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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学报》 (ISSN 1674-3466, CN 11-5705/Q)是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中国植物 
学会主办的中文综合性学术期刊。双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邮发代号 2-967) 。其前身 
为 1983 年创刊的《植物学通报》 ; 2009 年改为现名《植物学报》。我刊以“综合性、高水 平
”为办刊方针， 以及时、准确地反映我国植物科学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和系统评述国际植物 科
学最新进展为基本定位， 发表植物科学各领域(包括农学、林学和园艺学等)的原创性且具 
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论文、研究报告、研究快报、技术方法(含组织培养简讯)及特邀综述、 
专题论坛、主编评述和热点评等。读者对象为从事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的中高级相关专业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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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内容要求科学问题明确、数据可靠、条理清晰、文从字顺、 图表简明且结构严谨。 
优先考虑探讨并揭示生物学现象的本质规律和生命活动分子机理的稿件。对于综述类文章作

者需同时附信说明本人在相关领域所做的研究工作及贡献，以便文献跟踪。对于研究类文章

作 者必须声明， 其采用的是由专门机构确认的、遵从 1995 年赫尔辛基(2000 年在爱丁堡修

订)  规定的实验方法(http://wwww.wma.net/e/policy/b3.htm)。分类学文章必须明确阐明典

型样 本和样地， 并使用国际认证机构给出的命名系统(非个人收集)。 

文章(包括特邀综述和专题论坛)应反映植物科学重要领域的国内外最新研究进 
展， 需要结合作者自己的工作， 有自己的观点。文章要求具有新颖性、科学性和可读性， 观 
点明确、引证翔实、文字精炼， 对读者和同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邀综述由我刊约请具较 
高水平的相关领域的专家撰稿。 专题论坛则发表自由投稿的综述类文章， 重点考虑以学科前 
沿和国家战略需求等热点问题为题材的稿件。篇幅不超过 15 个印刷页。 

 要求内容充实、 研究深入、 实验数据充分、观点明确、结论可靠。文章结构 
包括摘要(中文和英文)、前言、材料与方法、结果与分析、讨论和参考文献 10 个部分。 

 主要刊登有新发现和新观点的研究结果。文章结构包括摘要(中文和英文)、 
前言、材料与方法、结果与讨论和参考文献 5 个部分。 文章长度不超过 8 个印刷页。 

 内容求新不求全，主要报道植物科学领域的新发现、新突破、新观点和有重 
大应用价值的新成果。文章结构包括摘要(中文和英文)、正文(不分立标题)和参考文献 3 个 
部分。 内容简略， 重点以图和表展示新发现、新结果和结论。文章长度不超过 3 个印刷页。 

 重点刊登新技术、新方法， 包括对实验方法的改进及重要植物的组织培养系 
统。文章内容需简明扼要， 实验易于重复， 所用植物材料需经过相关部门鉴定。实验方法类 
文章结构包括摘要(中文和英文)、前言(背景介绍)、材料与方法、结果与讨论、参考文献 5 
个部分, 长度不超过 6 个印刷页。 组织培养类文章结构包括摘要(中文和英文)、前言(立题意 
义)、植物材料、培养基成分与培养条件、结果与讨论和参考文献 6 个部分, 篇幅不超过 7 
个印刷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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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标题不超过 20 个字，应能概括论文的主要结论，并含有主要关键词。 
2.2  

摘要采用第三人称写法， 简明准确地反映论文的主要信息， 如主要科学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思路和途径等。摘要中不标引参考文献。 中文摘要约 350 个字。英文摘要应包含中文摘 
要的全部信息， 内容可更详于中文摘要。 

文章摘要包括：研究背景、现状和意义 3 个要素。 
文章摘要包括：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 4 个要素。 

2.3  

http://wwww.wma.net/e/policy/b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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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般 3–8 个， 根据重要性排序， 英文关键词调整为与中文关键词对应顺序。 
2.4   
2.4.1   

图应准确、完整并有自明性。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如图 1、图 2)，且在正文中引用图  
号应顺序出现。同类图需合并； 有关联的照片图需拼好版, 组成 1 张图， 各小图用大写英文  字
母连续编号, 如 A 、B 、C (Arial 字体， 加粗)等(放于各小图左上角), 字号 10 磅(图中文字  为 8 
磅，Arial 字体, 非加粗)。半栏(图宽<=8 cm)或通栏(图宽<=17 cm)排版, 高不超过 19 cm。 

线描图分辨率 1000 像素/英寸， 主线和辅线粗 0.75 磅。照片图分辨率 500 像素/英寸， 
缩放图需在图和图注中标明比例尺(Bar)。 

文章需用中文表述图中的内容(无法用中文表述的除外) 。 文章则仅用英文 
表述图中的内容。 图题和图注应有中英文对照。 
2.4.2  

表应简练并具有自明性， 表格编排采用三线表(不带竖线) 。全文表格用阿拉伯数字连续 
编号(如表 1、表 2)，并在正文中按照顺序号依次出现。表中文字为 8 磅， Arial 字体。 半栏 (
表宽<=8 cm)或通栏(表宽<=17 cm)排版, 并尽量使用竖排表格。 统计指标(如 SD 或 SE)应 
放在中英文表题后面的圆括号中。 

