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S 会员指南及常见问题解答 
 

说明：会员权益等相关信息会不定期更新，请务必以官网实时权益为准。 

https://www.acs.org/content/acs/en/membership/member-benefits.html 

从 2022 年起，ACS 会员分为资优会员（Premium ）, 会员（Standard ）. 现会员将

自动转为资优会员，将来续费时可自由选择不同种类的会员。在中国，会员会费享

有 50%折扣。 

 2022 中国会费价格 主要权益 

ACS 资优会员
(premium) 

80 美金/年 参见本文 

ACS 会员(standard) 40 美金/年 C&EN; Newsletter; Career resources 

ACS 研究生会员 28 美金/ 年 享有资优权益 

ACS 本科生会员 13 美金/年 享有资优权益 

 

 

 

 

 

 

 

 

 

 

 

 

 

 

 
 



 
 

ACS 资优会员 (Premium)主要权益及获取途径 
 

1. 数据库：每年免费享有 25 次 CAS SciFinder® activities。 

获取途径: 发邮件至 service@acs.org, 申请登录 CAS SciFinder 的专有账号。 

2. 杂志：免费访问权威杂志 C&EN (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 。 

获取途径：ACS ID 登录 https://cendigitalmagazine.acs.org/ 

3. 期刊和出版： 

a. 使用 ACS 文章润色服务 (ACS Authoring Services), 享有一次 25%折扣（限时福

利）。 

获取途径：打开 Personal Discounts -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acs.org)，点击页面左侧 ACS 

Publications Authoring Services 板块下方的 “log in with your ACS member ID for contact 

information”, ACS ID 登录后可以看见 25%折扣的专属页面。  

b. 选择在 ACS OA 期刊 （比如 JACS Au 和 ACS Au 系列期刊，但 ACS OMEGA 除

外）发表文章或在普通期刊选择 OA 方式发表文章，发表费用减免 500

美金。 

获取途径：ACS ID 登录 https://acsopenscience.org/open-access/pricing/ 

c. 在 ACS 期刊发表内页封面文章，价格减免 225 美金。 

获取途径：ACS ID 登录 https://pubs.acs.org/page/4authors/promotion/journal-cover-

image-zh.html  

d. 购买 ACS 投稿培训课程 ACS Author Lab，会员专享价 40 美金。 

获取途径：ACS ID 登录 https://acs-institute.myshopify.com/products/acs-author-lab 

e. ACS 经典科技写作畅销书 ACS Guide to Scholarly Communication，会员专

享价 65 美金。 

获取途径：ACS ID 登录 https://pubs.acs.org/doi/book/10.1021/acsguide 

f. 每年免费下载 50 篇 ACS 期刊文章或图书章节。 

获取途径：ACS ID 登录 https://pubs.acs.org/ ， 找到需要的文章，点击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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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会议：线上或线下参加 ACS 年会 （ACS Spring/ACS Fall）、Green Chemistry 

Conference 或其它 ACS 旗下会议，注册费享有巨幅优惠（通常减免 200 美

金-400 美金）。 

获取途径：ACS ID 登录会议网站。 

5. ACS Webinars: 免费享有 ACS 在线研讨会所有报告的录音合集(ACS Webinars 

Archive)，主题包括药物设计与传输、专业发展、技术创新、创业、烹饪化

学、科普等。 

获取路径：ACS ID 登录 www.acs.org/webinars 

6. Discovery Report：每季度发行的前沿科研主题研究报告（比如 AI for 

Materials Discovery, The Future of Gene Editing 等热门主题研究报告） 

获取路径：ACS ID 登录 www.acs.org/discoveryreports 

7. 职业发展资源：免费享有职业发展相关的资源，包括简历模板、简历修改、

模拟面试、职业咨询等。 

获取路径：ACS ID 登录 https://www.acs.org/content/acs/en/careers.html 

8. 专业培训课程 ACS Institute：会员免费或折扣享有课程。 

获取路径：ACS ID 登录 https://institute.acs.org/ 

9. 专业委员会：ACS 共有 32 个专业委员会，新会员可免费加入 3 个 ACS 专业

委员会。https://www.acs.org/content/acs/en/technical-divisions.html 

获取途径：加入会员或会员续费时，勾选。或发邮件至 service@acs.org, 申请加入。 

10. 微信推送：会员在 ACS 期刊上发表文章，可通过 ACS 官方微信免费解读和宣传，

以提升文章的曝光度和引用、下载、浏览量。 

获取途径：请联系国内工作人员 zli@acs-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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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 

