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表开放获取文章： 

作者指南



Taylor & Francis Group隶属于Informa集团，是全球知名的
学术出版商之一。自2003年以来，我们始终致力于支持希望
能够以开放获取（Open Access）的方式发表研究成果的全

球作者。

关于我们



目前我们出版超过275种完全开放获取（Fully Open Access）的期

刊，2250余种混合期刊（Hybrid Journal）。同时，我们也出版开

放获取图书。目前免费在线的有 300多种学术著作。Taylor & 
Francis Group 与全球的学术机构和联盟精诚合作，在开放获取出

版领域中居于领先地位，为研究人员采用开放获取的方式进行出版

而提供资助。

本手册为作者及研究人员提供有关开放获取出版的相关信息。由于

目前许多机构和研究基金倡导并强制开放获取的出版方式，了解开

放获取及其对您现在和未来的研究生涯可能产生的影响恰逢其时！

我们希望本手册对您出版的体验有所帮助。



开放获取是一种将学术研究或学术内容以免费和在线永久访问的方式提供给任何
地方的任何人的过程。

Taylor & Francis Group向作者、机构及相关基金提供选择发表开放获取的途径。

您可选择以 “金色”开放获取的方式发表论文或是以“绿色“开放获取的方式使你的

研究成果免费开放。

什么是开放获取?



Gold 
open access
您研究的最终定稿，排版和编辑版本（也就是记录版本即 
version of record, VoR）在出版后立即上线。

• 一经发行，您可立即随处分享您的研究成果

• 遵守基金对以开放获取方式出版的要求

• 作者保留作品出版后的版权

• 通常需要支付文章出版费（APC）或书籍出版费（BPC）

• 存档或分享已接受稿件（Accepted Manuscript, AM）
以及VoR之前的版本，稿件应遵循期刊对于全文上线滞

后期限的要求

• 期刊全文滞后期结束后，您可在线自由分享您的稿件

• 作品版权通常会转让给出版商

• 不需支付出版费

Green
open access
已出版文章或书籍章节的早期版本可存档在机构仓储或数
据库中。



增加文章可见度及扩大读者群

研究内容以开放获取方式出版可随时免费提供给全

球读者。能见度高亦可扩大研究资料的读者群及引

用数。上述两者对作者的学术生涯及申请研究经费

均有帮助。

影响力超越学术界

使用研究内容可为决策者提供信息，协助研究突破，

改善日常生活。以开放获取方式出版使政策制定者、

非政府机构、媒体、教育工作者和从业人员更容易将

研究成果付诸行动。

遵守基金的要求

越来越多作者经机构或基金要求必须以开放获取的

方式出版机构或者基金资助研究项目的学术成果，

自由分享作品

使用阅读无障碍，可以自由地与同行、同事机构、全

球组织分享开放获取的文章或书籍，无须支付费用。

为什么以开放获取的
形式发表？



与Taylor & Francis Group共同以开放获取方式发表您的作品 

我们旨在为所有作者提供更好的出版体验，并为此提供更多出版益处和保证

快速出版

当您提交手稿后，我们集中精力对您的文章进行判

别，同时维持质量及遵守出版道德。致力确保您的研

究内容不会被其他无关的事情耽搁，及时上线并被他

人阅读和引用。

同行评审

所有手稿都将经过我们研究人员严谨的、具建设性 
的、及时的以及高质量的同行评审。透过Taylor & 
Francis Group读取或发行开放获取的人都能感受与

传统出版模式相同的高标准。

提供可选的创作共享许可协议

提供多种创作共享许可协议，清楚地帮助您了解其他

人可以如何使用您的成果，并利用您的成果进行深入

研究。您可以选择最适合的方式确定您的内容被重用

的各项权利。

文章引用指标

发表期刊文章后，您可查看研究内容下载、引用及 

在线活动状况，并观察文章覆盖范围及参与度的增长 

情形。



出版的选项有哪些？

书籍
学术著作的作者都有机会通过Taylor & Francis 
Books Open Access，以开放获取方式进行出版。

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的研究，可由知名出版品牌
Routledge出版开放获取作品；科学、技术、工程

及医学的研究，可由CRC Press的开放获取出版并

获益。

目前为止,我们有超过300种开放获取书籍，并且数

量还在不断增加。作者也可自由选择书中一个章节

或数个章节进行开放获取。



期刊

170+ 
完全开放获取期刊

以开放获取方式

出版研究成果 

2018年，发表在

完全开放获取期

刊中的文章超过
5000篇

在传统订阅期刊中

以选择性开放获取

的方式，在支付了

APC之后，该篇文

章开放获取

2018年，混合期

刊中发表开放获

取的文章超过
6000篇

Taylor & Francis 及
Routledge*

出版内容涵盖所有学
科领域 

社会科学、艺术及人
文学科

30+ JOURNALS

科学与技术

80+ JOURNALS

医药与健康

55+ JOURNALS

可登陆网站tandfonline.com/openaccess查询我们开放及选择开放的期刊

Taylor & Francis Group旗下的一个完全开放获取期刊的子品
牌，出版基于学科的大型开放获取期刊

• 15种学科及各个领域的完全开放获取期刊

• 促进各种专业领域的跨学科合作和创新

在cogentoa.com上选择您期望发表文章的期刊

Taylor & Francis Group于2017年收购

• 90多种医学研究领域的开放获取期刊

在 dovepress.com 上选择您期望发表文章的期刊

2,250+ 
混合型期刊

* Routledge为Taylor & Francis 
Group的人文社会科学子品牌



费用和资金资助
以开放获取方式发表文章，通常会要求研究人员支付开放获取出
版的文章出版费用（Article Publishing Charge, APC）。同样
地，也会要求书籍或章节以开放获取方式出版的作者支付书籍开
放出版费。

