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要求及建议 

材料科学【HTMP】 

 

1主题 

⚫ 金属和合金，金属间化合物，氧化物陶瓷和非氧化物陶瓷（例如氮化物，碳化物，硼化物和

石墨）的高温应用和性能 

⚫ 聚合物，玻璃和玻璃金属，复合材料 

⚫ 氧化和环境侵蚀，高温腐蚀 

⚫ 高温材料设计 

⚫ 达到高温的过程 

⚫ 涉及激光，等离子和电弧源的材料处理 

⚫ 涉及太阳能使用的材料和处理过程 

⚫ 核能应用中所使用的材料 

⚫ 热化学，反应动力学 

⚫ 液态金属加工，快速凝固工艺 

重点关注高温材料的多学科性质和各状态下各种材料的工艺。 

 

2论文要求 

2.1 稿件类型：Research Articles 

 

2.2 格式要求 

2.2.1 字体 

字体格式用 Times Roman （字体大小标题为四号，内容 11）；公式需可编辑形式；添加页码 

2.2.2 页数 

没有页数限制，建议篇幅在 8~15 页。 

2.2.3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在正文引用格式为[1]；参考文献需按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示例】 

文中引用：（1）The incidence of cancer has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and it is speculated that 13.1 

million people will die of cancer in 2030 [1]. 

         （2）Wang et al.’s [1] and Liu et al.’s [2] studies describ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trophic 

gastritis as decreased gastric pits and markedly dilated opening under eCLE system. 

文末排序：  

[1] N.A. Barcza, T.R. Curr, and R.T. Jones, Pure Appl. Chem., 62 (1990) 1761-1772.   

[2] S. A. Kutuzov and L. P. Osipkov, Open Material Sciences, 4 (2018) 965-974. 

2.2.4 公式图表 

1. 公式应以文本格式而不是图像形式提供。 可以使用 Microsoft Word 的公式工具。 公式

应在页面右侧的圆括号中连续编号。  

公式例子： 

𝑥 =
−𝑏±√𝑏2−4𝑎𝑐

2𝑎
     (1) 



2. 在投稿时，图片可以出现在正文中，这些图片应靠近引用的位置。所有的图片应按照出

现的顺序进行标序，且必须带有随附的标题。最好是简短说明。注意：图片不能出现中文，

且画质必须在 300dpi 以上（建议图片格式优先为 TIFF）。 

3. 每个表格必须有自己的标题且是可编辑的形式。 

 

2.3 论文结构及建议 

Title  

文章标题中不使用缩写词，词数少于 75 个字符； Title 下面还需提供一个不超过 50 个字符

的 running title；要写明作者的姓名、学院，单位和地址、邮政编码和国家。需用星号标注通

讯作者。 

Abstract 

摘要应提及本研究的主要发现，但无需详细介绍方法以及实验过程，并简要总结论文中最重

要的内容，即本研究的成果以及其创新性和重要性。 摘要不包含参考文献，图形或表格。

请尽量避免使用缩写。篇幅不超过 200 词。 

Keywords 

3-5 个关键词。但是要注意尽量不从标题中复制关键词。 

Introduction 

本节应提供适当的研究背景，阐述课题相关的领域的基本信息，直至自然过渡到文章将要探

讨的科研课题。但是关于背景内容简短描述即可。接着综述该课题的研究进展，并指出存在

的问题。从而概述本文的研究目标及工作，指出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和创新性，从而阐明课题

的研究意义与应用价值。注意，不要在此章节概括本研究的成果。最后需要在本节介绍文章

的框架。  

Materials and Methods 

本章节重点在于叙述 introduction 部分提出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在描述时需包含关于实验

的详细信息，以便可以重复执行所有过程。本章节的内容需要回答这几个问题：研究要做什

么，做了什么以及怎么做。必要时，还需添加时间和地点信息。同时需要阐述清楚实验的东

西是什么，东西是哪里来的。 

本节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的目的，设计和各项设置； 

•参加者或样本、材料等的特征说明； 

•对使用的所有过程和方法的清晰描述。通常应使用通用名称。在研究中使用专有品牌时产

品或仪器时，请说明其型号及品牌； 

•使用的统计分析的类型，包括适当的计算。 

【注意】 

1.提供足够的细节，让审稿人能够验证和判断。  

2.应对已经发表的方法进行总结，并添加相应参考文献或者补充材料进行说明。同样，如果

直接引用以前发布的方法，请注意文献引用。 

3.若是对已有方法有任何修改调整，还应描述清楚。 

4.工作量应优越于近 5 年已发表的相关研究。 

5. 主要这章节不应出现评论性字眼，也不应出现结果或者讨论的内容。 

Results & Discussion 

本节需向读者展示研究结果。除了文本形式，这些结果须以公式、表格和图片形式呈现。

另外，本节还需要现有研究的背景下，结合类似已发表研究成果对比分析，讨论此研究结

果的意义和局限性。若稿件的重点在方法论上，还应讨论研究所涉及的实操问题（尤其是



其他章节尚未讨论到的内容）。应该探索工作结果的重要性，而不是重复它们。在进行讨论

的时候需要将研究结果和在 introduction 部分提到的问题结合起来。篇幅方面，相对于

Materials and Methods 章节，这一部分的内容需要更多。本章节主要在于尽可能用比较多的

数据说服读者本研究实验设计合理，结果可信，通过实验可充分论证文章结论。 

Conclusions 

结论部分应清楚地解释这项工作的主要发现和意义，强调其重要性和相关性。注意 abstract

和 conclusion 内容表达不能过于相似，conclusion 部分需要更加详细，两个部分的内容不能

直接复制粘贴。 

Data Availability 

本节模板参考：The data used to support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vailable from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upon request.或者 All data generated or analyzed during this study are 

included in this published article. 

List of abbreviations/Nomenclature 

本节应列出文章所有缩写或变量及其指代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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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格式应符合 2.2.3 的要求； 

文献总数建议在 15-30 个； 

近 5 年国外相关文献应占较大的比重； 

尽量不引用会议文献。 

Appendices 

如果附录不止一个，则应将其标识为 A，B 等。附录中的公式和方程式应单独编号： （A.1），

等式（A.2）等；在随后的附录中（B.1）等。对于表和图也类似：表 A.1；图 A.1 等。 

2.4 创新性及工作量 

1. 尽量确保文章没有相同研究，或者有少量类似研究（领域、方法不同），结果有应用价值。 

2. 研究实验设计合理，结果可信，在 results & discussion 部分需要表述清楚通过实验可充分

论证文章结论。并且需要突出本研究的不同之处以及重要性。尽量提供较多的数据。 

3. 建议图表总数在 10 个左右。 

4. 文章结构分明，逻辑清晰，参考文献新且全，语言达到科技论文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