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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 1987 年创刊以来，我刊一直秉承着做好学术传媒的职责；2001
年公开发行之后，这一使命更加受到重视；近两年来，在众编委的共
同努力下，我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刊物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
现了一些新问题，特制定此编委手册，以明确编委的职责和权限。
本手册包含编委需要了解的基本信息、常用文件及其出处。要求
每位编委能够认真阅读，并按照手册的要求开展工作。编辑部在年终
将对各编委一年的工作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编委将予以辞退。
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中国生物医学领域最好的期刊，成为世界生物
医学领域一流的期刊。这个目标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需要每一
位编委兢兢业业，坚持不懈地做好每一项工作。
众志成城，群策群力，为把我刊建设成为世界生物医学领域一流
的期刊而奋斗！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编辑部
2008-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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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杂志介绍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原《生物磁学》）杂志是一个以生物医学为主的综合性生命科学
期刊，属于国家科技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国内统一刊号：CN
23-1544/R，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73-6273，邮发代号：14-12，定价：24 元/期。
自1987年创刊以来，一直秉承着做好学术传媒的职责；为广大科研人员提供一个快捷、
高效的学术交流平台；希望为提高国内生物医学的研究水平添砖加瓦。鉴于近年来本刊大量
稿源已超出生物磁学范围，原有刊名《生物磁学》已经不能充分体现本刊特色，经国家权威
部门批准，本刊自2006年起更名为《现代生物医学进展》。由于时效性是研究成果的生命，
为促进生物医学、生命科学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提供一个更好更快捷的平台，缩短论
文发表周期，本刊由原来的季刊变为月刊；确保我刊论文平均发表周期在3-4个月左右，申
请“快通道”发表的论文在1-2个月内出版。
为了顺应生物医学发展的形势需要，更好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生物医学领域面临的机遇
和挑战，我刊自2006年4月开始全面实施信息化办公，这大大缩短了稿件了的处理周期。同
时，我刊不断招才纳贤，现已形成以院士为顾问团、以“长江学者”及博士生导师为中坚的编
委会，以年轻的博士与博士生为责任编辑组，以此确保我刊质量的稳步提高。
在顾问团、编委会及编辑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我刊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日益提高：
① 稿源由原来的12个省市发展到国内31一个省市；② 据科技部信息所2005、2006、2007
年版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http://cstpcd.istic.ac.cn），本刊影响因子的分别为0.734、0.910、
0.803，所在学科排名分别为第： 9位、7位、11位，③ 目前，我刊在编辑部外设立的通联
部由原来国内的3个发展到现在的10个，其中美国2个，意大利1个。④ 我刊被美国化学文摘
(CA) 、 美 国 剑 桥 文 摘 （ Proquest-CSA ） 、 美 国 《 乌 利 希 国 际 期 刊 指 南 》
(Ulrich's Periodicals Directory)、波兰《哥白尼索引》(Index Copernicus)、科技部中国科技论
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中国科技文献数据库(CSTDB)、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科技部中文
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生物学文摘》、中国生物学文献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CBM disc)、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CMCC)和CEPS中文电子期刊服务源等国内外15
家权威数据库收录。⑤ 此外，我刊目前正在接受美国医学文摘（Medline）、荷兰医学文摘、
日本科学技术社数据库等国外知名数据库的考核评估。
虽然，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刊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离我刊的创刊目标：“成为中国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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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领域最好的期刊，成为世界生物医学领域一流的期刊”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我们的目
标是成为中国生物医学领域最好的期刊，成为世界生物医学领域一流的期刊。这不仅需要每
一位编委与编辑兢兢业业，坚持不懈地做好每一项工作，而且更需要广大作者与读者的支持
与帮助。
本刊联系方式：
电 话：+86-0451-82583800；

0451-53658268

Email：liudhui21@gmail.com
网 址：www.shengwuyixue.com

liudhui_21@126.com
www.biomed.net.cn

传真：0451-82583966
biomagnetism@163.com
http://swcx.periodicals.net.cn

1.1 本刊宗旨
生物医学是本世纪生命科学的研究热点和前沿之一，生物医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着一个时期生命科学发展的方向和主流，起着带动性和变革性的重大作用，并对人类社会发
展和科学本身产生革命性影响。当前，生物医学的发展异常迅猛，不断出现新的研究领域，
而且有的正处于取得重大突破的边缘。
本刊变更刊名的目的和任务就是顺应生物医学发展的形势需要，更好地适应新的历史时
期生物医学领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及时报道国内外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和有较高学术水平
的生物医学进展(包括基础实验研究和临床实践应用)的原著，以此来传播现代生物医学的新
理论，新方法和前沿领域的科研成果，反映生物医学的学术水平与发展动向，有效地促进生
物医学领域的学术交流，提高国内生物医学的研究水平，引导研究人员的科研活动与研究方
向，推动生物医学的进步，为广大科研人员提供一个发表、交流的平台，为冲刺世界一流杂
志打好基础。

1.2 读者对象
承担生物医学领域国家“863”计划、攻关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课题负责人
和研究人员，大专院校生物系教师、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与生
物技术研究开发机构的科研人员，医疗卫生单位医务人员，制药、化工、轻工食品、农业、
环境、海洋等相关领域的企业管理人员与专业技术开发人员，与生命科学相关的仪器试剂生
产经营者，生物技术管理部门和相关学术团体的领导和专家、生物医学技术投资与金融研究
专家以及其他相关人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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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栏目设置
本刊除一些常规栏目固定外，其他栏目均不固定，栏目的安排完全按照当期收录的优秀
论文进行科学的设置，固定栏目如下：
①述评：对当前研究的新动向、新趋势进行前瞻性评论；对当前研究热点、焦点问题进
行导向性的分析和探讨；对传统或新流行的治疗方法及研究进行权威性综论和概括；对有争
议的论题及论点进行争鸣或商榷等。要求述评具有权威性。
②研究快报：具有“高、尖、新”的创新性科研成果，实行速审快发，承诺在 1-2 个月
内发表。
③基础研究：为生物学、基础医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要求具有先进性。报道有重要学
术价值、数据完善、有原始性和创造性的科研成果。
④临床研究：具有推广和实用价值的临床研究及经验总结，中西医结合研究，预防和康
复研究等，侧重实用性。
⑤专论与综述：深入评介生物医学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要求选题重要新颖、评述精辟、
注重时效性，作者应在所评介领域具有较深厚的造诣，并结合所从事的研究工作进行撰稿。
或对当前某一研究专题进行全面的、客观的、有见解的精辟论述，对一些新理论和新观点进
行系统的、条理化的、深入浅出的阐述，力求选题新颖、实用。
⑥技术与方法：报道对生物医学领域某一研究方法或某项实验技术的重要改进，或对国
际上重大前沿技术作最新介绍，在基础研究或临床研究中总结出来的新技术、方法以及新发
明的技术专利等。
⑦研究简报：抢先发表的科研新发现，以简报形式发表。要求有客观证据以及相关证明
材料，力求简短精辟。
⑧生物磁学：变更刊名后，本刊将保留生物磁学的主要栏目，刊载与生命科学相关的生
物磁学领域研究论文与科研成果。
⑨ 教学论文，报道生物医学领域中的教学方法、体会、成果等。
⑩ 编读往来：对本刊已发表的文章进行追踪，提出读者的不同结果或看法，对编辑工
作提出建议及意见等。

1.4 征稿范围
凡是和生物医学有关或者是生物科学最新研究领域的论文均可投稿，因为我们旨在办一
个以生物医学为主的综合性生命科学杂志。我们会在最短时间内对来稿做出录用与否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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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欢迎从事自然科学领域的各个专业科研人员、研究生踊跃投稿，我们将为广大的研究人
员提供相对较高的稿酬。同时本刊为了鼓励新思想、新思路的产生和促进创新性思维，为中
国科技进步作贡献，欢迎广大的广大科研工作者踊跃投稿。
本刊“快通道”承诺下列稿件在录用后在 1-2 个月内发表
★国际合作课题、
“863”
、
“973”、国家专项攻关课题、国家自然基金及其它各类国家级项目
课题资助的论文；
★博士后流动站课题、省部级重点科研项目资助的实验论文；
★院士、首席科学家或知名教授的项目课题论文；
★博士、硕士优秀答辩论文及家及国家级专利技术项目论文；
★国家重点实验室及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的实验论文
本刊承诺对投往本刊的所有稿件收稿后 2 个工作日内给予收稿回执。

