，并按照在正文中引用

的顺序编号.

表格上方应配有表序号、表题，下方应有详

尽的表注，使表格具有自明性.表序号、表题、表

文、表注用英文撰写.中文综述类论文表题中英文

对照，表文、表注用中文撰写.

7.8 公式

公式请用 Microsoft Office Word中的公式编辑

器或 MathType 插件编写，勿以图片形式插入文

稿中.

8 参考文献著录

参考文献的著录依照 GB/T 7714-2005《文后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我刊为作者提供 Endnote格

式文件，作者可在我刊网站下载使用．列入的参

考文献应该是作者亲自阅读过，并在论文中直接

引用的主要文献 . 未正式发表的文献（包括私人通

讯等）一般不作为文献引用 . 必须引用时，请在正

文中括注 . 以电子版和印刷版同时发表的文献，在

著录时以印刷版为准 . 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中的

论文按照论文集的格式著录，非正式出版的会议

论文集中的论文不列入参考文献表，必须引用时

请在正文中括注 . 我刊提倡作者在自己的文章中对

国内同行已发表的相关论文予以充分 反映 .

为方便国际检索系统收录及国外读者查阅，

中文参考文献应同时以中、英两种文字著录，中

文条目在上，相应的英文条目在下（两条使用同

一编号）．例如：

[1] 康格非 . 临床生物化学 . 北京 : 人民卫生出版社 , 1991:

245- 249

Kang G F. Clinical Biochemistry. Beijing: People Health

Press, 1991: 245-249

各类文献著录格式示例:

专著的著录项目、格式和符号

作者. 书名. 版本（第 1 版不著录）. 出版

地：出版者, 出版年：引文起止页码

示例

[1] 胡天喜，陈 杞，陈克明，等 .发光分析与医学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89-103

[2] Sanderson R T. Chemical Bond and Bond Engergi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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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昂温 G, 昂温 P S. 外国出版史 . 陈生铮, 译 . 北京: 中国

书籍出版社, 1988

期刊的著录项目、格式和符号

作者. 文题名. 刊名, 出版年份, 卷号（期

号）: 起止页码

示例

[1] 朱 浩，施 鼐，范映辛,等 .反相胶束体系中的酶学研

究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1998, 25(3): 204-210

[2] Smaith R G, Cheng K, Schoen W R, et al. A nonpeptidyl

hormone secretagogue. Science, 1993, 260(5144): 1640-

1643

论文集的著录项目、格式和符号

作者. 文题名//编者. 论文集名（多卷集为

论文集名：卷号）.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起止页码

示例

[1] 薛社普, 周增桦, 刘 毅，等 . C-醋酸棉酚在大鼠体内的

药物动力学研究 //薛社普, 梁德才, 刘裕 . 男用节育药棉

酚的实验研究 .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3: 67-73

[2] Howland D. A model for hospital system planning //

Krewernas G, Morlat G. Actes de la 3eme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de Recherche Operationells, Oslo, 1963.

Paris：Dunod，1964: 203-212

专利文献的著录项目、格式和符号

专利申请者. 专利题名：专利国别, 专利号.公告

日期

示例

[1] 曾德超 . 常速高速通用优化犁：中国, 85203720.1. 1986-

11-13

[2] Fleming G L, Martin R T. Ger Par: USA, C08g, 2 139291.

1972-02-07

学位论文的著录项目、格式和符号

作者.题名[文献类型标志].保存地:保存者,年份

示例

[1] 陈淮金 .多机电力系统分散最优励磁控制器的研究[D].

北京: 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 1988

电子文献的著录项目、格式和符号

作者.题名[文献类型标志/文献载体标志].出版

地：出版者，出版年[引用日期].获取或访问路径

示例

[1] Turcotte D L.Fractals and chaos in geology and geophys‐

ics [M/OL].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1998-09-23]. http://www.seg.org/reviews/mccorm30.html

参考文献的作者不超过 3人（含 3人）全部列

出,多于 3 人时只写前 3 人,后加“等”或“et

al”. 姓名采用姓前名后的形式，作者之间不加

“和”或“and”.

在参考文献表中,上下文献相同的项目,不宜

用“同上”或“ibid”等.

9 审理费与版面费

我刊对来稿收取稿件审理费（初审退稿者除

外），对录用稿件收取版面费，文中彩色图片按最

低成本另收彩色图版制作费（研究快报免收版面

费和彩色图版制作费）.各类费用的收费标准列于

下表.

稿件类型

普通稿件

研究快报

Letter to Editor

特约稿件

审理费

（元/篇）

300

500

免收

免收

版面费

（元/面）

400(1~10页)

200(第11页起)

免收

400

400(1~10页)

200(第11页起)

彩色图版

制作费（元/面）

600

免收

600

免收

1）本刊采用国际标准开本(210 mm×297 mm).
2）作者交纳稿件审理费或版面费后，编辑部将开具电子发票发送

给作者，以作报销凭证.

3) 稿件篇幅按印刷版页码计算，稿件中如包含网络版附录，加收制

作费100元/文件，加收总金额不超过500元.

10 编辑部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100101 北京朝阳区大屯路 15 号中

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

进展》编辑部

电话：010-64888459

传真：010-64889892

电子信箱：prog@ibp.ac.cn

网址：http://www.pibb.ac.cn

微信公众号：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或

扫描下方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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