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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技术》杂志投稿须知 

 

    1. 投稿方式 

  我刊只接收网站（http://www.cesmedia.cn）在线投稿。投稿前，请务必先认

真阅读本投稿须知。 

  2. 稿件内容要求 

  （1）综述稿件：建议由该领域内知名专家结合本人近年研究成果完成，要

求有较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 

  （2）学术研究稿件：必须有创新性，内容充实完整，试验数据准确可靠，

仿真结果清晰，应用前景展望。 

  （3）实用案例稿件：要结合现场情况，阐明事故经过，深入分析事故发生

的缘由，探讨正确的解决方法。 

  3. 稿件字数限定 

  全文包括插图和表格文字不多于 6000 字。 

  4. 稿件组成要素 

  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工作单位、摘要、关键词、正文和参考文献，其中，

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工作单位、摘要和关键词要同时提供英文信息。 

  5.关于署名作者 

  作者署名不应超过 5 位，文章末尾处提供第一作者的个人简介，简介包括

姓名、出生年月、最高学历、职称、从事的研究方向或专业工作内容。 

  网上投稿过程中，在填写作者信息时，作者姓名和署名顺序请务必和稿件

中的作者信息保持完全一致。稿件处理过程中，如发现稿件作者的网上信息和实

际稿件中的信息不符，编辑部会要求作者填写书面变更作者申请，并支付相关费

用，如果作者拒绝提供书面申请或者拒绝支付相关费用，编辑部有权延迟刊登或

者拒绝刊登该稿件。 

  6. 摘要撰写要求 

  摘要的基本内容由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四部分构成，文体须以第三人

http://www.cesmedi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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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表示。摘要字数不超过 250 字。关键词由 3～8 个词组成。 

  7.基金项目标注要求 

  稿件若有基金资助，请在首页左下角注明，格式为：基金名称（编号）。 

  8.图表要求 

  文中所有图和表，请按在文中出现的顺序编排序号，从图 1 和表 1 开始，

依此类推，并要注有相应的图名和表名，不允许按章节编排图序或者表序（例如，

不允许出现图 1-1，表 1-1，等等）。 

  （1）插图要求清晰清楚，半栏图宽度小于 8cm，通栏图宽度不应超过 17cm，

图内文字用 6 号宋体，字母和变量用 TimesNewRoman 字体。 

  （2）图序和图名位于各图的正下方居中位置，表序和表题位于各表正上方

居中，建议用三线表。 

  （3）文中所涉及到的图，流程图、电路图、框图等请尽量用

MicrosoftOfficeVisio、Adobeillustrator、AdobePhotoshop 制作并插入，仿真波形

图请输出高分辨率的矢量图或者截取高清晰的图。 

  （4）我刊属于黑白印刷，框图和流程图请尽量避免使用深底色，曲线图也

请尽量使用白底，不同的曲线请用不同的线形来表示。 

  （5）图中所涉及到的变量，请注意正斜体的表示。 

  （6）同一坐标的数值，小数点后面的有效位数请保持一致。 

  （7）表中同一列或者同一行表示同一类数值时，小数点后面的有效位数，

也应保持一致。 

  9. 公式要求 

  （1）请按公式在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统一编排序号，从式（1）开始，以

此类推，不允许按照章节号编排公式序号（例如，不允许出现公式（1-1）或者

公式（2-1））。 

  （2）文中涉及到的变量，以及公式中的变量，请用斜体表示，对于变量的

下角标，请统一用正体表示。 

  （3）稿件中所有的变量符号、器件符号以及公式，一律不准用图片格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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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要用文字格式或者公式编辑器编辑，文中公式要可编辑、可修改。 

  10. 参考文献著录格式 

  参考文献内容组成及格式：作者.引用文章的题名[文献类型标志].书(刊)名.

