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文编辑服务 

目录 

关于我们 ............................................................................................................................ 2 

我们的保证 ................................................................................................................................ 2 

服务 ................................................................................................................................... 3 

英文编辑 ................................................................................................................................... 3 

稿件编排 ................................................................................................................................... 4 

图表编制 ................................................................................................................................... 5 

提交手稿 ............................................................................................................................ 6 

定价与付款 ........................................................................................................................ 7 

字数计算 ................................................................................................................................... 7 

付款 ........................................................................................................................................... 7 

服务价格 ................................................................................................................................... 8 

1. 英文编辑服务 ............................................................................................................................. 8 

2. 稿件编排服务 ............................................................................................................................. 9 

3. 图表编制服务 ............................................................................................................................. 9 

常见问题 .......................................................................................................................... 10 

联系方式 .......................................................................................................................... 13 

 

  



 2 

关于我们 

Spandidos Publications是生物医学研究出版业的专家，自 1992年成立后不断发展，目前出版

八本生物医学期刊。在 JCR® 2012列出的肿瘤类别期刊，每 20篇中有 1篇发表在 Spandidos 

期刊上。我们的业务致力于确保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提供的高质量手稿的有效传播。我们的

英语编辑服务为所有母语的研究人员提供精心编写且能有效表达意思的最高质量的手稿，随时

可向英文期刊投稿。 

我们在伦敦办事处设立了一个专家编辑团队。至今，该团队已促进 Spandidos Publications 系

列期刊内的 26,000多篇原创研究与评论文章的出版。我们的编辑涵盖各种科学学科，并且有

能力以最高的质量来处理您的手稿。所有编辑均符合我们的严格筛选标准，并持有某些顶尖大

学的理学士学位，许多编辑持有理学硕士、PhD和 DSc等高等学位。编辑必须具备以被认可

的书面表达技能，并在主编的指示下接受全面培训。 

选择我们的英语编辑服务，您可期望获得： 

 轻松的投稿流程 

 符合您要求的各种实惠服务 

 快速的交付时间，让您的稿件及时做好投递准备 

 有着优良质量信誉的专业公司 

我们的保证 

Spandidos Publications 英语编辑服务坚信，我们的工作质量将提高您的出版机率。然而，无法

保证会出版您的稿件；请参阅我们的免责声明：如果出版商仅因英语之故而拒绝您的稿件，且

我们认为，您已作出真诚的努力去录入我们的大部分修订，则我们会在不额外收费的情况下重

新编辑您的稿件，直到您和您的审稿人对英语的质量满意为止。如果我们编制的图表不符合指

定的技术要求，我们将在不额外收费的情况下修改这些图表，除非我们已经通知您由于提供的

原始文件而做出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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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英文编辑 

确保清晰有效地表达您的科学数据，让您的稿件留下最佳的第一印象。选择我们的英语编辑

服务，可确保语言不会成为出版您的研究的障碍。 

我们提供两种编辑服务： 

标准级：由一名编辑进行校对和编辑 

卓越级：由两名或以上编辑进行校对和编辑 

对于这两个选项，您都可以期望得到以下的服务： 

 快速而可靠的交付时间 

 所选编辑均具备相关的科学与技术专长 

 由说英语的专业人士编辑稿件 

 您的编辑提供反馈意见，有助日后撰写项目 

 如果审稿人因英语不佳之故拒绝稿件，可重新编辑 

 以保密的方式处理您的数据 

 颁发证书，确认稿件已经被编辑 

我们的标准级服务提供实惠而全面的编辑服务，且会确保拼写、语法、术语和措辞均达到高标

准。  

卓越级服务增加了额外的校对服务，并对文件的语言和流程提供了进一步的评估。一旦您的首

位指定编辑进行校对和编辑，稿件将由高级编辑在第二轮中进行“最终阅读”。这位编辑能够

集中回答由首位编辑提出的任何问题，进行任何额外的合适编辑，并在纠正英语后评估您的稿

件的流畅度和表达的清晰性。 

在手稿中，任何对您当前或将来的手稿有用的评论将会在稿中注明，使用 Microsoft Word的

“评论”功能，以及对需要改进的领域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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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的使用将根据我们的专业内部风格进行调整，除非指定了其他期刊风格（请参阅“稿

