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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医学院学报》稿约

　　《新乡医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ｎｘｉａ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是新乡医学院主管、主办的综合性医药卫生类学术期刊，月

刊，每月５日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

号：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７２３９，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ＣＮ４１１１８６／Ｒ，

ＣＯＤＥＮＸＹＩＸＥＱ，邮发代号：３６１４５。本刊被教育部科学技

术司评为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奖，被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评为“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期刊”一等奖３次、二等奖１

次，被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收录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精品科技期刊，被河南省

新闻出版局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目前，本刊被《中国学术

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等国内重要数据库收录，被美国《化

学文摘》、波兰《哥白尼索引》、美国《乌利希期刊指南》、俄罗

斯《文摘杂志》、美国剑桥科学文摘社（ＣＳＡ）下属的１０种自

然科学文摘、ＷＴＯ西太平洋地区《全球医学索引》、《中国医

学文摘》、《中国药学文摘》等国内外权威性文摘索引收录。

本刊宗旨：宣传党和国家科技政策，推动医学科学研究，

促进医学信息交流，报道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新理论、

新经验、新技术、新成果，以及国内外医学新动态，为提高医

学科学研究和医疗工作服务，为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及全人

类的健康作出积极贡献。作者和读者对象：本校及全国医药

院校、医疗机构的科研、教学、医务工作者。主要栏目：专家

论坛、专题报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题述评、基础研究、临

床研究、技术与方法、护理研究、综述、医学教育研究等。

１　文稿的内容与格式

医学论文应符合《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一要求》

（Ｕｎｉｆｏｒｍ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ｔｏ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全文应包括文题、作者署名、作者单位、中英文摘

要、中英文关键词、正文、志谢、参考文献、表和图及其说明

等。具体要求如下：

１．１　文题　文题应顶格书写，简明、准确、醒目、有专指性，

一般不宜超过２０个汉字，尽量省去“…的研究”，“…的观

察”等无特定功能的词。文题中不应出现非公知公用的缩略

语、元素符号、分子式等。

１．２　作者

１．２．１　作者署名　作者应为参加研究工作并能解答该文章

有关问题及对文稿内容负责者。作者署名置于文题下，顶格

排，多位作者之间用 “，”分隔。作者姓名应在文题下按序排

列，排序应在投稿时确定，在编排过程中原则上不再变动。

１．２．２　作者单位　作者单位是指作者从事该项研究所在的

单位，即提供研究环境和各种仪器、设备的单位。作者单位

置于作者下圆括号内，包括单位全称，所在省、市、自治区及

邮政编码。单位名称与省、市、自治区名之间用 “，”分隔。

例如：（新乡医学院生命科学系，河南　新乡　４５３００３）。

不同工作单位的作者应在姓名右上角加注不同的阿拉

伯数字序号，并在其工作单位名称之前加与作者姓名序号相

同的数字；各工作单位之间以 “；”隔开。例如：

韩英铎１，王仲鸿１，林孔兴２，相永康２，黄其励３

（１．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２．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２７；３．东北电力集

团公司，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０６）

１．３　基金项目　基金资助项目产出的论文应以“基金项

目：”作为标志，注明基金项目名称并在其后面的圆括号内注

明项目编号，并附批文复印件或证明信。基金项目名称应按

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正式名称填写。多项基金项目应依

次列出，其间以 “；”隔开。例如：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５９６３７０５０）；河

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２０１４ＱＮ１３９）。

１．４　作者及通信作者简介　对文稿的第１作者，请按以下

顺序提供作者简介：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汉族可省

略）、籍贯、学位、职称及研究方向。在简介前加“作者简

介：”作为标志。通信作者简介同第１作者要求，并在简介前

加“通信作者：”作为标志。例如：

作者简介（或通信作者）：张晓阳（１９８３－），男，汉族，河南新

乡人，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

１．５　摘要和关键词

１．５．１　中文摘要和关键词　专题研究、基础研究、临床研

究、技术与方法、护理研究等栏目的文章均应附中文结构式

摘要，综述、医学教育研究等栏目文章采用指示性摘要或报

道性摘要。摘要应简洁、明了，尽量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

的信息，给出本文的主要结果（应有主要数据）和结论。结

构式摘要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各部分连续书写。关

键词３～８个置于摘要之下，关键词之间用 “；”隔开。

１．５．２　英文摘要和关键词　专题研究、基础研究、临床研

究、技术与方法、护理研究等栏目文章的文题、作者姓名（汉

语拼音）、单位、摘要和关键词均需提供与中文相对应的英文

对照。

（１）英文文题应与中文文题对应。文题首词的首字母

大写，其余小写，删去所有非功能词，如“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等。

（２）作者姓名应全部写出，姓全大写，名首字母大写，复

名之间用连字符连接，如：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张英），ＷＡＮＧＸｉ

ｌｉａｎ（王锡联），ＺＨＵＧＥＨｕａ（诸葛华）。外国作者姓名写法遵

从国际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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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英文摘要包括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４