1.5 订阅方式
本刊每期定价 24.00 元，年订费 288.00 元，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邮发代号：14-12，
国际标准大开本，月刊，200 页。也可在本刊编辑部直接订阅(免收邮寄费)，汇款时请详细
写明订阅单位(发票抬头)、收件地址、邮政编码、收件人姓名、电话、传真、电子信箱、汇
款金额与汇款日期等，收款后即寄出正式发票。
汇款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54 号信箱《现代生物医学进展》编辑部(150001)
联系电话：+86-0451-82583800，传真：0451-82583966
电子信箱：liudhui_21@126.com,biomagnetism@163.com

2. 投稿指南
来稿请以 Word 格式(*.doc)在线投稿至编辑部，稿件状态请登陆我刊网站查询，编辑部
收到稿件后一般在二周左右通知作者稿件是否录用。若稿件作者在收到我刊收稿回执 1 个月
未收到稿件的处理通知，可以改投他刊，但要来信或 E-mail 通知我刊，否则由此造成的后
果，要由作者承担责任。
作者在投稿或修回时请在本刊网站下载〈投稿承诺书〉，以表明其论文未一稿两投。
为保护刊物及作者的合法权益，我刊要求作者提供经文章责任单位核准的承诺书，确保稿件
无侵权及泄密行为，未一稿两投。请从我刊网站下载统一格式的承诺书。署名顺序签名并加
盖论文署名单位公章后，寄至编辑部。凡查出稿件存在侵权行为的稿件，一切后果均由作者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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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通知需要修改的稿件请作者尽快修回。因故(例如补充资料、实验或另作实验等)超过
1 个月修回，则以新稿处理。
稿件录用后将按论文所占版面适当收取版面费和 50 元稿件审理费。
作者来稿一律文责自负。依照《著作权法》有关规定，编辑部可以对来稿作文字修改、
删节，凡涉及原意的重大修改，则请作者考虑。来稿刊出后酌致稿酬并赠送当期杂志 2-3 册，
编辑部会将其尽快转到各大数据库(美国化学文摘、中国学术期刊网、维普等)，以扩大论文
影响。其他作者需要杂志可汇款(加 10%邮费)到本刊邮购。

2.1 文体规定
来稿可用中文或英文撰写，用英文撰写的论文，请附上较英文摘要更为详细的汉文摘要。
用汉文撰写的论文，应附较中文摘要更为详细的英文摘要，撰稿格式要严格遵照国际医学期
刊编辑委员会制定的《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一要求》

2.2 版权要求
来稿不得一稿两投，但不限制研究简报以后用全文另行发表。作者来稿发表后，文章著
作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其编辑版权属本刊所有。另外，本刊有权将其编辑的刊
物制成光盘版或被其他正式出版的光盘版收录；对此，作者如不同意应在投稿时向本刊声明，
否则视为同意。来稿刊登后，即付稿酬(以后被电子刊物及国内外检索数据库收录，不另付
稿酬) 。

2.3 修改时间
来稿经审查后，认为内容需要修改、补充或删节时，本刊编辑部将把原稿寄回给作者自
行修改。为提高时效性，当原稿退还作者修改时，作者必须于 2 周内将修改后的稿件寄回编
辑部；逾期寄回的，作重新投稿处理。

2.4 选题要求
文稿应选题新颖、论点鲜明、论据(数据)可靠、结论明确；层次清楚、文句简练、用字
规范、标点符号使用准确。

2.5 文稿篇幅
论著类(包括摘要、图表、参考文献)、专论与综述、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原则上为 6000
字左右，但优秀稿件不限篇幅。
9

2.6 撰稿格式
2.6.1 题目 (力求主题突出，简明确切，一般在 25 字左右，最好不设副标题)； 作者单位(写
全称，并标明科室)文章署名人应是对文章全部或部分内容做出主要贡献，并能对文章内容
负责的人。多作者的文章，署名一般不限人数，但要用“*”号标明联系人或通讯作者。通
讯作者的联系方式(包括具体联系地址、邮编、Tel、Fax及E-mail；通讯作者是负责与本刊联
系的作者)，文稿在出版前有关修改或校对工作都由通讯作者负责；通讯作者的联系地址或
Tel等若有改动，请及时通知本刊，以免影响文稿的处理而延误刊登时间。
2.6.2 摘要 摘要的写作要精心构思，应反映文章的内容。中文摘要应简洁明确。摘要要求采
用“结构式”撰写，即要明确列出摘要的四个要素——背景与目的：研究的背景、目的和任
务，所涉及的主题范围；方法：所用的原理、理论、条件、对象、材料、手段、装备、程序
等；结果：实验的研究的结果和数据，被确定的关系，观察的结果，得到的效果、性能等；
结论：对结果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英文摘要亦应用大写字母明确列出四要素，即Objective，
Methods，Results，Conclusion。其关键词要求与中文关键词一致。英文摘要应比中文摘要详
尽些，在内容上不必与中文摘要完全一一对应。
本刊十分重视英文摘要的写作，具体要求如下：
①字数：综述性论文要求不少于 100-200 words，论著(基础研究，实验研究，临床研究
等)要求 300-500words。
②内容：专论与综述性论文其摘要主要应对所述的研究在近年的发展状况进行简要概
述：包括该所论述的课题，技术在目前的发展水平，自己的评论及未来展望等。这里要强调
的是，专论与综述性论文最好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应具备：文献新，观点明，有评论有展望，
切忌文献资料堆砌，无具体的切入点，空洞无物。
③论著(基础研究、实验研究，临床研究等)的文摘应主要从目的、过程与方法、结果、
结论等几方面来写。具体如：目的主要是说明作者写此论文的目的或说明该研究要解决的问
题；过程和方法应重点说明作者的主要工作过程及使用的方法，引用他人的方法请勿在文摘
中提出；结果和结论部分应写明本文的创新之处和新颖点及作者在讨论部分表达的观点。
对于论著(基础研究，实验研究，临床研究等)若需要也可在文摘中适当提及实验条件，
使用的主要设备和仪器。在文摘的结论部分应尽可能提及本结果和结论的应用范围或应用前
景。其文摘写法：
①最好用重要的事实开头，应避免用第一人称或辅助从句开头。