件编排”以获取该服务的详细信息)。 此外，请说明首选使用美式或英式英语。 

请确保您准确计算稿件的字数，以便选择正确的价格波段。有关计算准确字数的详细资料，请

参阅 “定价及付款”部分。我们不编辑参考文献，因此在计算单词计数时不考虑这些资料。

请在单词计数中包含任何图像的图例或表格标题。 

如果稿件中有任何您不希望编辑的部分，请用 Microsoft Word中的“高亮”功能清楚地突出

显示，并在上传手稿时向我们的编辑解释清楚。 

请注意：任何字数差异问题均可轻易解决，但在未有收到您所选服务的适当付款前，项目不会

被处理。 

稿件编排 

向期刊展示，您已经投入了时间和精力，使手稿符合他们的具体要求。让我们的稿件编排服

务最大化您的数据和解释的影响，以最准确、一致和流畅的方式呈现它们。 

每个期刊都有自己的格式要求。我们的专业人员可以通过确定这些需求，然后将您的稿件准

备到您指定的期刊格式风格，从而节省您宝贵的时间。 

您可以期望得到以下的服务： 

 无论是单独的还是与我们的英语编辑服务一起，均可享受快速的交付时间和实惠的服

务 

 编辑会根据您指定的期刊风格编修，格式化手稿 

 与我们的英文编辑服务一起选择时，稿件编排只需要多一天 

投稿时，请详述您打算投递的期刊，并提供该期刊的 URL链接，以避免出现任何差异。编排

指引通常列于大部分期刊网站的“作者指南”部分。我们将使用您所提供的 URL链接作为编

排稿件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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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编制 

文搞中的图像是传达数据的最佳方式之一，应该是搞中最显著的特点。让我们帮助您以最清

晰和最合理的格式呈现您的图像，以确保它们是手稿的亮点。 

您可以期望得到以下的服务： 

 统一的价格，高质量，快速周转时间 

 单个部件的图像合成 

 尺寸和分辨率调整 

 清晰、简洁和适当的图像标签 

 确保图像标签和图像之间的一致性 

对于自定义项目(如电脑绘图)，请与我们联系，讨论您的要求和报价。  

一旦图像被编辑过，不使用同样的软件就很难重新编辑了。因此，我们建议提交最好的版本以

显示预期布局。图像和照片不会以任何方式被操纵，以歪曲任何数据。我们将提供最终图表的

TIFF平面文件，以及我们对图表元素所作改动的解释。我们将保留一个可编辑的（分层的）

文件至少 12个月，以防您需要修改图表。  

我们可处理大部分图像类型和图表版面的草稿版本， 接受 Adobe® Illustrator、 Adobe® 

Photoshop 及 PowerPoint文件, 但我们也要求提供用于生成有关文件的源文件。我们将努力确

保最终版本的数据清晰而忠实地呈现您的数据。我们对图像的任何调整，如色彩平衡/色调，

色彩空间，亮度和对比度，旋转和微调，排除不相关的区域，不清晰的掩蔽等将被应用于整个

图像或面板，而不是对其内部的单个元素。在投稿前，作者有责任检查并完全满意我们所提供

的版本已正确地加上标签，且诚实而准确地反映出原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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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该服务准备的图像示例： 

 

提交手稿 

请将您的手稿以 Microsoft Office Word文档的形式（.docx或.doc） 发送到

languageediting@spandidos-publications.com，提供以下信息： 

 所需服务类型:标准（standard）或卓越（premium） 

 完成时间（3、6或 15天） 

 标题的手稿 

 字数 

 付款人的全名 

 账单地址包括街道名称和建筑编号 

 付款方式（信用卡、PayPal或银行转账） 

mailto:languageediting@spandidos-publicati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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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与付款 

Spandidos Publications 英语编辑服务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提供最高标准和质量的英语编辑。我

们的价格计划是基于字数和期望的周转时间，在上传您的手稿之前提供一个透明的价格。 

字数计算 

为了准确统计字数，请阅读以下指引： 

1. 在 Microsoft Word中打开手稿，删除不想编辑的部分。本文档仅用于计算单词计数。

提交稿件编辑服务时，请提交完整的原稿（包括已删除的部分）。删除表格、参考列

表、评论意见和任何不许要编辑的部分 

2. 使用 Microsoft Word的字数统计功能来计算剩余文本的字数，并计算所有提交文件的

字数 

3. 清楚的显示任何不想编辑的部分。请在上传手稿时向我们的编辑解释清楚。 

4. 提交后，我们将核实您提交的稿件的字数。如果字数与所选的服务不同，稿件将被搁

置，我们将通过电子邮件与您联系，以核实如何进行。周转时间将会在您回复和确认

的时候重新开始。任何超过了字数的稿件都将被退还费用的差额 

付款 

支持类型： 

 信用卡，Paypal或银行转账 

 Paypal和信用卡支付会有附加费（3-4%的价格） 

 对于银行转账，额外收费不同，并应与银行确认 

一旦资金被清除，手稿已经提交，您分配的编辑将会验证单词计数，然后开始项目。请参阅上

述指引，以准确确定字数。一旦付款成功收到，您将收到我们的确认电子邮件。所有价格均以

英镑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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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价格 