1. 如何加入会员？会费价格以及如何续费？ 

登录 www.acs.org, 点击网页右上角 Join ACS （如果是会员续费，点击 Membership, 然后点

击 Renew My Membership）,如果没有 ACS ID 需要先免费创建，然后在线填写表格，使用

可国际支付的 Visa/Master 信用卡，在线支付即可。 

请确保地址填写为中国境内地址，系统在缴费时会自动识别并显示中国价格。缴费后，提

供国际通用的 invoice, 用于报销。 

2. 如何开启/激活会员？ 

• 网上成功缴费后，会员自动生效。 

• 系统自动发邮件到您注册的邮箱，通知您的会员号码等信息。 

• 之后的 3-6 周，ACS 会从美国邮寄会员包裹给您注册时所留的邮寄地址，包括您的

会员卡片，会员证书等。因采用普通邮寄，请确保地址准确到学校院系或具体楼门

号(地址必须用英文填写)，否则将导致无法投递。如果需要完善或更新地址，请

ACS ID 登录 www.acs.org, 点击右上方的 manager my account, 修改 primary address 

即可。 

会员卡正面 
 

会员卡背面 
 

      会员证书 

http://www.acs.org/


 
• 会员会收到 ACS 特制的 1-10 周年庆纪念水杯！15 周年庆和 25 周年庆还会有特殊

纪念品！ 

 

  

 

3. 什么是 ACS ID？ 

ACS ID 是 ACS 网站识别会员/用户的唯一途径。每个 ACS ID 关联唯一的 email 。ACS ID 可以

免费设立，登录 www.acs.org,   依次点击右上角 My Account, Log In, Registering is Easy。ACS 

会员权益需通过 ACS ID 获取，请保存 ACS ID 的用户名和密码。ACS ID 也是向 ACS 期刊投稿

的登录途径。如果在加入会员前已经有 ACS ID， 系统会自动识别。如果使用之前的 ACS 

ID ，系统发生报错，请联系 service@acs.org，或请联系国内工作人员。 

 

4. 如何获得 ACS 的各种 Newsletter? 

ACS 提供包括所有 ACS 期刊, C&EN 以及会议等的 newsletter。 可点击 www.acs.org, 点击右

上角头像，使用 ACS ID 登录，点击 manage account, 右手边点击 email preferences, 点击所

需要 newsletter 即可。 

 

5. email 突然收不到 C&EN 杂志的电子版是为什么？该怎么办？ 

一般来讲有两个原因。一是会员到期后没有及时续费，导致电子杂志自动退订。重新缴费

后，需要联系 service@acs.org, 要求重启电子杂志的免费发送。二是因为国内防火墙的原

因，有时邮箱会自动”bounce”, 导致杂志无法通过 email 发送。也需要取得客服帮助。 

此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到杂志网页 https://cendigitalmagazine.acs.org/，通过 ACS ID 

登录后，可以获得电子版本，并支持打印。参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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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CS 在国内有无分会及相关活动？ 

ACS 目前在大陆有三个分会：上海分会、京津冀分会、中国西南分会，同时有两个分会正

在筹备中：华东分会和广东分会。ACS 分会的宗旨是为当地会员和公众组织学术和交流活

动，促进当地化学科学的发展。欢迎会员参与组织！ 

2022 年活动花絮： 

ACS 上海分会联合华东师范大学精彩线上报告系列！ 

 



 
ACS 国内各分会在 ACS 年会设立计算化学、环境化学、高分子化学线上分会场： 

 

 

7. 客服帮助？ 

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service@acs.org （美国总部）， 或 zli@acs-i.org （国内, 24 小时内回

复）。如需紧急帮助，请拨打手机号：15001318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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