部分，并与中文摘要对应。

（４）英文关键词与中文关键词应一一对应。英文关键
词前冠以“Ｋｅｙｗｏｒｄｓ：”作为标志。例如：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ｒｅ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ｌｉｐｌｉｄｓ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ｋｅｌｅｔａｌｍｕｓｃｌｅ
１．６　中图分类号　中图分类号以《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
５版）为准。
１．７　正文　通常包括引言、材料与方法、结果、讨论等４部分。
１．７．１　引言　引言应简要阐述（一般不超过３００字）研究目
的、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本研究的主要方法和时间

等。引言中不应包括该研究的具体方法、结果和结论，不应

进行详细讨论，可引用少量参考文献。

１．７．２　材料与方法　说明观察或实验对象（患者或实验动
物，包括对照）的选择方法和标准；所用药物、试剂或仪器的来

源和批号；详细描述实验方法（包括统计学方法）及实验步骤

等。对已发表的但未被人们所熟知的方法，应简要描述，并提

供参考文献；对自己创新的方法或改进部分应详细描述。

１．７．３　结果　按逻辑顺序用文字、图或表叙述该研究的结
果。凡用文字能表达清楚者尽量不用图表，如果应用图表则

在正文中不应重复图表中的所有数据，只需强调该研究的主

要结果。图题和表题采用中英文对照。

１．７．４　讨论　讨论应对本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着重
讨论本研究新的和重要的发现，以及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

讨论不应简单重复结果内容，应结合国内外近期相关文献进

行比较和分析，正确评价他人和自己的研究成果及其意义，

解释偶然性和必然性，有充分依据时可以提出新的假设和

（或）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讨论中避免提出本研究结果

不足以支持的结论。

１．８　志谢　志谢应置于文后。对论文作出过贡献而其贡献
又不够作者署名资格的单位或个人，可在文后给予志谢，但

必须得到被志谢人的同意。

１．９　参考文献
１．９．１　引用原则　参考文献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
省略，参考文献的数量要求一般论著不少于１０篇，综述不少
于２０篇，其他论文不少于５篇。参考文献必须是作者亲自
阅读的、最新的（近５ａ）、最主要的公开发表的文献。“未发
表资料”和“个人通信”不能列为参考文献。书面通信可置

于括号中插入正文，但应征得提供者同意。论文中引用的参

考文献应仔细核对，保证准确无误。

１．９．２　文内标注方法　本刊采用顺序编码制著录参考文
献，在正文出处用阿拉伯数字和方括号（如［１］，［２４］，［５
６］）标注在句尾右上角，或标注在引文作者姓名的右上角。
在表格或插图说明中引用的文献亦应按照该表格和插图在

正文中出现的顺序来编码。

１．９．３　文后著录格式　执行 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１５《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按照参考文献在

正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用带方括号的阿拉伯数字（如［１］、
［２］、［３］）依次标注。文后参考文献表中的作者，１～３名全

部写出，３名以上只列前３名，后加“，等”或其他与之相应的
文字。外文刊名用缩写，以《ＩｎｄｅｘＭｅｄｉｃｕｓ》中的格式为准；
中文期刊用全名。每条参考文献均需著录起止页码，最后均

以“．”结束。根据ＧＢ／Ｔ３４６９规定，以单字母方式标志各类
参考文献的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专著［Ｍ］、论文集
［Ｃ］、期刊文献［Ｊ］、学位论文［Ｄ］、标准［Ｓ］、专利［Ｐ］等。
各类参考文献条目的著录格式及示例如下：

１．９．３．１　专著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志］．版次．出
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例如：
［１］　梁晓俐．病理学基础与实验技术［Ｍ］．２版．北京：军事

医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４１１４２．
１．９．３．２　期刊文献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志］．刊名，出
版年，卷（期）：起止页码．例如：
［２］　ＨＡＬＡＢＩＳ，ＲＩＮＩＢ，ＥＳＣＵＤＩＥＲＢ，ｅｔ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ｒｅ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ａｓａ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ｅｎｄｐｏｉｎｔｏｆ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ｉｎ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ｒｅｎａｌ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１４，１２０（１）：５２６０．