10

②用过去时态叙述作者工作，用现在时态叙述作者结论。
③关键词应明确、具体，一些模糊笼统的词语最好不用，如机制，基因，表达。
一个完整的英文摘要完成后的最终效果应是：国外同行根据英文摘要及图表，就可以大
致了解该论文的全貌。论文英文题目：除开头第一个字母及常见缩略名词、专用名词、实词
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外，其余均用小写。作者的人数及排名顺序应与中文摘要一致，国内作者
用汉语拼音，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用大写，姓与名之间空一格，名中间加连字号；国外作者按
外国习惯；作者单位须与中文一致，加注国名；关键词尽量使用《医学主题词注释字顺表》
规范的主题词 3~5 个，词之间用分号隔开。中图分类号(中国图书分类号)请上网查询后选定；
文献标识码(论著类用“A”，技术方法类用“B”，管理性文章“C”，报道性文章“D”，文
件、资料用“E”)；脚注应注意提供第一作者简介，注明收稿/修回日期、基金项目和通讯
作者。基金资助项目请在中文摘要页脚注注明，并写明项目编号，附相关复印件，通讯作者
一般为课题负责人，应对全文内容负责，并能回答文中的问题，是论文的法定权人和责任者；
每文均应列出通讯作者，并注明具体联系地址(包括国家、省、市、路、号)、邮编、Tel、Fax
及 E-mail。
2.6.3 正文 文字稿件正文字号为 5 号，(1.5 倍行距)。文稿中的外文字母、符号必须分清大、
小写，正、斜体，上下角的字母、数码和符号，其位置高低应区别明显。容易混淆和不易辨
认的字母、符号等在首次出现时，请用铅笔在文稿中注明。在文稿中请注意参照国家技术监
督局新出版的《量和单位》中的各项规定。文中首次出现的缩写词，应先写出中文名词，再
在括号内写出英文或拉丁文全称和缩写词。文中应使用法定计量单位名称和符号，以及国家
正式公布的简化字和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术语。
①引言：概述研究的理论依据、研究思路、实验基础、国内外现状(可列出主要的参考
文献)，进行本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并明确提出本文目的。
②材料与方法：(1)材料：指研究实验中有关的病例和/或药物、试剂、动物以及主要仪
器等。要求说明临床病例的来源，药物、试剂的厂家及批号，实验动物的来源及合格证号，
主要实验仪器的来源及规格。(2)方法：即研究中应用的方法与手段。要求方法、步骤具体
清楚；临床治疗要交代具体的治疗方案；应用的化学试剂(或药品)的剂量、浓度、单位要准
确；实验的时间、条件要明确；统计学处理的方法、公式要合理准确。凡文献已有阐述的方
法，一般可引文献。对新的或有实质性改进的方法要写明改进处。如有自己创新的方法，则
宜详述，以便他人重复引用。
③结果：要求有客观的科学依据和统计学处理结果。结果叙述要求全面，科学而有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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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讨论：以本文研究结果为依据，进行分析讨论。要求论点明确、重点突出，引据合理、
分析透彻、结论中肯。不要重复在结果中已叙述过的内容。避免推想太远，避免不成熟的论
断，避免本文资料不足以得出的结论，避免将引言(前言)的内容放在讨论中。
⑤正文的标题层次与序号：尽量减少标题层次，最好不超过 3 层。层次的数字序号后不
用黑点，但要空一格。没有标题的内容用自然段落表示，有标题才列序号，如：
1 (一级标题，顶格，占一行，用黑体字)
1.1 (二级标题，顶格，占一行，用黑体字)
1.1.1 (三级标题，用黑体，空一格，接正文)
2.6.4 图形 图片下方应配有图序号、图题和详尽的图文、图注，使插图具有自明性。图序号、
图题、图注、图文采用中英文对照。凡用文字能说明的问题，尽量不用图表。若用图表，则
文中不需重复其数据，只需强调或摘述其主要发现。图题和图注集中另纸打印，与附图一起
集中附于文末；图题与图注均同时用中、英文表示。图表的设计应正确、合理，能“自明
(self-explanatory)”，即使单看图表，也能大体了解实验内容和结果，因此，图表注释要较详
细说明主要应用方法和发现。不要同时用表和图重复同一数据。
2.6.5 表格 表格及表注可直接置于正文内。表格上方应配有表序号、表题，下方应有详尽的
表注，使表格具有自明性。表序号、表题、表文、表注用英文撰写。中文综述类论文表题中
英文对照。文字表格使用三线表，直接放在文中适当的位置；表内主、谓项目要明确，表格
应配有表序号、表题和表注(中英文对照)，其尺寸要适中，宽度最好在 7 cm左右，最大不超
过 15cm；有效数位取舍要一致，统计学处理结果(如，t值、P值等)要列明，上、下行的数字
要对齐，表内计量单位的名称要使用标准单位符号；原则上单项数据不列表。
2.6.6 单位 计量单位一律采用以国际单位制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请
参阅国家标准GB3100~3102~86(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87)，规范使用量、计量单位及
有关符号。有关量名称、量符号应规范使用。量名称有全称与简称之分(如“物质的量浓度”
多简称“浓度”或“物质浓度”等)，两者可等效使用，且多使用简称。量符号均应使用斜
体，如m(质量)，t(时间)、V(体积)，N(物理的量)等。
2.6.7 数字 作为量词(包括比率、时间等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数字作为词素构成名词、词
组、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定语时，不能用阿拉伯数字，只能用汉字，如：十二
指肠、三叉神经等。星期几一律用汉字，如星期六。不定量词一律用汉字，实验应写出患者
数、动物数或观察数(n)。结果最好写出测量值，勿只写百分数。平均数皆应伴以标准差(s)，
而不用标准误(SD)。数字的增加可用倍数表示；数字的减少只能用分数或百分数表示，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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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1 倍，减少四分之一或减少 25%。年份应写出全，不得省略，例如：
“2003 年”不写成
“03”年。1995~1998 年不能写作 1995 年~98 年。避免使用因时间推移而易被误解的词，
例如：
“本世纪”、
“今年”、
“上月”等，而应采用具体日期(月、日宜采用两位数 2007-01-01)。
2.6.8 致谢或说明 该处需要将对论文有贡献而未列出的人或者机构予以感谢，或者对文中某
些问题予以解释。
2.6.9 参考文献 文献引用是否得当，著录是否完整正确，是评价论文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
为方便国际文献检索系统收录及国外读者查阅，中文参考文献应以原文及英文两种文字著
录，引用的原文条目在上，相对应的英文条目在下，两条使用同一编号。
参考文献以亲自阅读的近年主要原文文献且篇数不限，所列参考文献应是在论文中直接
引用、发表在近年正式出版物上的最主要的文献，未正式发表的文献一般不作为文献引用，
必须引用时，请在正文中括注或做脚注。以电子版和印刷版同时发表的文献，在著录时以印
刷版为准，纯电子版文献请在正文中括注或做脚注，不列入参考文献表。为全面反映国内外
研究状况和研究工作的延续性，请注意引用作者和国内同行在本刊和国内相关刊物上发表的
文献。参考文献采用从 2005 年 10 月 01 日实施的 GB/T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顺序编码制著录，即依照其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在括号内标出。
参考文献的作者不超过 3 人(含 3 人)全部列出，多于 3 人时，只写前 3 人，后加“等”
或“et al”。外文题目仅句首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其余均小写。外文期刊名统一用《Index
Medicus》中的缩写格式。尚未发表的文献，只可在正文中用圆括号注明为“待发表资料”，
但不能列为参考文献。作者必须亲自认真核对文献内容、年、卷、起止页码。要求标引准确
无误，并要求对引用的每一条外文文献必须在网上检索查阅核定。文献编排格式举例：
期刊：[序号]作者.论文名称[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
图书：[序号]著者.书名[M].卷.版次.出版地：出版社，年：起止页.
学位论文：[序号]著者.论文名称[D].出版地：组织答辩单位，年份：起止页.
专利：[序号]专利申请者.专利题名[P].专利国别.专利文献种类.专利号.出版日期.
学术会议论文集：[序号]作者.题目[C].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年：起止页.

2.7 本刊相关链接及联系方式
2.7.1 本刊相关链接
本刊主页：www.shengwuyixue.com,www.biomed.net.cn,www.swcx.periodicals.net.cn。
本刊主办中国生物医学论坛：www.shengwuyixue.com/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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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化学文摘检索证明：www.shengwuyixue.com/ca.jpg
核心期刊证书：www.shengwuyixue.com/c_new.jpg
2006 版核心期刊排名(部分)：www.shengwuyixue.com/2005pm.jpg
介绍信和投稿承诺书下载：www.shengwuyixue.com/tougao1.rar
论文模版下载：www.shengwuyixue.com/xzmb.doc
编委登记表下载：www.shengwuyixue.com/bw.doc
2.7.2 本刊联系方式
编辑部地址：哈尔滨市 54 号信箱(150001)哈尔滨市花园街 184 号
电话： +86-0451-82583800，53658268
传真：0451-82583966
E-mail: Biomed_54@126.com, Biomagnetism@163.com, Liudhui_21@126.com

本刊美国俄克拉何马州通联部负责人/宣传策划部负责人：谢建平博士
地址：206 Wadsack Dr. APT. E, Norman, OK, U.S. 73072-7256
电话：001 405 325 9866(H)；001 405 325 3052(O)
E-mail:whitewolf1101@gmail.com 咨询 QQ：4288597

本刊美国德克萨斯州通联部负责人：靳大川博士
Address: 5007 Sunset Glade, San Antonio, Texas 78240

USA (美国)

电话/传真：001-210-694-9061，手机：001-210-630-1781
E-mail：dachuanjin@gmail.com

本刊意大利通联部负责人：许愿忠博士
Address:Strada Le Grazie 8, Verona 37134 Italy (意大利)
电话/传真：+39-045-802-7264，手机：+39-346-745-8143
E-MAIL：prayerxu@anatomy.univr.it

本刊中南区通联部负责人/宣传策划部负责人：曾乐平博士
联系地址：长沙市岳麓区桐子坡路 172 号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形态楼 512#，邮编 41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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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3908484470
E-mail:zengleping0205@163.com

本刊东南区通联部负责人：黄培林教授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四牌楼 2 号，东南大学科技处
电话：025-83792919 13951940316 025-83793955 13952045157
E-mail: hpl@seu.edu.cn, jdka@seu.edu.cn

本刊西北区通联部负责人：朱杰博士
E-mail:xdswyxjz_xa@126.com

本刊河北省通联部负责人：吴成军
E-mail:yxwta6957@163.com

本刊新疆通联部负责人：谢翔 副主任医师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银川路邮政投递班 20#信箱(830000)
电话：0991-3573017, 13699980519
E-mail：xjtl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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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辑方针
3.1 总则
编辑必须公正、持续、及时地审理所有的来稿，不能因偏见、兴趣和外来的压力而影响
审理。为达到这些要求，编辑对编辑部、刊物、作者、读者和同行评议者都负有特别的责任。