文章需用中文表述表中的内容(无法用中文表述的除外) 文章则仅用英文 
表述表中的内容。表题和表注应有中英文对照。表中的缩写和定义符号需在表注中说明(要 
有中、 英文对照)，并用“；”隔开。 P 差异性检验应以*或小写字母(a, b, c)标注。 
2.5  

致谢中包含对研究者(需注明其所在单位)和机构的感谢。 
2.6  

文中文献采用“著者+出版年”著录格式。仅引用与本文有关的近期主要文献，未公开 发
表的资料或私人通讯不作为文献列出， 可在文中用括号注明。作者应对所引文献的准确性 
负责。文后文献按照“中文-中文译著- 日文-西文”顺序编排；中文文献按姓氏拼音排序， 英文

文献按姓氏字母排序； 需列出全部作者姓名。具体格式请参见我刊网站(http://www.chin- 
bullbotany.com)。 
2.7   

附录置于正文后， 以罗马数字编号并于文中引用。附录内容如非本文作者的工作， 需将 
附录作者名加在附录标题后(附录内容仅在电子版显示，不在纸质版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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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应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如 mol.mL– 1 、mL、t(吨)、hm2 (公顷)等。时间单位: 在 
正文叙述时用中文(如天、小时、分钟、秒), 研究类文章的图表中用 d、h、min 、s 。专有名 
词在文中首次出现时， 应标注其中、英文全称。物种名在正文中首次出现时， 需在中文名后 
注出其拉丁学名。 化学试剂均用普通名(不用商业名) 。遗传学术语的使用参见 Trends  in 
Genetics (Elsevier Science,1998)，基因符号需大写斜体， 蛋白质符号大写正体， 突变体符 
号用小写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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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投稿请登录我刊网站(http://www.chinbullbotany.com)首页的作者投稿/查稿投递稿 
件(首次投稿请先注册， 获得用户名和密码)，然后依据提示提交稿件。上传的稿件， 图和表 
应插入文中适当位置， 正文五号字，1.5 倍行距， 页边距 3–5 cm, 并按顺序编排页码。电子 
文本为 word 格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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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刊采用网上投稿和网上送审。 投往我刊的稿件， 自投稿之日起， 半年内作者不得将其 

http://www.chinbullbotany.com)%E9%A6%96%E9%A1%B5%E7%9A%84%E4%BD%9C%E8%80%85%E6%8A%95%E7%A8%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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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投它刊。来稿经编辑部初审  副主编初审 两位相关领域专家外审 编委会定审  
退修改 修后定审(副主编、主编)合格后录用。编辑部在 3 个月内将稿件处理结果通知作 
者。作者也可随时登录我刊网站“作者投稿/查稿”或关注我刊微信(微信号: zwxb_2009) 查
询稿件处理情况和审稿意见。 修改期超过 1 个月，又未及时申明理由的作者稿件，按作 者
自动撤稿处理。录用稿件一般按接受日期先后顺序安排发表。 

在文章正式出版之前， 我刊责任编辑将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将电子版校样(PDF文件)发送 
给通讯作者(或第 1 作者)校对， 除录入错误外，原则上不再接受内容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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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学报》上发表的文章版权属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稿件录用后， 论文作者需 
与编辑部签署“版权转让和出版协议” (网站下载) ，将其专有出版权(即复制权和发行权)、 信
息网络传播权、 翻译权及使用许可的独家代理权授予编辑部(如有异议， 需事先声明) 。协 
议上应有文章全部作者的签字， 并加盖通讯作者所在单位公章。 对已录用的稿件， 我刊编辑 
部有权酌情进行编辑整理和修改润色； 若进行大量内容的修改， 需征求作者的同意。作者必 
须保证论文和所用研究材料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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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用稿件将收取发表费(400 元/印刷页)及审稿费(300 元/篇)(发表费支付需单位财务公 
对公汇款转账(或使用支票)，不接受个人账户转账)。编辑部收款后既挂号寄回报销发票。稿 
件一经刊登，编辑部会酌付稿酬，并赠送通讯作者 2 本样刊。 
 

 
户名：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海淀西区支行(行号：102100000458) 
账号： 0200004509088100989 
 

 
: 填写支出报销单(包括金额、课题编号和用途说明(支付植物学报版面费))  

课题负责人签字  交编辑部； 
: 登录所 ARP 系统  填写普通报销单  课题负责人签字  电子版提交财务 

 
 
8  
通讯地址： 北京海淀区香山南辛村 20 号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报》编辑部 
电话： 010-62836135; 010-62836131; E-mail:cbb@ibcas.ac.cn 
网址： http://www.chinbullbotany.com; WeChat: zwxb_2009 

  打印版交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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