（，）书的出版地：出版社，年，卷（期）：页码.。文献类型标志为[J]（期刊）、

[M]（图书）、[C]（会议论文）、[D]（学位论文）、[S]（国家标准或者规范）、

[Z]（企业内部规范或产品说明书）、[N]（报纸）等，标点请按所示要求。参考

文献不应少于 10 条，最多不要超过 20 条，综述稿件可以例外。、 

  具体请参照我刊网站“投稿指南”栏目的“《电气技术》文后参考文献著

录格式及示例”。 

  11. 关于审稿周期 

  我刊审稿时间约定为 40 天，一般审回时间为 2~15 天左右，稿件审核进程

中的每一个环节，编辑部都以 E-mail 的方式向稿件通信作者发出通知，稿件中

的作者也可以登陆网站作者中心自行查询，如果投稿人是作者以外的其他人，在

投稿成功后，其作者中心将不会看到稿件的任何信息，也不会收到编辑部针对稿

件的任何处理通知。 

  12.关于学术不端 

  一稿多投、代写代发、论文买卖、篡改数据、抄袭剽窃、重复发表、虚假

注释、不实参考文献等任何一种情况者，均属学术不端行为。 

  （1）我刊严禁一稿多投、重复内容多次投稿以及抄袭他人论文等现象。 

  （2）为强化投稿作者的诚信自律，我刊从 2016 年起要求作者对所投稿件

进行学术相似度自查，确保所投稿件合理引用已经公开出版的科研或者学术成果。

在稿件正式提交给本刊外审专家审核前，需要作者对稿件内容先进行学术相似度

自查。 

  （3）我刊目前只认可知网学术不端检测结果，请不要提供诸如万方、维普、

PaperPass 等其他平台的检测结果。 

  （4）提交第三方检测时，请只检测正文部分（去掉作者信息、单位信息、

中英文摘要、中英文关键词、参考文献以及作者简介后的内容。 

  （5）请务必提供 PDF 版检测报告，不要提供网页或者 word 形式的检测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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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所提供的知网相似度检测报告，总文字复制比例应≤20%。 

  （7）在稿件正式发表前，编辑部会对当期稿件集中进行学术不端检测，撤

下当期有学术不端嫌疑的稿件，并按退稿处理，作者之前所支付的相关费用不予

退回。 

  如果作者不愿意提供稿件相似度自查报告，请务必提供一份《学术道德承

诺书》，承诺书模版可以登录我刊官网（www.cesmedia.cn）“投稿指南”栏目自

行下载，按要求填写完整的稿件信息和作者信息，所有署名作者签名后加盖单位

或者部门公章。在修改说明上传位置上传承诺书扫描文件的 PDF 文档。 

  在编辑部处理稿件过程中，若发现稿件实际情况与承诺书中的承诺内容不

符，编辑部将在期刊官方网站首页及作者中心曝光本篇稿件的学术不端行为及本

篇稿件作者提供的《学术道德承诺书》，本篇稿件的所有作者将被列入我刊的学

术不端黑名单内，并定期向行业内兄弟期刊编辑部通报本刊涉嫌有学术不端行为

的作者和单位。 

  13. 关于稿件版权 

  作者需要保证拥有此文的全部版权(包括重印，翻译，图象制作，微缩，电

子制作和一切类似的重新制作)，论文一旦在《电气技术》杂志上发表，则视为

作者同意将该论文的版权自动转让给编辑部，包括电子出版，多媒体出版，网络

出版及以其他形式出版的权利。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重庆维普数据、

超星域出版等其他合作伙伴在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

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社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向本

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社上述声明。 

  14. 关于稿费 

  对于按正常流程处理的稿件，在期刊出版后的当月或者次月，稿费以邮局

汇款的方式寄给稿件的通信作者。但并不是所有稿件的通信作者都能得到相应的

稿费。作者注册投稿时，身份证信息为可选填写项，身份证号码用于作者稿件被

发表后，给作者发放稿费时财务统计需要，如果不填写身份账号或者填写了错误

的身份证号，则视同作者放弃稿费。投稿人不是通信作者时，请提醒通信作者登

录自己的后台，修改相关信息。稿费寄出后，由于作者原因超期未领被邮局退回

后，我们不再向作者重新支付稿费。 

  15. 关于版面费 

  我刊收取稿件版面费，对于按正常流程处理的稿件，若字数不超过 5000字，

http://www.cesmedi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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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人数不超过 2 人，且一次性审核通过，按照每篇论文 1000 元收取费用；对