3.2 对内容的质量负责
编辑负责挑选最新具原创性且有重要贡献的论文；详细提供有效可重复的结果；透彻理
解并执行杂志认可的伦理标准，负责发现监督可能违反伦理标准的作品。CSE 推荐各杂志
编写一个关于明确编辑责任的条例，用来规范识别投稿者的研究是否符合该杂志的伦理标
准。另外，编辑有责任正式告知读者和其他服务部门哪些作品存在剽窃、伪造或虚构的现象。
编辑有责任采取措施来保证杂志的质量，一旦发现所审理的论文存在错误或问题，立即
采取必要的修正措施。对于已经发表的文章中的错误，编者必须事后发表一个修正通告。编
辑应该严格控制杂志中出现的错误数量和类型。对每一篇文章进行正规的回顾性的评审，即
给每一个负责编辑内容和出版的人发一本杂志的样本，让他们每一个人直接在样本上标出他
们的批评和建议，这样有助于编辑监督本杂志的质量好坏。
编辑还需要负责监督编辑过程和出版时限(即从收到手稿到出版的处理时间)。

3.3 编辑对作者的职责
公平，礼貌，客观，诚实对待每一位作者。
对作者的请求提供及时的意见和反馈。
保护作者作品的完整性和原创性。
处理并反驳投稿者的错误言论。
指导稿件准备和投稿。

3.4 编辑对读者的职责
确保每一篇文章能够提供足够证据，以便读者评价其结论的正确性，确保杂志质量。
要求所有作者重新审核并对终稿内容负责。要求通讯作者或所有作者的签名。
保证杂志内部的完整性。比如规范科学内容，社论和广告之间的统一和分工。
公开来源，包括作者介绍，所属单位，所获资金赞助等。
分清客观的评论和个人言论，区分社论和广告促销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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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作者的联系方式以供读者反馈和讨论问题。

3.5 编辑的权利
编辑在受聘之时应该收到由该杂志发行者发出的一份明确其权利和自主权的申明。编辑
和发行者应该在下列问题上达成一致：
明确杂志的任务。
明确编辑的优先权。
明确编辑策略。
明确进行工作描述，尤其需具体指明编辑的作用在决定投稿文章是否接受和发表上所占
的比例和在控制广告等内容上的权利。
能与杂志发行者、所属机构或两者进行直接联系。
能够得到相关社会组织、发行者、发行机构或其他杂志投资者在资金和工作上的支持，
以便能很好执行该杂志所分配的任务。
最好能由发行者或投资机构规定相关的条例来客观评价编者的工作。

3.6 学术造假的举报政策
关于可能的学术造假是刊物编辑在考虑一篇待发表文章或已发表文章时首先强调的。刊
物必须完善学术造假的举报政策，在给作者的声明里要包括以下类似的内容：
“投稿论文中学术造假或失实之处必须提出疑问或声明，本刊物保留将稿件发到相关的
科研机构或个人调查的权利。本刊有责任保证提出的疑问得到适当的解决，但不承担具体的
调查工作，不决定其是否为造假。”

3.7 编辑
刊物编辑的职责和贡献就是建立刊物，维持刊物最高档次，并保证每一期顺利出版。编
辑首先要负责保证投到刊物的稿件被公平的评审，必须对所有的投稿一视同仁。编辑必须与
他们考虑发表的稿件没有经济关联。编辑应当在稿件的主题与他或她有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时
回避做出任何决定。有些刊物规定编辑必须与可能影响稿件发表的经济利益没有关系。其他
刊物要求编辑每年在财务状况公开表上签字。编辑也要主动回避评审来自同事、朋友或与他
们的信仰有冲突的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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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编辑与刊物的关系
3.8.1 原则声明
作为一个科学编辑应该认识到他的科学和编辑的道德规范是建立在正直、胜任和以保护
公共利益为责任的基础上的。科学编辑应该以确保科学事业具有最高标准的可靠性、易获取
性、公开性和诚实性的方式来致力于科学报导的提高，并促进民族和大众在公共领域的科学
利益得到扩展。
3.8.2 编辑与刊物的关系
编辑对其所编著的期刊内容具有完全的权威以及解释责任。编辑可以自由的批准同行评
议和其它合适的研究报告的发表，以及批准社会新闻，合适的广告和其它材料的发表。编辑
应当避免因为单方面的政治倾向或类似的武断干涉而影响期刊长期的自由出版的传统。出版
社或主办协会及其管理者一般负责财政和其它管理事务，承认并接受期刊的科学公正性和编
辑的独立性。
编辑与科学期刊出版社或主办协会及其管理者应签订一个明确和有证明人的合同，以确
保适当的编辑自由和责任。这个合同应确定编辑是对管理者，委员还是其他管理群负责。另
外，这个合同还应规定各自的工作内容，责任报告和行为准则，其中还应该包括对各成员科
学的、编辑的和管理的预期目标的陈述，各成员对期刊发表的受权调查范围，合同的时限，
工作花费和报酬(如果有的话)等财政状况，以及任何一方终止履行合同的条件。
编辑应在不带有偏见和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专业的完成任务。
编辑的判断不允许受到诸如政治的、商业的或其它超出科学报道本身的因素之影响。
编辑应该知会出版社或主办协会及其管理者关于自己政治的、商业的或其他方面可能削
弱期刊科学信誉的事件，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保这些事件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决定。
无论是自愿的还是受聘的全职或兼职编辑，都应当以年为单位向出版社或主办协会及其
管理者报告其参与过的非编辑的、与科学有关的活动。
编辑应确保同行评议和其它相关的任务是由具有资格的专家完成，并确保这些专家与任
何一位编辑，文章的作者，出版社或主办协会及其管理者没有利益冲突。
编辑应与出版社或主办协会及其管理者合作，以确保承包商，经销商和其它基于利益的
服务和产品被选择。
编辑应提醒出版社或主办协会及其管理者注意任何在其专业判断能力受到支配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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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利后果，并提出不会削弱编辑正直性的解决措施。
编辑不能公开保密信息，除非得到原作者的授权，或者编辑确定这些不能公开的信息是
错误的并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查，或由于法律方面的原因这些信息需要被公开。编辑应该避免
因为个人利益而使用这些保密信息，并确保这些保密信息不被其它研究人员利用。
如果编辑本人意识到自己违背了上述条款，应立即报告出版社或主办协会及其管理者。
编辑有义务协助出版社或主办协会及其管理者训练新的编辑。

3.9 审稿人对刊物的责任
3.9.1 评审质量和时效性 审稿人一旦同意审稿，他有义务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结果返回编辑
部。如果实在是无法按时完成，审稿人应当通知编辑部并询问是否将未审稿件退回或延长审
稿期限。
当审稿人应邀审阅的稿件与自己有明显的利益冲突时，审稿人有责任拒绝审阅或表明利
益关系。利益冲突有几种形式，其一是：审稿人与稿件作者之间存在同领域间的竞争；其二
是，审稿人与赞助该项研究的单位有联系或竞争关系；其三是：审稿人的观点与论文的作者
的观点存在明显的偏见或相悖。当审稿人应邀审理的稿件支持的观点与他的偏见相悖时，最
好找一位支持这个观点的审稿人来进行评阅。
3.9.2 审稿人的权利 审稿人有权知道他们为刊物审阅的稿件的评审结果。审稿人为审稿付出
了精力与时间应得到答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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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编委会工作细则
随着我刊编辑部数字化管理的实现，现就编委工作予以规范，本修改版于 2008 年 01
月 01 日起正式实行。
我刊编委按分工不同分为名誉编委、常务编委和执行编委，名誉编委由编辑部公开招聘
国内著名学者、研究员担任，常务编委和执行编委由推荐和自荐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互联网
和其他途径予以聘用，编委任期为一年，在任期内与编辑部失去工作联系，视为自动离任。
现就编委的工作做一简要规范，若工作中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请及时和编辑部协商予以解
决。由于编辑部目前建设的问题，我刊对编委、编辑和审稿人未加严格区分；因此，所有我
刊聘用人员均须担任此三项职务，此手册中一律以编委称呼。

4.1 编委职责
4.1.1 建议与意见 及时将读者与作者的需求，以及对本刊的评估反馈给编辑部，使编辑部的
工作更佳合理化，并有义务宣传和维护我刊良好的声誉和学术形象。
4.1.2 审理编辑稿件

积极参与编辑部的审稿工作(名誉编委根据自己的时间，酌情审理稿件，

常务编委和执行编委一般平均一个月审稿量不得低于 5 篇，具体审稿时间可以根据自己时间
安排，后面有详细审稿说明)。
4.1.3 推荐优秀稿件 积极组织、推荐或投稿优秀稿件，建议每年度 5 篇以上。
4.1.4 广告宣传 可协助宣传策划部推荐相关优秀的生物、医药、器械公司在我刊作广告宣传，
广告费用编辑部可以提成，具体请与编辑部协商。
4.1.5 推广维护论坛 我刊主办生物医学论坛，请各编委积极维护，并添加一些好的资源，力
求提高访问量，扩大我刊影响力，论坛网址：www.shengwuyixue.com/bbs，注册需要通过验
证 ， 请 和 谢 建 平 （ whitewolf1101@gmail.com 咨 询 QQ ： 4288597 ） 或 曾 乐 平 联 系
（zengleping0205@163.com咨询QQ：648658740）。
4.1.6 其他工作 编委可以在编辑部的授权下积极开展有益于编辑部的活动。

