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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计算机系统应用曳 稿 约
叶 计算机系统应用曳 渊 悦晕 原 圆愿缘源 辕 栽孕袁陨杂杂晕员园园猿 原 猿圆缘源 冤 创刊于 员怨怨圆 年袁是中国科学院主管尧中国科学院
软件研究所主办的尧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技术性尧应用性科技核心期刊遥 叶 中国期刊网曳 和叶 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曳 全文收录袁是叶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曳 和叶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曳 的来源期刊遥
本刊的办刊宗旨是宣传推广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应用遥 重点是宣传介绍计算机应用系统的建设渊 包
括系统的规划尧设计与开发等方面冤 尧信息技术的应用研究与开发成果以及相关技术的分析袁探讨与应用遥
读者对象院各行各业与计算机应用有关的人士袁包括管理人员及从事计算机应用系统设计尧开发尧维护的
专业人员曰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师与研究生遥
本刊为月刊袁大 员远 开袁 圆园愿 页 辕 期渊 邮发代号院愿圆 原 缘缘愿袁圆愿援 园园 元 辕 期袁全国各地邮局订阅冤 遥
主要栏目如下院
系统建设院主要内容是应用系统的总体规划尧设计尧开发与实施方案遥
研究开发院登载应用研究与开发人员结合各行各业的实际需求所进行的研究与开发成果遥
应用技术院介绍当前信息技术特别是热点技术的研究分析与实际应用遥
实用案例院介绍已付诸实用的各种应用系统实施尧运行及所取得的实际效益遥
经验交流院登载系统开发及运行管理过程中有推广价值的实践经验与操作方法遥
产品应用院宣传介绍流行的各种 陨栽 新产品袁如网络产品尧芯片产品尧数据库尧中间件尧开发工具尧系统平台
等产品的特性及实际应用遥
专论窑综述院面向管理层与决策层人士袁内容主要是研究与探讨信息技术在推广应用中存在的普遍性问
题袁报道当前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与动态袁以及对某些专题的论述遥
欢迎广大同行就上述栏目踊跃投稿遥 来稿内容应突出实用性并符合当前发展潮流及技术热点遥 具体注
意事项如下院
员援 文章论点明确尧语言简练尧论据正确尧插图务必清晰遥 系统建设及应用开发文章应突出关键技术袁减少
一般性论述遥 如有程序代码应加 员院员 的中文注释以增强可读性遥
圆援 每篇稿件以 愿园园园 字左右为宜遥 稿件若太长袁本刊将予以适当删节遥 来稿应附中英文摘要袁关键词及
英文题目袁并附主要参考文献遥
猿援 作者投稿后可在线查询稿件处理状态袁两个月左右可以查询是否录用袁在此之前请不要投其他刊物遥
源援 录用稿件将发录用通知并收取版面费袁按投稿先后顺序发表袁一经发表即给作者寄样刊及稿酬遥
缘援 本刊已启用网上投稿系统袁不再接受通过 耘皂葬蚤造 或邮寄方式的投稿袁请作者选择在线投稿方式遥
远援 通讯方式院
员园园员怨园 北京 愿苑员愿 信箱中科院软件所叶 计算机系统应用曳 编辑部
网址院憎憎憎援 糟 原 泽 原 葬援 燥则早援 糟灶
耘皂葬蚤造院 糟泽葬岳 蚤泽糟葬泽援 葬糟援 糟灶
电话院园员园 原 远圆远远员园源员
悦韵孕再砸陨郧匀栽 渊 悦冤 圆园员员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