于字数超过 5000，或作者人数超过 2 人，或图表数量累计超过 8 个以上，或不

是一次性审核通过的稿件，每篇按 1000 元以上收取费用。版面费具体金额在稿

件审核通过后，会邮件通知作者。没有通过审核的稿件，不收取版面费。对于支

付完版面费后又撤稿的作者，编辑部不向作者退还已经缴纳的版面费及其他相关

费用。 

  16. 关于加急审核 

  按正常流程审核的稿件，我刊不向作者收取任何审核费用，需要加急审核

的论文，在收到稿件送外审短信或者在自己后台看到稿件已经在外审状态时，可

以向编辑部申请加急审核，按照每篇文章 200 元的标准支付加急审核费用，编辑

部增加审核费用后，作者可以在自己的后台在线缴付，然后等待审核结果。鉴于

目前我刊审稿老师队伍强大，审核周期短，大多数审稿老师能在 15 天内提交审

核意见，除非确实着急，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建议作者申请加急审核。 

  17. 关于加急发表 

  审核通过的稿件，在作者付完版面费后，大概在 6~9 个月后见刊，如果作

者确实着急，需要提前发表，请联系编辑部进行加急处理，加急费用按每提前 1

期加收 1000 元，最多只能提前 3 期。 

  18. 关于作者变更 

  在稿件返给作者退修或者规范等环节时，如果若需要修改稿件中的题目或

者作者，请务必同时修改系统中的题目或者作者，使两者保持完全一致（开具书

面录用通知时，以系统内登记的作者为准），更改后的作者数量不得超过 5 个。 

  19. 关于作者变更费 

  对于已经录用的稿件，如果要求对作者署名发生变更，我们向作者收取作

者变更费用，并要求提供书面的“作者变更申请表”，作者变更申请表在本刊网

站“投稿指南”（http://www.cesmedia.cn/html/folder/19030585-1.htm），填写相

关信息并经变更前后的所有作者签名后发扫描件至本刊编辑部。变更作者费用的

具体标准为：①删减作者，每删减一位作者，支付 50 元费用；②调整作者顺序，

每调整一位作者，支付 50 元费用；③增加作者，每增加一位作者，支付 50 元费

用，增加后的作者总人数不能多于 5 人。 

  20. 关于样刊 

  本刊为月刊，正常出版时间为每月 15 日，刊物出版后，我们会采用邮政小

http://www.cesmedia.cn/html/folder/1903058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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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的方式向作者寄送样刊（论文只有一个作者的，邮寄 2 本样刊；论文为 2 个及

2 个以上作者的，几个作者，邮寄几本样刊），样刊一次性邮寄给稿件的通信作

者。样刊寄出后，大概需要 7 到 15 个工作日，通信作者才能收到样刊（一般在

当月底或者次月初）。如果您在注册时，没有提供详细的邮寄地址，请您及时登

录网站，完善或者更新自己的通信地址，使得样刊出版后，能够准确无误地邮寄

给您。凡是由于通信作者没有提供详细邮寄地址或者提供了错误的邮寄地址，致

使刊物退回，对此我刊概不负责。样刊的邮寄快递单号信息，我们样刊邮寄通知

邮件里注明，作者根据编辑部提供的查询方式及时跟踪，以免遗失。 

  21. 关于发票和录用通知 

  版面费发票和纸质录用通知都需要单独发邮件索取。请您在收到我刊的“版

面费信息确认邮件”（即我刊邮件通知您已经收到您的版面费）后，再发邮件索

取版面费发票或者稿件的纸质录用通知。邮件中，您必须注明：稿件编号、稿件

的中文名称、投稿人、版面费金额、发票抬头（注意：发票抬头不能写个人）。

并在邮件中留下您准确而完整的的邮寄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等联络信息。

我们会采用信件挂号的方式向您寄出发票或者纸质录用通知。发票的邮寄挂号挂

号条码信息，我们会在版面费“备注”一栏标注，作者可以自己跟踪查询。 

  22. 关于期刊级别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对期刊级别问题做了如下

权威解释：“新闻出版总署从未按学术水平的高低为期刊划分过等级，仅从出版

管理的角度，按照期刊主管单位的不同将期刊分成中央单位期刊和地方单位期刊。

有的报刊在封面上刊载“国家一级报刊”等字样，不是新闻出版总署组织评选出

来的，并非政府行为。 查询期刊是否合法请您到新闻出版总署门户网站首页右

侧设有“新闻机构查询”栏目，在“新闻机构查询”处选择相应的媒体类别（报

纸或期刊），填入出版物名称后点击查询。如查询结果中出版物名称、刊号、出

版地等信息与核查的出版物刊载的信息一致，该出版物则为合法刊物。如没有查

询结果或与核查的出版物刊载信息不一致，可确认为未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出

版物。新创办或更名的报刊在 180 个工作日之后都会网上显示。” 建议您登录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进行查看和咨询，相关解答的页面链接如下：

http://www.gapp.gov.cn/govinteract/1049/117992.shtml。 

  （2）《电气技术》主管单位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单位为中国电工技

术学会，属于中央在京期刊。 

  （3）《电气技术》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查询结果信息见链接：

http://www.gapp.gov.cn/zongshu/view.shtml?type=期刊&typeNum=2&orgName=电

气技术&pubCode=11-5255/TM。 

http://www.gapp.gov.cn/zongshu/view.shtml?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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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为严格学术期刊出版资质，优化学术期刊出版环境，促进学术期刊健

康发展，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根据《关于规范学术期刊出版秩序 促进学术期刊健

康发展的通知》、《关于开展学术期刊认定及清理工作的通知》，组织开展了学

术期刊认定工作。经过各省、区、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中央期刊主管单位初审上

报，总局组织有关专家严格审定，确定了第一批认定学术期刊名单（共 5737 种

期刊）并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正式公布，新闻链

接页面为：http://www.gapp.gov.cn/news/1663/233978.shtml。《电气技术》属于第

一批被认定的学术期刊，附件名单中序号为 1219。 

http://www.gapp.gov.cn/news/1663/233978.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