4.2 编委权利
a. 获赠每期杂志一份；
b. 编委推荐论文，录用 5 篇以上者，可优惠且快速刊登本人论文一篇；
c. 可推荐参与学术性会议；
d.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通讯编委推荐的文稿，对于推荐的优秀文稿，适当给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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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

4.3 编委工作具体步骤
4.3.1 审稿工作 编委向编辑部主任申请网络审稿所需用户名和密码，经编委会常务会议表决
许可后同我刊宣传策划部负责人联系，获得用户名和密码，登陆：www.shengwuyixue.com/
admin进行审稿，若投稿论文的“审稿状态”栏显示稿件“未审批”，则可以对该篇稿件进行审
理，审理时，在下载附件处下载论文正文，并更改审稿状态至初审，提交审稿状态，这样其
他编委就不会再审理此稿件；与此同时，应将稿件发送编辑部，注明此稿件是从网站后台下
载并已经开始审理，以便编辑部登记稿件和记录审稿次数，同时，还需要在网站后台回复作
者，该稿件由你审理，并请作者到邮箱查看审理结果；稿件由编委审理至合格（可用于直
接排版印刷发表）并在论文末尾签上（××审理）字样后再次发送给编辑部，告知编辑部
该稿件审理次数并已审理合格，建议编辑部录用。对于建议拒稿的论文，审稿编委无权私
自拒稿，但编委有责任写出充分的拒稿理由并发给编辑部，由编委会投票表决后再由编辑
部执行处理决议 (相关沟通信件在附录中)。
网络审稿的时间可以由编委根据自己的时间进行调整，但是一旦受理了稿件，则稿件处
理时间自作者投稿至返回作者不应超过三天，如遇特殊情况，也不得超过一个星期，因为追
求最高的时效性是我刊的办刊宗旨，请各位编委切记此点。
编辑部也会定期向编委邮箱发送稿件，若时间紧张，则需向编辑部说明，请其他编委予
以审理。
4.3.2 编委酬劳 自 2007 年始，我刊审稿费从以前的 30 元提高到 50 元，编委的审稿报酬及
奖金支付，以篇数为准，即按照 50+奖金的方式进行，其奖金按编委的工作综合考虑，除审
理稿件外，还要综合其它的主动性活动，例如，积极主动的推荐稿件，积极宣传及取得征订
业绩，对网上工作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及时认真完成编辑部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等。这些数
据根据编委个人上报审理篇数的明细表(包括推荐的论文、展开的宣传、征订业绩和推荐的
广告商等)、通联部负责人提供的资料数据以及编辑部掌握的数据进行综合考虑。其中，稿
件审理次数也会包括在里边，因为有些稿件是编辑部安排交叉审理的。
4.3.3 广告宣传 编委在工作中若有机会为刊物介绍一些生物、医药和器械公司的广告，若厂
家有广告意向，可将其交予我刊宣传策划部，若广告联系成功，则从广告费用提取 10%给
编委作为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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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2008 年投稿须知
（本格式执行日期 2007 年 10 月 01 日）
投稿论文格式必须严格按照我刊投稿格式（2007 年 10 月 01 日修订版）撰写（详情见本刊
网站：www.shengwuyixue.com

www.biomed.net.cn

写作模版栏）。

◆ 投 稿 方 式 ： ① 在 线 投 稿 通 过 本 刊 网 址 递 交 稿 件 ： www.biomed.net.cn
www.shengwuyixue.com 。 ② 通 过 本 刊 邮 箱 （ 或 本 刊 各 地 区 邮 箱 ） 投 稿 ： E-mail ：
liudhui_21@126.com，biomagnetism@163.com，liudhui21@gmail.com
★ 文中出现的所有数字、英文字母均须采用 Times New Roman，其字体大小与所在位置的
字体相同。

[1] 中文标题（三号宋体加粗，最好不要超过 25 个字），有基金资助的请在标题后用“*”行
△

右上标标注。中文作者（小四号楷体 & Times New Roman）；通讯作者请用“ ”行右上
标标注。作者单位地址书写：“1 作者单位 城市 邮政编码，国别；2 ”（用小五号宋体
& Times New Roman）。
[2] 中文“摘要”和“关键词”（这五个字用五号黑体加粗 顶格书写后用冒号）；而各自后面的
内容用（小五号楷体& Times New Roman）。其中实验论文建议采用：“目的”、“方法”、
“结果”、“结论”（这八个字用小五号楷体加粗后空一格后书写）四个层次撰写。综述的
摘要不需要按照实验论文的四个层次撰写。摘要字数（300-500 字）
。关键词一般 3-5 个，
关键词之间用分号隔开。
[3]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五号黑体加粗& Times New Roman 顶格书
写后用冒号）（注：中图分类号可上我刊网站查询；文献标识码：论著类用“A”，技术
方法类用“B”，管理性文章“C”，报道性文章“D”，文件、资料用“E”）
[4] 英文标题（三号 Times New Roman 加粗）；有基金资助的请在标题后用“*” 行右上标标
注。英文作者（例：WANG

Li- ping）
。 英文地址需与中文地址一一对应且后面必须注

明国别，字体都用（小五号 Times New Roman，斜体）
[5] 英文摘要“ABSTRACT”和“Key words”（五号 Times New Roman 粗体，顶格书写后用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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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而各自后面的内容用（小五号 Times New Roman）。其中实验论文建议采用：
“Objective”，“Methods”， “Results”， “Conclusions”（均用粗体）
（这 4 个字用小五号
Times New Roman 加粗后空一格后书写）四个层次撰写。摘要字数（实词 300 个左右）。
关键词一般 3-5 个，第一个字母要大写，关键词之间用分号（半脚）隔开。
[6]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CLC)”, “Document code”and “Article ID:” (五号
Times New Roman 加粗，顶格书写后用冒号)

[7] 脚注（小五号宋体和 Times New Roman）例
*基金项目：基金类别（基金号）[若无，则不用填写]
作者简介：姓名（1975-），性别，学历，职称，主要研究方向：电话，E-mail：
△ 通讯作者：姓名，E-mail：
收稿日期：2007-05-09

接受日期：2007-05-20

[8] 实验论文正文部分建议按“前言”、“材料与方法”、“结果”、“讨论”层次撰写。正文部分
一级标题（用四号黑体，顶格书写）
；二级标题（用小四号黑体，顶格书写）；三级标题
（用五号黑体，顶格书写），建议不要超过三级标题。各标题下面的内容（均用五号宋
体，标点符号用中文全角）。正文中的表格采用三线表格，表头、表内汉字及注释均需
要中英文对照（建议表内内容最好只采用英文形式），如“表 1” （用小五号宋体加粗）
和“Table 1”（用小五号 Times New Roman 加粗），表中内容用小五号宋体和 Times New
Roman）；表下面的注释也必须有中英文对照（用小五号楷体和 Times New Roman）。正
文中的图，图头需要中英文对照，如“图 1” （用小五号宋体加粗）和“Fig. 1”（用小五
号 Times New Roman 加粗）；图的比例应有 Bar 或放大倍数（最好是与图一同缩放的直
线 Bar）。
[9] “致谢部分”一律用（五号黑体和 Times New Roman）
[10]各单位与数字间要空一格：如 50 g，12.5 μg.L-1 DDP，10 %
[11] “参考文献”须中英文对照；近 5 年的文献应该占 50%以上；参考文献的数量最好不超
过 15 篇。 “参考文献(References)”（居中五号黑体& Times New Roman）。引文数字须用
中括号“[n]”表示，英文作者姓名的第一个字母需要大写，其中姓和名间空一格，少于三
位作者的须全部列出，三位以上作者的只列出前三位作者，后面的用“et al.”表示 ；后面
加引文题目，在题目后空一格加文献识别符（用中括号“[X]”，X：期刊论文为“J”、书及
论著用“M”，学位论文用“D”，会议论文为“C”，专利为“P”，随后是期刊名称，年，卷（期）
：
1-3。对于中文参考文献必须附上其英文形式。参考文献（小五号宋体& Times New 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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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符号均用英文半角）
附例：
[1] 胡文娟,黄巨恩,李校堃,等.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对大鼠肾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J].解剖学研
究,2006,28(3):172-175.
Hu Wen-juan, Huang Juen, Li Xiao-kun, et a1. Protective effects of acid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on rats'
ren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ies [J]. Anat Res, 2006, 28(3): 172-175.
[2] Huang Ju-en, Huang Quan-yong, Chen Wei-ping, et a1. Protective effects of bFGF on rats’ren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damaged by gentamicin in vitro[J]. Chinese Pharmacological Bulletin. 2005, 21(2): 232-235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编辑部
2007 年 10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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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format
Title(三号，加粗，英文全用Times New Roman字体) ∗
Author name1，Author name2(小五号，斜体)
1 Institute，City，Postcode

