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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题名的审读及编辑加工
田 莉，董军浪，武 晖，师 琅，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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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方法]结合论文来稿实例，分析了科技论文题名中的常见问题及产生原因。[研究结果与结论]发现题名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题名雷同化、千篇一律，题名过大、过于笼统，用词不当、重复，题名与论文内容不符，过多地
使用“分析”
“研究”，题名过长等方面。列举了具有代表性问题的题名并加以修改分析。认为作者缺少写作经验，或缺
乏深思熟虑、人云亦云，是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针对上述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与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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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ing, Editing and Processing of Titles of Scientific Papers
TIAN Li, DONG Junlang, WU Hui, SHI Lang, MENG Chao, GAO Lu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710048 China）

Abstract:The common problems are analyzed in the titles of scientific papers and the causes of them. It is found that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itles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 the title is too general, the words are improper and repeated,
the title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content of the paper, too much use of "analysis" and "research", and the title is too long. Repre⁃
sentative problems in titles are listed, analyzed and revised. It is believed that some authors are not considerate and lacking in
writing experience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problems.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scientific papers; title; review; editing

科技论文的题名也称为篇名，是能反映论文
[1]

中特色内容的恰当、简明词语的逻辑组合 。题名
是否简明、准确规范、有吸引力，不仅关系到读者
对论文的阅读兴趣，而且还能影响论文的检索与
引用。此外，题名还需符合一定的语法要求并具
有逻辑性 [2-3]。因此，题名要求以最确切、最精炼的
文字概括论文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 [4]。然而，仔
细推敲或审读论文来稿的题名，发现或多或少地
存在一些问题。有缺陷的题名不仅影响论文质
量，也影响期刊质量，还会对读者阅读抉择产生负
面影响[5-6]。本文结合实例，分析了科技论文题名中
常见问题及产生的原因，
提出了改进建议。

1 题名缺乏个性、千篇一律
多篇论文题名相近、毫无特色，看不到作者的
研究方法或结果与他人的差别。
3
2
例 1 椭圆曲线 y = x - 30x + 133 的整数点
2
2
例 2 椭圆曲线 y = nx(x + 256) 的整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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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2 题名形式类似。查阅例 1 文后参考文

献，其中中文文献共 10 篇，共有 8 篇题名为“椭圆曲

线……的整数点”形式，另外 2 篇题名与例 1 相类
似。例 1、2 的题名本身没错，但作者只是简单套用
他人题名，缺乏深入细致地分析，使得论文题名人
云亦云、
毫无特色。
进一步分析例 1 文章的内容，发现椭圆曲线
2
y = x3 - 30x + 133 的整数解有关文献已经给出，该

文利用另外一种方法与技巧求解，故将例 1 题名改
为（共 20 个汉字）：椭圆曲线整数点的递推序列及
二次剩余法求解。
同样，例 2 题名改为（不超过 20 个汉字或字
2
2
母）：椭圆曲线 y = nx(x + 256) 整数点解的分布。事
2
2
实上，y = nx(x + 256) 既可以看作是椭圆曲线，也可
以认为是 x - y 的函数关系式，实际上也是一个关
于 x、y 的三次不定方程。因而，将整数点改写为

“整数点解”或“整数解”都是合理的。

2 过 分 追 求 高 大 上 ，不 适 宜 地 用“ 基 于
……”等

例 3 原题名：基于 ABS 立体成型织物的结构特

征及服用性能分析；改后题名：ABS 立体成型织物

服饰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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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8 原题名：基于织机喷射阀的压电驱动器动

的结构特征及服用性能。
基于后面的名词应该是论文所用的方法、采用
的技术、依据的原理或论文的理论基础等。该文是
以 ABS 高分子长丝为原料，应用 3D 打印技术的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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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特性研究；修改后题名：喷气织机高频喷射阀压
电驱动器的动态特性。
该文采用压电驱动器控制喷气织机高频喷射