［３］　刘富磊，齐博，赵宝生，等．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裂解
液在体外对食管癌ＥＣ９７０６细胞增殖与迁移的抑制作
用［Ｊ］．新乡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４，３１（４）：２４８２５２．

１．９．３．３　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
［序号］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
志］／／原文献主要责任者．原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
年：起始页码．例如：
［４］　钟文发．非线性规划在可燃毒物配置中的应用［Ｃ］／／

赵玮．运筹学的理论与应用：中国运筹学会第五届大
会论文集．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４６８
４７１．

１．９．３．４　电子文献
［序号］　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志／
文献载体标志］．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更新或修改日期）
［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例如：
［５］　陈建军．从数字地球到智慧地球［Ｊ／ＯＬ］．国图资源导

刊，２０１０，７（１０）：９３［２０１３０３２０］．ｈｔｔｐ：／／ｄ．ｇ．ｗａｎｆａｎｇ
ｄａｔａ．ｃｏｍ．ｃｎ／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ｈｕｎａｎｄｚ２０１０１００３８．ａｓｐｘ．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５６０３．２０１０．１０．０３８

［６］　Ｄｕｂｌｉｎｃｏｒｅ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ｅｔ：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１［ＥＢ／ＯＬ］．
（２０１２０６１４）［２０１４０６１１］．ｈｔｔｐ：／／ｄｕｂｌｉｎｃｏｒｅ．ｏｒ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ｄｃｅｓ／．

２　图表应用

文中需要用图和表者，应将主要结果用文字简要叙述后

标出见图×或表×。正文中用方框标出图或表的位置，方框
内注明“此处排图×、表×”字样。
２．１　表　本刊采用三横线表，不用纵线和斜线。表内数据
要求同一指标有效位数一致。表序、表题放在表上居左排。

２．２　图　图的大小以８ｃｍ（宽）×５ｃｍ（高）为宜。线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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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应用计算机软件绘制。图序、图题放在图下居左排。图

中所有数字、符号、文字一律用印刷体植字。图片要有良好

的清晰度和对比度，提醒读者注意的重要部分可用“↑”指
示。病理学图片应注明染色方法和放大倍数。若用人体像，

应征得本人书面同意，或遮盖能被辨认出系何人的部位。每

幅图的背面应贴上标签，注明作者、图号及图的上下方向。

３　单位、数字、符号的应用

３．１　计量单位　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请
参照《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应用》第３版（人民军医出
版社２００４年出版）。单位名称与单位符号不可混合使用，
如ｎｇ·ｋｇ－１·天 －１应改为ｎｇ·ｋｇ－１·ｄ－１；组合单位符号中
表示相除的斜线，应采用负数幂的形式表示。如 ｇ／Ｌ应改
为ｇ·Ｌ－１，ｎｇ／ｋｇ／ｍｉｎ应改为ｎｇ·ｋｇ－１·ｍｉｎ－１。
３．２　数字　执行 ＧＢ／Ｔ１５８３５２０１１《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公历世纪、年、月、日、时刻和计数、计量均用阿拉伯数字。如

２０１５年不得写成１５年或二○一五年，也不得使用时间代名
词，如今年、去年、上月、下月等。小数点前或后超过３位数
字时，每 ３位 数 字 一 组，组 间 空 １／４个 汉 字 空，如
“１，３２９．４６７，５”应写成“１３２９．４６７５”。但序数词和年份、页
数、部队番号、仪表型号、标准号不分节。百分数的范围和偏