2 Institute，City，Postcode(小五号，斜体)

Abstract (五号粗体) ：In this paper…… (小五号)
Keywords(五号粗体): neural computation； …… (小五号)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CLC)：

Document code：

Introduction(四号，Times New Roman)
近年来。。。(Times New Roman 五号)

Materials and Methods
Results
Discussion
*Notation: The logic of IMRAD can be defined in question form: What question (problem) was
studied? The answer is the Introduction. How was the problem studied? The answer is the
Methods. What were the findings? The answer is the Results. What do these findings mean? The
answer is the Discussion.
References
[1] Feller G, Narinx E, Arpigny JL, et al. Enzymes from psychrophilic organisms [J]. FEMS Microbiol Rev, 1996,
18:189-202

(小五号宋体& Times New Roman)

*基金项目：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基金号）[若无，则不用填写]
作者简介：姓名，（1975-），性别，学历，职称，主要研究方向：
**通讯作者：姓名，E-mail：
收稿日期：2006-5-9

接受日期：2006-5-15（均需翻译成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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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居中，三号宋体，20 字以内)
作者姓名1，作者姓名2，作者姓名3(小四号楷体_GB2312 & Times New Roman)
(1 作者单位

城市

邮政编码

2 作者单位

城市

邮政编码)(小五号宋体_GB2312 & Times New Roman)

摘要(五号黑体)：本文给出了一种……(小五号楷体_GB2312 & Times New Roman)对于综述，
介绍性的文字不应当出现在摘要而应该在前言部分，摘要简要介绍综述的主要内容即可；对
于实验性论文，要求将具体的实验结果数据体现在摘要里面；字数一般不超过 300 字。
摘要(五号黑体 顶格书写) (医学论文采用如下写法)：目的(粗体且空一格)介绍研究目的。方法 介绍实
验中的主要技术方法和统计学方法等。结果 主要实验结果或统计结果。结论 得到的主要结论。

关键词(五号黑体顶格书写)：(3－5 个，用“；”隔开)(小五号楷体_GB2312 & Times New Roman)关键
词应该是 3-5 个能够基本涵盖论文主旨的词。关键词的选取应使用《医学主题词注释字顺表》规定的主题
词，并尽可能选择准确、能覆盖全文主旨的词。

中图分类号(五号黑体顶格书写)：

文献标识码：

*注：中图分类号可上我刊网站查询：www.shengwuyixue.com

(五号黑体& Times New Roman)
www.biomed.net.cn

文献标识码：论著类用“A”，技术方法类用“B”，管理性文章“C”，报道性文章“D”，文件、资料
用“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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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国标参考文献著录方式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对期刊论文引文进行统计和分析的重要信息源之一，本刊采用 GB 7714 推荐的顺序编码制格式著录。
参考文献著录项目：
① 主要责任者(专著作者、论文集主编、学位申报人、专利申请人、报告撰写人、期刊文章作者、析出文章作者)。多个责任者
之间以“，”分隔，注意在本项数据中不得出现缩写点“.”(英文作者请将作者名写全)。主要责任者只列姓名，其后不加“著”、“编”、“主
编”、“合编”等责任说明。② 文献题名及版本(初版省略)。③ 文献类型及载体类型标识。④ 出版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⑤
文献出处或电子文献的可获得地址。⑥ 文献起止页码。⑦ 文献标准编号(标准号、专利号……)。
参考文献类型及其标识
根据 GB 3469 规定，以单字母方式标识以下各种参考文献类型：
参考文献类型

专著

论文集

报纸文章

期刊文章

学位论文

报告

标准

专利

文献类型标识

M

C

N

J

D

R

S

P

对于专著、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其文献类型标识建议采用单字母“A”；对于其他未说明的文献类型，建议采用单字母“Z”。
对于数据库(database)、计算机程序(computer program)及电子公告(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等电子文献类型的参考文献，建议以下列
双字母作为标识：
电子参考文献类型

数据库

计算机程序

电子公告

电子文献类型标识

DB

CP

EB

电子文献的载体类型及其标识
对于非纸张型载体的电子文献，当被引用为参考文献时需在参考文献类型标识中同时标明其载体类型。本规范建议采用双字母表示
电子文献载体类型：磁带(magnetic tape)——MT，磁盘(disk)——DK，光盘(CD-ROM)——CD，联机网络(online)——OL，并以下列
格式表示包括了文献载体类型的参考文献类型标识：
［文献类型标识/载体类型标识］
如：
［DB/OL］—— 联机网上数据库(database online)
［DB/MT］——磁带数据库(database on magnetic tape)
［M/CD］—— 光盘图书(monograph on CD-ROM)
［CP/DK］—— 磁盘软件(computer program on disk)
［J/OL］——

网上期刊(serial online)

［EB/OL］—— 网上电子公告(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 online)
以纸张为载体的传统文献在引作参考文献时不必注明其载体类型。
文后参考文献表编排格式
参考文献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列表于文后；表上以“［参考文献］”(居中)作为标识；参考文献的序号左顶格，并用数字加方
括号表示，如［1］、
［2］、…，以与正文中的指示序号格式一致。参照 ISO 690 及 ISO 690-2，每一参考文献条目的最后均以“.”结束。
各类参考文献条目的编排格式及示例如下：
a. 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 出版年.起止页码(任选).
[1] 刘国钧，陈绍业，王凤翥.图书馆目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15-18.
[2] 辛希孟.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 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3] 张筑生.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北京：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1983.
[4] 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 LBB 分析［R］.北京：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1997.
b. 期刊文章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 ［J］. 刊名，年，卷(期)： 起止页码.
［5］ 何龄修.读顾城《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3)：167-173.
［6］ 金显贺，王昌长，王忠东，等.一种用于在线检测局部放电的数字滤波技术［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3，33(4)：
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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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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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 原文献题名 ［C］.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析
出文献起止页码.
［7］ 钟文发.非线性规划在可燃毒物配置中的应用［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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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西
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 468-471.
d. 报纸文章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 ［N］. 报纸名，出版日期 (版次).
［8］ 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人民日报，1998-12-25(10).
e. 国际、国家标准
［序号］ 标准编号，标准名称 ［S］.
［9］ GB/T 16159-1996，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S］.
f. 专利
［序号］ 专利所有者. 专利题名 ［P］. 专利国别：专利号，出版日期.
［10］ 姜锡洲.一种温热外敷药制备方案［P］.中国专利：881056073，1989-07-26.
g. 电子文献
［序号］ 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 ［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任选).
［11］ 王明亮.关于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进展［EB/OL］. http://www. cajcd.edu.cn/pub/wml.txt/980810-2.html,
1998-08-16/1998-10-04.
［12］ 万锦坤. 中国大学学报论文文摘(1983-1993). 英文版 ［DB/CD］.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h. 各种未定义类型的文献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Z］.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参考文献与注释的区别
参考文献是作者写作论著时所参考的文献书目，一般集中列表于文末；注释是对论著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
一般排印在该页地脚。参考文献序号用方括号标注，而注释用数字加圆圈标注(如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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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作者投稿介绍信附例与有关评选优秀论文的通知

介绍信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编辑部：
兹介绍我校

等同志向贵编辑部投稿，稿件名称：
《

》，稿件编号：

，

稿件署名正确，无泄密、侵权、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等问题，望录用为盼！
此致
敬礼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所在单位盖章)

学校
年

月

日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关于“生物医学”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的通知
为促进我国生物医学研究的进步与发展，本刊经研究决定于 2008 年继续开展“生物医学”优
秀论文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评选范围：所有投稿本刊的生物医学类论文均可参加；
2．论文要求：科研论文必须有创新性和新颖性、观点正确、论据充分、数据准确、参考文献
引用及标识正确；内容和结构安排合理，格式符合本刊格式要求；
3．参与方法：通过本刊主页：www.shengwuyixue.com在线投稿，或者通过邮寄电子稿件到编
辑部各个通联部邮箱即可参加本年度优秀论文评选活动；
3．评审标准：编委会将从创新性、思想性、学术性、可行性等方面进行评审；
4．奖励：每期评选获奖者 1-3 名，获奖者均可免费在本刊刊载英文论文一篇，所刊载论文也
可以是获奖论文的英文版，并可以获得当期增刊 2 册。
(关于本次活动解释权归本刊编辑部)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编辑部
200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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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作者投稿承诺书