1. 英文编辑服务 

卓越服务：由两名内部编辑校对和编辑稿件 

字数 
返稿时间* 

3天 6天 15天 

短篇：<1,500 £180 £150 £130 

平均：1,500 £200 £180 £150 

中篇：3,001 £250 £225 £200 

长篇：6,001-9,000  £380 £350 £300 

定制: (>9,001)：费用/1,000个单

词 
定制报价 

 

标准服务：由一名内部编辑校对和编辑稿件 

字数 
返稿时间* 

3天 6天 15天 

短篇：<1,500 £170 £130 £110 

平均：1,500-3,000 £180 £160 £140 

中篇：3,001-6,000 £220 £190 £170 

长篇：6,001-9,000  £350 £270 £240 

定制: (>9,001)：费用/1,000 个单词 定制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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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稿件编排服务 

稿件编排单独服务需要 3天，与我们的英文编辑服务一起时，稿件编排需要多一天。  

字数 3 天 (英语编辑另加 1天) * 

短篇：<1,500 £100 

平均：1,500-3,000 £120 

中篇：3,001-6,000 £160（英语编辑另加 2天） 

长篇：6,001-9,000 £180（英语编辑另加 2天） 

定制: (>9,001)：费用/1,000个单词 定制报价 

 

3. 图表编制服务 

图表编排服务按£50/图表的统一费率收费。 

定制项目（例如：重新绘制/设计）分别定价。请联系我们，告知您的项目详情并获取定制报

价。 

*所报时间均根据星期一至星期五的正常工作日计算。英国节假日（包括：元旦、Good Friday、

复活节星期一、五月银行假日、春季银行假日、夏季银行假日、圣诞节和节礼日）不包括在

交付时间内。如果项目与公众假期重合，您将会收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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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请参阅以下最常见问题的答案。就所有其他疑问而言，请参阅我们的联系网页。 

标准与卓越服务有何不同？ 

提交给标准服务的稿件将分配给一位编辑，该编辑将全权负责按照您的规范编辑文稿。卓越服

务的稿件将于两位编辑将连续编辑文稿。这将提供第二个意见和额外的保证所有适当的编辑。 

Spandidos Publications 英文编辑服务的编辑都是谁？ 

编辑在生物科学领域拥有广泛的学科学位。您手稿将被分配给我们的一位或两位编辑， 他们

的科学背景与您的手稿相匹配。编辑将负责从头到尾编辑您的原稿，使您和编辑之间轻松沟通。

我们的编辑是从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顶尖大学中挑选出来，许多人持有博士学位。我们所有的编

辑都符合我们严格的选择程序的标准，并具有流利的口语和写作水平。 

Spandidos编辑证书是什么？ 

证书确认稿件已由我们编辑，并已被认为可以提交到期刊。（这是在您对我们提出的大部分建

议进行修改的情况下。） 该证书可提交给您计划投稿的期刊，并给予期刊编辑们的信心，即

稿件中的英语已经被校对和验证。证书的示例 

我应按什么格式提交我的稿件？ 

稿件应以 Microsoft Office Word文档的形式提交。 编辑随后会使用“修订”功能修改稿件。

您将能够看到随原始文本一起做出的修订，以及看到编辑在文档上留下的批注和建议。 

我的稿件会以哪种方式返回给我？ 

当文件准备好了，您将会通过电子邮件收到文件。 您将能够在 Microsoft Word 中查看以修

订功能做出的更改，并选择接受或拒绝我们所作出的修订。这可通过使用 Word 中的“审阅”

选项卡找到。在此，您可选择以下列方式查看文搞：(1)原始状态、 (2)显示标记的原始状态、

(3) 最终状态、(4)显示标记的最终状态。修订将显示为红色的注解（如为已删除内容，则显示

为划掉的红色单词，如为插入内容，则显示为红色单词）。如有两位编辑处理文稿，第二位编

https://www.spandidos-publications.com/languageeditting/contactlanguageediting
https://www.spandidos-publications.com/languageeditting/certificatelanguageed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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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的修订将以不同颜色显示，以示区分。批注和修订详情将显示在文档一侧。您可在 

Microsoft Word 的审阅窗格中使用“上一条”和“下一条”功能滚动查看修订，以及选择

“接受”或“拒绝”批注。图表通常使用 Adobe Photoshop或 Adobe Illustrator进行编辑，且

以 Tiff或 Jpeg格式保存，并以其最近编辑的格式发送。详细信息请参见图表编制部分.  

