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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系统应用》稿 约
《计算机系统应用》（ＣＮ－２８５４／ＴＰ，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３２５４）创刊于１９９２年，是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

软件研究所主办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技术性、应用性科技核心期刊。

本刊的办刊宗旨是宣传推广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应用。重点是宣传介绍计算机应用系统的建设（包

括系统的规划、设计与开发等方面）、信息技术的应用研究与开发成果以及相关技术的分析，探讨与应用。

读者对象：各行各业与计算机应用有关的人士，包括管理人员及从事计算机应用系统设计、开发、维护的

专业人员；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师与研究生。

本刊为月刊，大１６开，２０８页／期（邮发代号：８２－５５８，２８．００元／期，全国各地邮局订阅）。

主要栏目如下：

专论·综述：研究与探讨信息技术发展的前瞻与回顾，报道当前技术发展的趋势与动态，以及对某些专

题的论述。

系统建设：主要内容是应用系统的总体规划、设计、开发与实施方案。

软件技术·算法：介绍当前流行的软件技术软件开发方法与成果，各种算法及其具体应用。

研究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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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广大同行就上述栏目踊跃投稿。来稿内容应突出实用性并符合当前发展潮流及技术热点。具体注

意事项如下：

１．文章论点明确、语言简练、论据正确、插图务必清晰。

２．每篇稿件以８０００字左右为宜，必要时可适当扩充。来稿应附中英文摘要，关键词及英文题目，并附主

要参考文献。

３．作者投稿后可在线查询稿件处理状态，两个月左右可以查询是否录用，在此之前请不要投其他刊物。

４．录用稿件将发录用通知并收取版面费，按投稿先后顺序发表，一经发表即给作者寄样刊及稿酬。

５．本刊已启用网上投稿系统，不再接受通过Ｅｍａｉｌ或邮寄方式的投稿，请作者选择在线投稿方式。

６．通讯方式：

１００１９０北京８７１８信箱中科院软件所《计算机系统应用》编辑部

网址：ｗｗｗ．ｃ－ｓ－ａ．ｏｒｇ．ｃｎ

Ｅｍａｉｌ：ｃｓａ＠ｉｓｃａｓ．ａｃ．ｃｎ

电话：０１０－６２６６１０４１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Ｃ）２０１６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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