其实，由于科学研究多半是收到科研基金资助的，所以有许多基
金申请选项包含这笔费用并且可协助作者支付这些出版费用。



资助项包含：

国内或国际基金 

资助团体
许多基金允许研究补助金用于支付书籍和

期刊的开放获取出版费用。

您所在机构
Taylor & Francis Group已与众多的全球科

研机构合作，以灵活的方式协助研究人员在

我们完全开放及混合期刊以开放获取方式出

版学术论文。

开放获取出版协议

开放获取出版协议意味着：该机构作者可以

获得文章发表费的折扣价格，或选择在
Taylor & Francis，Routledge以及Cogent 
出版的期刊中发表时候无需个人支付费用而
有机构代缴。

访问authorservices.taylorandfrancis.com/
oa-agreements，了获取所属机构是否含括在我

们的开放获取协议中。 

开放获取会员资格

如果所属机构并不包含在我们的开放获取协
议中，机构本身可能有开放获取的中央基 
金，或者持有Taylor & Francis Group开放

获取的会员资格。隶属于这些开放获取会员
机构的研究人员，可在Taylor & Francis 
Group期刊上进行开放获取出版而无须负担

任何费用。

访问tandfonline.com/openaccess/
members，了解开放存取会员资格相关讯息。

新兴地区研究人员

的费用折扣或免除
处于低收入及中低收入经济体（世界银行

定义）的作者，可享有免除文章/书籍发表

费用或给予折扣，以开放获取出版方式发

表研究成果。

进一步详细信息，请访问
authorservices.taylorandfrancis.com/apc-
discounts-and-waivers

不确定是否具有开

放获取资金支持的

资格？ 
建议与图书馆管理人员了解相关信息。

了解期刊发行开放获取的更多信息，请
访问tandfonline.com/openaccess
了解更多有关我们提供开放获取图书的
信息，请访问routledge. com/info/
open_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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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流程

在投稿系统中提交您的作品
书籍：将相关提案寄送编辑，并清楚表达
希望以开放获取方式出版书籍。

期刊：准备稿件并依据期刊网页中的「作
者指南」提交论文。提交过程请输入机构
及基金信息，以确定是否享有免除文章处
理费或给予优惠。

注意：Cogent开放获取以及Dove医学报
导期刊的投稿指南，可在各自网站中
(cogentoa.com和dovepress.com)获得
信息。

1
提交准备
书籍：准备书籍提案并routledge.com/
contacts/editorial中，寻找相关编辑。

期刊：从tandfonline.com中，寻找适
合您的完全开放获取期刊和混合型期刊。



有关出版流程及开放获取的进一步信息和

方式请参考网站
authorservices.taylorandfrancis.com

审阅
书籍：您的提案将由编辑或至少其他两位 
专家审阅。

期刊：您的稿件将经过高质量的同业评审 
流程，与订阅期刊的流程相同。为符合我
们对书籍和期刊的要求，在确定内容前可
能需要针对作品进行一些修改。

决定结果及付费
书籍：您的书籍提案一经确认，公司会签发
开放获取出版合约书一份。在最终稿件内容
审阅并确认后，需支付发行费用。 

期刊：出版费用将在您的文章接收出版后开
具全额发票。

制作和出版
书籍：您的稿件将经过标准的出版和制作 
流程，想要进一步了解相关信息，请参考网站
routledge.com/resources/authors。

期刊：稿件将由我们的制作团队进行编辑、 排
版和数字化修饰，并在线开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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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放获取发表研究成果的主要优势之

一是可以更加自由地分享，世界各地任何

人都可随处阅读和引用。以下是可以流通

和推广开放获取研究的一些主要方式。

分享您的作品



切记！

如果通过绿色开放获取发表研究成果，必需等到期刊规定的滞后期之后再归档、

存放或共享已接受稿件。

社交媒体
通过社交媒体渠道分享开放出版的论文或书籍，藉此提高您研究的参与度、读者群和引

用数。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免费阅读您的研究。

如何开始使用社交媒体？在authorservices.taylorandfrancis.com中搜寻社交媒体

有一系列指南和工具可帮助您获取更多信息。

新闻稿
认为您的研究具有新闻价值？出版前通过Taylor & Francis Newsroom与我们联系，了

解新闻稿的基本要素。如果您的研究符合要求，我们将与全球新闻机构和媒体机构合作
推广您的作品。 
访问newsroom.taylorandfrancisgroup.com，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学术网站
通过在Mendeley 及 Academia.edu等学术网站上发表您的开放出版研究成果，来提

高读者群。我们建议您可以在相关学术网站上加入您的出版链接，以方便引用。

通过您所在研究机构
学术机构一向乐于推广研究人员的优秀的研究成果及内容。请联系您研究机构的相关 

部门，要求与机构内的同事分享您的研究成果。



TandF_China

书籍
routledge.com/info/openaccess

期刊
tandfonline.com/openaccess

其他资源
authorservices.taylorandfranci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