周末和公众假日包括在交付时间内吗？ 

所报时间均根据星期一至星期五的正常工作日计算。英国节假日（包括：元旦、Good Friday、

复活节星期一、五月银行假日、春季银行假日、夏季银行假日、圣诞节和节礼日）不包括在交

付时间内。如果您的项目与公众假期重合，您将会收到通知。 

我应该先联系你们来获得报价吗？ 

除非您对手稿的编辑和格式有特殊的要求，否则不需要与我们联系。我们的价格根据提交的字

数或图表数计算，因此价格是透明的。如本网站所述，您需要计算字数，并决定最适合您的需

求的服务。如果您在确定价格方面有任何疑问或问题，可通过联系方式页面上的各种方式联系

我们。 所有提交文件在付款之前将收到 invoice。 如果贵机构需要单独的 invoice，请与我们

联系，我们会很乐意为您服务。 

若要进行图表编排，你们接受哪些文件类型？ 

可以接受的文件类型： 

 TIFF 

 JPEG（以最高质量保存） 

 EPS文件或仅适用于矢量图表（曲线图/图形）的全页（一个图像充满整个标准尺寸页

面） 

 PSD文件 

不接受以下来源的图像： 

 导入或复制粘贴到Word或 PowerPoint中的图像 

 BMP、GIF、PCT、PNG或低质量 JPEG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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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的着色可能如下： 

 彩色图表：CMYK模式  

 黑白图表：灰阶模式 以 RGB 模式提交的彩色或灰阶图表 

我们不能提高图表的分辨率，因此，请发送分辨率为 300 dpi/英寸以上、符合打印尺寸或较

大尺寸的图表。  

我应该如何提交表格? 表格是否应该格式化? 

应使用 Microsoft Office 等软件以文本格式提交表格。表格内的文本可随其他稿件文本一并审

阅和编辑。请在 Microsoft Word 中编排表格，确保表格字迹可辨，文本可用于编辑，并以最

终希望的格式清晰排版。 

你们会如何编排照片？ 

我们不能对照片进行修改，包括亮度、对比度、着色或裁剪。这是为了确保在任何阶段，图像

均不会被我们曲解或编辑。请确保在其他图表中以可能的最高分辨率上传照片。 

我如何在编排图表后重新编辑它们？ 

我们极力建议您向我们提交最终的图像来进行图像编排。您需要拥有能重新编辑以新文件类型

保存图像的适当软件，且某些改动不会永久录入到图表中。我们始终秉承高质量的工作作风，

如果您不满意我们对图表进行的编辑或发现我们的工作存在问题，我们乐于与您讨论这些情况，

并一起努力来纠正任何问题。 

我是否会从编辑那里得到关于手稿写作方式的反馈？ 

在您收到经编辑的稿件时，我们会用 Microsoft Word 的“批注”功能在文件一侧标注任何批

注、疑问或建议。这可能包括有关对整个文本普遍所作改动的建议、一致性问题、清晰度或为

参考文献编号等技术问题。这样，您会在我们已作出的编辑上直接收到有关稿件的个人反馈意

见。如果我们所作的编辑不清晰或已改变文本的意思，您可联系我们来解释和解决任何问题。 

 

https://www.spandidos-publications.com/languageeditting/contactlanguageed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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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审稿人对我稿件中使用的英语感到不满，该怎么办？ 

如果在极少数情况下，审稿人对稿件中使用的英语作出特定评论，以致影响稿件出版，我们将

免费重新编辑您的文章，直到审稿人认为可接受为止。这只是在手稿因英语语言的原因被拒绝

情况下。 是否免费重新编辑，还取决于向期刊投稿时是否已录入了我们的改动（或大部分改

动）。出版是一个主观的流程；因此，使用我们的服务并不能保证可在任何期刊上发表您的稿

件。 

要是我对稿件所作编辑不满意，该怎么办？ 

我们殷切希望您会对我们提供的服务感到十分满意。然而，如果您在收到稿件后有任何评论、

疑问或问题，请使用帮助网页上的详细资料联系我们，我们会尽快回复您来解决任何问题。 

此外，如果您有希望发表的任何评论，可向我们提交这些评论来录入至本网站的感言部分。我

们珍视您的反馈意见，并致力于不断与客户携手合作，竭力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联系方式 

邮箱：languageediting@spandidos-publications.com 

地址：Spandidos Publications UK Ltd. 

5-6 King Street Cloisters, Clifton Walk 

London W6 0GY 

United Kingdom （英国） 

https://www.spandidos-publications.com/languageeditting/contactlanguageediting
https://www.spandidos-publications.com/languageeditting/testimonialslanguageedi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