融沉淀法(FDM)制备了 2 种规格的立体成型织物,并

阀，分析了压电驱动器的动态特性并用相关软件模

材料，
用“基于……”显然不妥。

驱动器”的前置定语。另外，此处采用“基于……研

分析了其服用性能。这里的 ABS 长丝其实为实验
例 4 原题名：基于 Solidworks 和 ADAMS 的仿

拟验证分析结果。因此“高频喷射阀”应做为“压电
究”的“大陆句式”[6]题名显然不妥。
例 9 原题名：一类由任意时间-迭代切换信号

生机械手结构设计及其运动学仿真；改后题名：一
种新型的仿生机械手结构设计与运动学仿真。

支配的切换系统的迭代学习控制；修改后题名（共

Solidworks 和 ADAMS 为 2 种仿真软件。文章

20 个汉字、符号）：一类基于时间-迭代信号的切换

进行仿真验证。要说是基于 2 种应用软件设计仿

中文题名一般不宜超过 20 个汉字，题名中的

主要内容在于机械手结构设计，利用 2 种通用软件

系统控制策略。

生机械手过于勉强，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此外，关

实词不能重复，虚词“的”
“在”等不宜过多使用。

于仿生机械手结构设计研究较多，人们采用各种方

例 9 中，
“迭代”
“切换”等 2 个词重复使用，使得题

案。作者采用了“滑轮+绳索”模仿人手，故题目加
上“一种新型的……”。

3

名多达 28 个汉字及符号。分析文章内容可知，
“时
间-迭代信号”属于该文的研究方法及依据，故“由

题名过大或过于笼统

……支配的”改为“基于……的”较为合理。

有的文章题名过于泛指、笼统，不能反映论文

5

的相应信息，看不到作者的着眼点，或者无法涵盖
论文主要内容。

不合时宜地使用“分析”
“研究”
等词
除了综述类文章之外，科技论文大部分属于研

究型论文。
“分析”
“研究”的含义已经隐含于论文

例 5 客家服饰纹样研究。

标题之中。除了实证分析、成分分析、测试分析、比

当代科学研究一般需要团队协作才能完成。

较研究等有前置定语情况之外，一般不再用“……

一篇论文所能解决的大多是某一学科分支的某一
问题，即使像例 5 关于服饰文化研究的论文亦是如

研究”作为论文标题。下述几个实例中，
“分析”
“研究”均可删去。

此。因而，论文题目不宜过于宽泛。对客家服饰纹

例 10 原题名：基于虚拟样机的空间连杆引纬

样的研究可能包括其起源、制作、流行、特征等方

机构的改进分析；修改后题名：基于虚拟样机的空

面。分析文章的内容后，将例 5 改为“客家服饰纹

间连杆引纬机构运动特性改进。
例 11 原题名：异形孔辅助喷嘴结构设计及其

样的来源与文化特征”更为确切。

例 6 原题名：热模型下扬声器音圈温度预测方
法；修改后题名：基于热模型的扬声器音圈温度卡

喷射性能分析；修改后题名：喷气织机异形孔辅助
喷嘴的结构及喷射性能。
例 12 原题名：采用准比例谐振控制器的 MMC

尔曼滤波预测。
例 6 中原题名会误导读者，
以为作者要介绍、
比

环流抑制策略研究；修改后题名：基于准比例谐振

却是，
作者首先建立了扬声器热模型，
随后用卡尔曼

例 13 原题名：车载网中基于身份的消息认证

较分析几种扬声器音圈温度的预测方法。真实情况

控制器的 MMC 环流抑制策略。

滤波预测算法预测音圈温度，
并与测试结果相比较。

方法研究；修改后题名：一种车载网身份信息认证

4

方法。

词语搭配不当、重复

例 7 原题名：Fe 掺杂改善 Ag/SnO2 电接触材料

耐电弧烧蚀性能的影响机理；修改后的题名：Fe 掺
杂改善 Ag/SnO2 电接触材料的耐电弧烧蚀性能。

例 7 是一种采用动宾结构形式的题目，但动词

“改善”的宾语不是“影响机理”，而是耐电弧烧蚀性
能。论文中的确对影响机理做了分析，但应理解为
改善性能的“本份”工作。虽为主要内容的一部分，
但不是本研究的目的。

6

题名过长

题名若确实需要 20 个以上汉字（特别是化学、

化工类论文）才能展现论文的中心内容和重要论
点，则宁少勿多，
尽可能接近 20 个汉字。

例 14 原题名：长链离子液体单体及其聚合物

的合成、
性质与聚集机理。
例 14 标题共 24 个汉字及符号。论文也确实完

成了该单体及其聚合物的合成，并分析了其性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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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机理。但是，该题名仍有可删改之处。和作者
沟通之后，认为“合成”中隐含了聚合物“性质”分
析，故将题名改为“长链离子液体单体及其聚合物
的合成与聚集机理”。删改后的题名共 21 个汉字，
更加接近 20 个汉字。

例 15 原题名：酯基链的微增长对咪唑类离子

液体的导电行为和热稳定性的影响。
该题名共 28 个汉字，虚词“的”用了 3 次，其中 2

个可以删去。修改后题名为“酯基链微增长对咪唑
类离子液体导电行为和热稳定性的影响”，共 26 个
汉字。

7

结语
科技论文的题名是反映其内容与学术水平的

重要信息。尽管不断地强调题名的写作要求，但从
论文来稿看，其中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问题。对于
编辑工作者来说，没有捷径可走——除了了解论文
题名的要求，掌握编辑加工的技巧之外，还要根据
文章的摘要、引言及正文的内容，下苦功夫反复修
改，才能编辑加工出规范、
合理的论文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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