投 稿 承 诺 书
论文题目：

论文正文以何种文字撰写：
对于论文发表的特殊要求：

中文 □

英文 □

作者承诺：
我们(包括全部作者)同意将本文的使用权授予《现代生物医学进展》编辑部，对贵刊以网络
版、光盘版等形式使用本文无异议。未经贵刊同意，本文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使用。
同时，我们(全部作者)郑重承诺：
1 本文未一稿两投；
2 本文全部数据真实可靠，且主要数据、图表未曾正式发表(已经发表的非主要数据图表说
)；
明：
3 本文无抄袭、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内容；
4 本文不包含泄密之内容。
全部作者按署名顺序签名(要求亲笔签名，如因出国、生病、去世等原因不能签名者请注明原因)：

1

2

3

4

5

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经我单位审查，以上表中所填内容及作者所做承诺属实。

年

盖章
月

日

稿件通讯联系人
姓名：
通信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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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5：编委常用回复作者信件
来稿初次回复信件：
尊敬的作者：
您好！
您的论文已收到，很高兴收到您的稿件，稿件已进入初审，我们会尽快告知您录用与否及修回
情况；若录用，可能需要您积极配合予以修改，若没有收到我们的通知，请务必一星期后来信询问，
积极和编辑部联系，以免信息沟通不畅造成延误。
欢迎以后多多投稿，欢迎订阅本刊 2007 年期刊，也欢迎经常光顾我刊网站和生物医学论坛，
网站网址：www.shengwuyixue.com ，www.biomed.net.cn 欢迎再次投稿和推荐优秀的稿件投往本
刊，对于你们的稿件我们将第一时间给预处理。
祝：
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网站后台回复作者：
尊敬的作者：
您好！
很高兴收到您的稿件！
您的论文符合我刊刊载范围，已经进入初审阶段，由我负责处理，我的邮箱：whitewolf1101@163.com，
whitewolf1101@gmail.com；我们会在十个工作日内反馈给您审理结果，请及时到邮箱查收。为了避免信
息沟通不畅影响您的稿件发表，若超过十个工作日没有收到我们的审稿意见，请及时来信询问或与
编辑部联系。欢迎再次投稿或推荐优秀的稿件投往本刊，我们将优先处理。
为促进我国生物医学研究的进步与发展，本刊经研究决定于 2007 年始开展“生物医学”优秀论文
评选活动，详情请见网址：www.shengwuyixue.com， www.biomed.net.cn ，欢迎登陆我刊网站生
物医学论坛交流。
祝：
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谢建平

邮箱收稿后回复作者：
尊敬的作者：
您好！
很高兴收到你的稿件！
你的论文符合我刊刊载范围，你的论文已经进入初审，我们会在十天内给你反馈审理结果，请
及时查收。为了避免信息沟通不畅造成你的稿件发表，若超过十天没有收到我们的审稿意见，请及
时来信询问，积极和编辑部联系。欢迎再次投稿和推荐优秀的稿件投往本刊，对你们的稿件我们将
优先处理。
为促进我国生物医学研究的进步与发展，本刊经研究决定于 2007 年始开展“生物医学”优秀论文
评选活动，详情请见网址：www.shengwuyixue.com , www.biomed.net.cn ， 也欢迎登陆我刊网站
上面的生物医学论坛。
祝：
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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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意见回复：
尊敬的作者：
您好！
经审理，您的论文还需要进行部分修改(本刊编辑已经对论文做了一些修改，请确认)，请下载
附件并在原文上进行修改，修改之处请用红色标示。为了不影响你的论文在第一时间发表，请尽快
按格式修回稿件。欢迎再次投稿和推荐优秀的稿件投往本刊，对于你们的稿件我们将第一时间给予
处理。
祝：
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定审稿意见回复：
尊敬的作者：
您好！
您的论文符合我刊刊载范围，我刊拟录用，论文已经审理合格，请稍后等待编辑部通知发送是
否录用的通知，若一星期没有收到，请询问 biomagnetism@163.com,liudhui_21@126.com，以免信
息沟通不畅造成延误；附件中是论文的最终定稿，有什么问题请和编辑部直接联系。收到录用通知
后，请尽快邮寄版面费，以免耽误论文发表。
欢迎再次投稿和推荐优秀的稿件投往本刊，对于你们的稿件我们将第一时间给予处理。欢迎订
阅本刊 2007 年期刊，也欢迎经常光顾我刊网站和生物医学论坛，网站网址：
www.shengwuyixue.com ,www.biomed.net.cn。
祝：
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尊敬的作者：
您好！
您的论文已经审理合格，并已经发给编辑部。编辑部将在一个星期内召开执行编委会议对你的
稿件是否录用进行表决，会议结束后编辑部会马上给你是否录用的通知，若超过一星期没有收到表
决意见，请询问biomagnetism@163.com，liudhui_21@126.com，以免信息沟通不畅造成延误；附件中是
论文的最终定稿，有什么问题请和编辑部直接联系。欢迎再次投稿和推荐优秀的稿件投往本刊，对
于你们的稿件我们将第一时间给予处理；也欢迎经常光顾我刊网站，网址：
www.shengwuyixue.com ，www.biomed.net.cn 欢迎登陆网站上面的生物医学论坛。
祝：
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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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6：约稿信
尊敬的作者：
您好！
我是《现代生物医学进展》(原《生物磁学》)编辑部编辑，有幸拜读了您的论文：

，对您的研究领域

的新颖性表示关切，您的研究对生命科学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推荐您将其投到《现代生物医学进展》如果
您愿意发表，请按照我刊格式修改论文(详细请参见：www.shengwuyixue.com www.biomed.net.cn，并欢迎登陆
其上的生物医学论坛)，并在内容上予以充实后投我刊。同时，我们欢迎您将更多相关的文章投到本刊，以促进
学术交流。对于优秀的论文，本刊将开辟快通道，保证 1-2 个月内发表，这对于扩大您论文的影响很有好处，因
为我们认为，时效性是论文的生命。
刊号：《现代生物医学进展》是国家科技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国内统一刊号:CN
23-1544/R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71-2285 月刊，邮发代号：14-12，定价：24 元/期，本刊网址：
www.shengwuyixue.com，www.biomed.net.cn
影响因子：本刊原刊名为《生物磁学》,(详见科技部信息所网站：http://cstpcd.istic.ac.cn)，本刊已经经国务
院新闻办、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审核备案，据科技部信息所 2005、2006、2007 年版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本刊影响因子的分别为 0.734、0.910、0.803，所在学科排名分别为第： 9 位、7 位、
（http://cstpcd.istic.ac.cn）
11 位，刊名变更是本刊的自然过渡。已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出报刊[2006]4 号批准。
收录数据库：目前，我刊被美国化学文摘(CA)、美国剑桥文摘（Proquest-CSA）、美国《乌利希国际期刊指
南》(Ulrich's Periodicals Directory)、波兰《哥白尼索引》(Index Copernicus)、科技部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
(CSTPCD)、中国科技文献数据库(CSTDB)、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中国
期刊网》、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科技部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中国生物学文摘》、中国生物学文献数据库、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 disc)、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CMCC)和 CEPS 中文电子期刊服务源等国
内外 15 家权威数据库收录。
来稿请注明由

推荐，谢谢！希望尽快对该文作一些修改后投递，本刊一旦告知论文接收后，请不要

向其他刊物再投。欢迎更多优秀的有关生物、医学和生物医学的论文投稿。

祝：

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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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7：我刊招聘编委的通知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诚邀各科研院所骨干任我刊编委！！！
生物医学是本世纪生命科学的研究热点和前沿，她的发展代表着一个时期生命科学发展的主流和方向，起着
带动性和变革性的重大作用，并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科学本身产生革命性影响。
我刊的目的和任务就是及时报道国内外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生物医学进展(包括基础实
验研究和临床实践应用)的原著，以此来传播现代生物医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和前沿领域的科研成果，反映生物
医学的学术水平与发展动向，有效地促进生物医学领域的学术交流，提高国内生物医学的研究水平，引导研究人
员的科研活动与研究方向，推动生物医学的进步，为广大科研人员提供一个发表、交流的平台，为冲刺世界一流
杂志打好基础。
我刊是国家科技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已被十余个权威数据库收录。详情见我刊
网址：www.shengwuyixue.com, www.biomed.net.cn，其原刊名为《生物磁学》，是国内专业的生物磁学期刊。刊
物自 1987 年创刊至今，已被国内外广泛的科研院所所重视，据科技部信息所 2005 年版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详见科技部信息所网站：http://cstpcd.istic.ac.cn)，该刊物影响因子 0.734，在本学科(生物学)排名列第 9 位，在
1608 种统计源核心期刊总排名列第 169 位。刊物更于 2006 年初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出报刊[2006]4 号文件
批准，将刊名变更为：《现代生物医学进展》，刊名的变更是该刊物发展的自然过渡，同时也成为刊物推动中国
生物医学进步的新契机。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编辑部为了刊物的发展，决定 2006 年扩大招聘编委的数量，以利编者与作者、读者
更贴近。现将招聘编委的要求、职责与权利表述如下：
1．编委要求(至少应具备以下任一两条)：
a. 学科带头人或具博士以上学位；
b. 在国家生物、医学类一级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2 篇以上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
c. 能负责本单位和地区组稿、审稿。
2．通讯编委的职责：
a. 及时反映读者与作者的需求，以及对本刊的评估；
b. 积极参与杂志社的审稿工作；
c. 积极组织或推荐优秀文稿，或投优秀稿件，每年度 5 篇以上；
d. 维护杂志声誉，积极开展有益于杂志社的活动。
3．通讯编委的权利：
a. 获赠每期杂志一册；
b. 编委推荐论文，录用 5 篇以上者，可优惠刊登论文一篇；
c. 可推荐参与学术性会议；
34