差，前一个数的百分符号不能省略，如５％ ～４５％不应写成
５～４５％。在一组中的珋ｘ±ｓ应考虑到个体的变差，一般以ｓ的
１／３来定位数，例如：（３６１４．５±４２０．８）ｇ，ｓ的１／３超过１００ｇ，
平均数波动在百位数，故应写（３．６±０．４）ｋｇ，过多的位数并无
意义。又如（８．６１±０．２７）ｍｍ，其ｓ的１／３为０．０９ｍｍ，达小数
点后第 ２位，故均数也应写到小数点后第 ２位，写成
（８．６１±０．２７）ｍｍ。有效位数以后的数字修约：小于５则舍，
大于５则进，如恰等于５，则前一位数逢奇则进，逢偶（包括
“０”）则舍。修约时只可１次完成。例如２３．４８，若精确到个
位，则应为２３，而不应该写成２３．４８→２３．５→２４。附带尺寸
单位的数值相乘，按下列方式书写：４ｃｍ×５ｃｍ×２ｃｍ，而不
应写成４×５×２ｃｍ或４×５×２ｃｍ３。
３．３　国际代号与缩写　文中尽可能采用国际代号与缩写，
例如１秒写为１ｓ，２分钟写为２ｍｉｎ，３小时写为３ｈ，４天写
为４ｄ，５年写为５ａ。国际代号不用于无数字的文句中。例
如，每天不应写成每ｄ，但每天８ｍｇ可写为８ｍｇ·ｄ－１，静脉
注射不用ｉｖ，肌内注射不用ｉｍ，腹腔注射不用ｉｐ，皮下注射不
用ｓｃ，脑室内注射不用ｉｃｖ，动脉注射不用ｉａ，口服不用ｐｏ，灌
胃不用ｉｇ。
３．４　统计学符号　按 ＧＢ３３５８１９８２《统计学名词及符号》
的有关规定，用 珋ｘ±ｓ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
Ｍ（ＱＲ）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应写明所用统计分析
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ｔ检验、两因素析因设
计资料的方差分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 ｑ检验等）及
统计量的具体值（如ｔ＝３．４５，χ２＝４．６８，Ｆ＝６．７９），应尽可能
给出具体Ｐ值（如Ｐ＝０．０２８）。统计学符号均用斜体，标准
差用英文小写ｓ，ｔ检验用英文小写 ｔ，Ｆ检验用英文大写 Ｆ，
卡方检验用希腊文小写χ２，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ｒ，自由度用

希腊文小写ｖ，概率用英文大写Ｐ。

４　投稿要求

４．１　来稿须附单位推荐信。稿件的真实性和保密性审查由

作者单位负责。推荐信应注明对稿件的评审意见，以及无一

稿两投、不涉及保密、署名无争议等项。

４．２　为了更好地适应国内外数字化出版发展趋势，加快稿

件处理速度，缩短稿件出版周期，方便广大作者投稿，增加稿

件处理速度及透明度，本刊编辑部已正式开通网上稿件处理

系统（ｗｗｗ．ｘｘｙｘｙｘｂ．ｃｏｍ），请作者通过网上稿件处理系统进

行投稿，编辑部将逐步取消以电子邮件形式进行投稿。稿件

经审理决定刊用者，按编辑部退修意见修改，修改稿件（要求

Ｗｏｒｄ文档）可以通过网上稿件处理系统上传或以电子邮件

形式发送至编辑部，并注明修改稿。希望有条件的编委和审

稿专家积极参与在线审稿，也欢迎其他具备条件的专家学者

积极申请担任在线审稿工作。

４．３　来稿一律文责自负，本刊可对来稿做文字修改、删节。

凡涉及原意的修改则提请作者考虑。

４．４　编辑部对来稿审理及时并严格实行“三审制”，尽可能２

个月内通知作者是否录用。凡来稿在接到本刊回执后２个月

内未收到录用通知或接到退修意见者，说明此稿正在评审过

程中，作者如欲再投他刊，须及时与本刊编辑部联系。修改稿

２个月未修回者，即视为自动撤稿。编辑部请作者自留底稿。

４．５　本刊规定：国家级、省部级以及其他科研基金资助课题

的高质量学术论文可优先发表，国家级课题论文立争当期安

排，一般不超过２个月发表；省部级及以下课题一般不超过

５个月发表。对于国家级课题论文版面费可减免，尤其是基

础研究论文，质量较高者免收版面费，稿酬从优。请作者投

稿时一定在文章首页地脚处标出基金项目名称及编号，并提

供项目批文复印件。

４．６　本刊常年征集各种获奖证书和经济效益证明。凡在我

刊发表过的论文获得的科研成果奖和优秀论文奖均在征集

之列。请作者再次投搞时提供原来发表论文的获奖证书复

印件，本刊将免去该作者本次投稿的审稿费。

４．７　本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等重要数

据库和美国《化学文摘》、波兰《哥白尼索引》、美国《乌利希

期刊指南》、俄罗期《文摘杂志》、《中国医学文摘》、《中国药

学文摘》等国内外权威性文摘期刊收录。作者如不同意将文

章编入该数据库和文摘期刊，请在来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

当处理。

４．８　本刊免收审稿费，稿件确认刊载后需按通知数额付版

面费。稿件刊登后酌致稿酬，并赠当期杂志２册。

４．９　来信请寄：河南省新乡市金穗大道东段《新乡医学院学

报》编辑部，邮编：４５３００３，联系电话／传真：０３７３３０２９０８６；Ｅ

ｍａｉｌ：ｘｘｙｘｙｘｂ＠１６３．ｃｏｍ。所有与编辑部来往信件及审稿费、

版面费请勿寄给个人，也不要由他人代转。

本刊编辑部

２０１７０１０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