d.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通讯编委推荐的文稿，对于推荐的优秀文稿，适当给予奖励。
4．招聘方式：
a. 公开招聘，推荐和自荐相结合；
b. 请寄个人简介 (包括姓名、年龄、职称、职务、学历、专业、通讯地址、电话、传真、Ｅ-mail 等) 。通
讯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54 号信箱(150001),《现代生物医学进展》编辑部。
5. 提示：
a. 编委任期为一年，在任期内与编辑部失去工作联系，视为自动离任；
b. 履历表的所有内容必须真实；学位、职称、论文、获奖情况等提供相关证明；
c. 履历表附彩色一寸免冠近照两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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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委 登 记 表
填表日期：______年_____月 _____日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文化程度

副教授
博士

编号：
出生年月

籍

民

政治面貌

族

贯

正教授

毕业院校
最高学历
毕业时间

工作单位
电

话

手

机

传

真

联系地址

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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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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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人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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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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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8：《现代生物医学进展》征订单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是国家科技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国内统一刊号： CN 23-1544/R 国际标准
刊号：ISSN 1673-6373 月刊 160 页

邮发代号：14-12

本刊网址: http://swcx.periodicals.net.cn

定价：16.00 元/期

http://swcx.chinajournal.net.cn.

本刊原刊名为《生物磁学》,(详见科技部信息所网站：http://cstpcd.istic.ac.cn)，据科技部信息所 2005 年版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
报告，本刊影响因子 0.734，在本学科(生物学)排名列第 9 位，在 1608 种统计源核心期刊总排名列第 169 位.刊名变更是本刊的自然
过渡,已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出报刊[2006]4 号批准。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办刊宗旨：生物医学是本世纪生命科学的研究热点和前沿，可以说生物医学发展代表着一个时期生命科
学发展的主流和方向，起着带动性和变革性的重大作用，并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科学本身产生革命性影响。当前，生物医学的发展异
常迅猛，不断出现新的研究领域，而且有的正处于取得重大突破的边缘。
我们变更刊名的目的和任务就是顺应生物医学发展的形势需要，更好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生物医学领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及
时报道国内外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生物医学进展(包括基础实验研究和临床实践应用)的原著，以此来传播现代
生物医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和前沿领域的科研成果，反映生物医学的学术水平与发展动向，有效地促进生物医学领域的学术交流，
提高国内生物医学的研究水平，引导研究人员的科研活动与研究方向，推动生物医学的进步，为广大科研人员提供一个发表、交流
的平台，为冲刺世界一流杂志打好基础。
栏目设置：1.述评、2. 研究快报、3.基础研究、4.临床研究、5.生物磁学、6.专论与综述、7.技术与方法、8.研究简报、9.编读
往来.

编辑部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 54 号信箱(150001)
电话：0451-53658268
0451-82583800
传真：0451-82583966
E-mail:liudhui_21@126.com
E-mail:Biomagnetism@163.com
E-mail:Liudhui21@gmail.com
网址： http://swcx.periodicals.net.cn
http://swcx.china journal.net.cn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杂志编辑部
………………………………………………………………………………………………………………………………
一、2006 年《现代生物医学进展》(月刊)征订单
订阅单位

联 系 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订价每期 16 元，全年 192 元

份数

总计金额(大定)

(征订单位)
公 章

订户留存
………………………………………………………………………………………………………………………………
二、2006 年《现代生物医学进展》(月刊)征订单
订阅单位

联 系 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订价每期 16 元，全年 192 元
总计金额(大定)
订户填好后寄回

份数

(征订单位)
公 章
(因今年变更刊名的时间因素，今年出刊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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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9：我刊广告征订信
公司负责人：
您好！
我是现代生物医学进展杂志编辑，在生物医学论坛看到您的帖子，我想我刊或许可以和贵公司建立合作关系，
我们的网站:www.shengwuyixue.com.我认为我们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尝试开展合作：
经过研究分析，我们认为，贵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基因合成的服务性公司，我们愿意同贵公司展开一系列的
合作，并可以根据双方的实际情况，开发一些其他的合作项目。针对贵公司的产品，我们认为，普遍撒网式的广
告宣传并不适合贵公司，贵公司要面对的客户，应该是一些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所以，我们认为，通过学术媒体
做一些正面的报道和研究，贵公司的客户肯定会不断扩大，有鉴于此，目前我刊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贵公司进行
宣传和合作：
3.1 网络宣传： 在建立合作后，我刊网站和贵公司网站相互链接，我们可以在网络上为贵公司进行宣传，
可以在我们生物医学论坛增加一个贵公司的分论坛，贵公司可以发布产品广告、研究成果等信息，通过此渠道，
不断扩大贵公司影响；
3.2 期刊广告宣传： 采用传统的广告方式，为贵公司产品作扉页，插入我刊，为贵公司产品吸引一些潜在
的客户，比如，科研院所、医学院等处的研究人员；插页广告的费用我们可以协商解决；
3.3 设立奖项奖励相关研究： 可以以贵公司的某产品或者公司理念为名设立奖项，奖励每期优秀研究论文
一篇，该研究论文的评选遵循的主要规则是和贵公司产品相关的研究，若研究中使用了贵公司的产品，对贵公司
影响力的扩大将更加有好处；我刊一年 12 期，评选工作可由贵公司或我刊人员负责，每期评选 1 篇，给主要作
者授奖 1 项，可以是奖金，也可以是贵公司产品，我们会在活动之初大力宣传，相信随着贵公司这种尊重科学
的形象树立之后，贵公司的影响一定会慢慢壮大，产品也会让人刮目相看；
3.4 发放期刊： 我们的期刊上冠名贵公司产品或者理念后，可以赠送每期刊物 2 册，其余刊物贵公司可以
60% ( 192×0.6=115.2/ 年)的价格售予贵公司，贵公司可以将其送给贵公司的特殊客户，以期更好的在客户心中树
立贵公司的形象；
以上是中等层面上的合作，若需要更深层次的合作，请与我联系。
敬上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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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0：文章编号(WH)相关
一、为便于期刊文章的检索、查询、全文信息索取和远程传送以及著作权管理，凡具有文献标识码的文章均可标
识一个数字化的文章编号 ；其中 A、B、C 三类文章必须编号。该编号在全世界范围内是该篇文章的唯一标识。
二、文章编号由期刊的国际标准刊号 、出版年、期次号及文章的篇首页码和页数等 5 段共 20 位数字组成。其结
构为
XXXX－XXXX(YYYY)NN－PPPP－CC
其中：XXXX－XXXX 为文章所在期刊的国际标准刊号(ISSN，参见 GB 9999)，
YYYY 为文章所在期刊的出版年，NN 为文章所在期刊的期次，PPPP 为文章首页所在期刊页码，CC 为文章
页数，“-”为连字符。
三、期次为两位数字 。当实际期次为一位数字时需在前面加 “0” 补齐 ，如第 1 期为“01”。仅 1 期增刊用 S0，
多于 1 期用 S1，S2，……。
四、文章首页所在页码为 4 位数字；实际页码不足 4 位者应在前面补“0”，如第 139 页为“0139”。文章页数为两
位数字；实际页数不足两位数者，应在前面补“0”，如 9 页为 09。转页不计。
五、文章编号由各期刊编辑部给定，
中文文章编号的标识为 “文章编号：”或“［文章编号］”。如：
文章编号：1003-2797(1997)02-0013-05
为发表在《图书情报知识》1997 年第 2 期第 13～17 页(共 5 页)上题为《关于社会经济信息化的思考》(作者：
严怡民)一文的文章编号。
英文文章编号的标识为“Articl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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