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卒中杂志》稿约

《中国卒中杂志》现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
万方数据库收录期刊、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收录期刊。它是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科学技术部主管，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主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
医院承办，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医学专业高级学术性期刊；主要报道与脑血管疾
病相关的基础、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的最新国内外成果、诊疗技术及临床指南；
旨在加强医学信息交流，提高医学学术水平，服务于广大医药科技卫生工作者。

1
1.1

投稿
栏目设置
主要栏目有主编手记、述评（约稿）、论著、专题综述（约稿）、指南与共识、

病例讨论、综述、海外速递、教学园地、会议报道、文献导读（约稿）、卒中轶
事连载（约稿）、SVN 亮点解读（约稿）等。
1.2

时间要求
编辑部收到稿件后，一般 3 个月内通知作者是否录用。若超过 3 个月未接到

稿件处理通知者，可向编辑部查询。拟录用稿件需要多次修改，每次通知作者修
改意见后修改周期最长为 1 个月，逾期视为自动撤稿。
1.3

基金项目
来稿涉及的研究课题如取得国家或部、省级以上基金或属攻关项目，应在文

题页写明，并附基金证书复印件。基金项目名称及编号应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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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文责自负

来稿一律文责自负。依照《著作权法》有关规定，本刊可对来稿进行文字修
改、删节，凡涉及原意的修改，则提请作者考虑。如不同意删改请事先声明。作
者如欲改投他刊，请先与本刊联系，切勿一稿两投。已在非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
表，或在学术会议交流过，或已用其他文种发表过的文稿，不属于一稿两投，但
作者在投稿时必须注明。一稿两投一经证实即给予退稿处理。如文章已在我刊发
表，我刊将刊登关于该文系重复发表的声明，并向作者所在单位和该领域内的其
他科技期刊进行通报。我刊将在 2 年内拒绝该作者作为第一作者所撰写的一切文
稿。
1.5

版权
来稿一经接受，由作者亲笔签署论文专有使用权授权书，该论文的专有使用

权即归《中国卒中杂志》编辑部所有；
《中国卒中杂志》编辑部有权以电子期刊、
光盘版、网络版等其他方式出版该论文。未经本刊编辑部同意，该论文的任何部
分不得转载他处。
1.6

点睛
论著及综述类文章需用简练的语言（40 字以内）概括文章的新颖性和重要

性或者本文的意义（转化医学的意义），用一句话概括文章的核心内容、既往的
研究成果，之后阐明本文的创新点、新发现。
1.7

本刊实行网上投稿
作者登录中国卒中杂志网站（http://www.chinastroke.org.cn），注册后投

稿。

2
2.1

撰稿
题目
力求简明、醒目，能准确反映文章主题。中文题名一般为 20 个以内汉字，

最好不设副标题，一般不用标点符号，不使用缩略语。中、英文题目含义一致。
2.2

作者署名
作者应是参与选题和设计或参与资料的分析与解释者，起草或修改论文中关

键性理论或其他主要内容者，对编辑部的修改意见进行核实或修改、在学术界进
行答辩并最终同意该文发表者。以上 3 条需同时具备。作者中如有外籍作者，应
附外籍作者亲笔签名同意在该刊发表的函件。作者署名在文题下按贡献大小顺序
排列，排序应在投稿前由全体作者共同讨论确定，在编排过程中不应再做改动，
确需改动时必须出示单位证明。需提供作者单位中、英文名称（包括科室）、所
在城市名、邮政编码、通信作者 E-mail。通信作者只列 1 位，由投稿者确定。
如需注明协作组成员，则于文末参考文献前列出协作组成员的单位及姓名。应列
出全部作者姓名及工作单位，英文作者姓名使用汉语拼音，姓每个字母大写，名
首字母大写，双字名中间加连字符，如：HAN Cong, LI Zhi-Fang。
2.3

摘要和关键词
论著和综述需附中、英文摘要（具体要求见论著和综述的投稿要求）；病例

讨论不需要提供摘要。所有文章均应列出 3～5 个关键词，尽量从 MeSH 数据库中
选取，其中文译名可参照中国医学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编译的《医学主题词注释字
顺表》。有英文摘要的文章，应标注与中文对应的英文关键词。关键词中的缩写
词应按《医学主题词注释字顺表》还原为全称；每个英文关键词第一个单词首字
母大写，各词汇之间用“；”分隔。
2.4

正文要求

2.4.1

分级

文章各部分采用阿拉伯数字进行排序，要求各层次标题简单明确，同一级标
题反映同一层次的内容。
2.4.2

名词术语

文章中名词术语应使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尚未通过

审定的学科名词，可选用最新版《医学主题词表（MeSH）》、《医学主题词注释字
顺表》、
《中医药主题词表》中的主题词。对没有通用译名的名词术语于文内第一
次出现时应注明原词。中西药名以最新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中国药
品通用名称》（均由中国药典委员会编写）为准。英文药物名称则采用国际非专
利药名。在题名及正文中，药名一般不得使用商品名，确需使用商品名时应先注
明其通用名称。中医名词术语 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
证候部分、治法部分》执行，经络针灸学名词术语按 GB/T16751.2-1997《经穴
部位》和 GB/T16751.3-1997《耳穴名称与部位》执行。中药应采用正名，药典
未收录者应附注拉丁文。文章中首次出现的外文缩略词可于第一次出现时写出中
文全称，在圆括号内写出外文全称及其缩略语。例如：出血转化（hemorrhagic
transformation，HT）。
2.4.3

图表

图或表格应分别按其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用阿拉伯数字分别连续编码。
每幅图表应冠有图（表）题，说明性的文字应置于图（表）下方注释中，并在注
释中标明图表中使用的缩写。表格要求采用三横线表（顶线、表头线、底线），
表内数据使用阿拉伯数字，同一指标有效位数一致，一般按标准差的 1/3 确定有
效位数。图片应置入文中相应位置，在图中标注关注对象的位置（不同形状不同
颜色的箭头），并同时提供原始电子版文件（无标注符号），采用 jpg、tif 或 gif
格式，要求有良好的清晰度和对比度（单张图片文件在 1M 以上）。若刊用人像，
应征得其本人的书面同意，或遮盖其能被辨认出系何人的部分。大体标本照片在
图内应有尺度标记。病理照片要求注明染色方法和放大倍数。图表中如有引自他
刊者，应注明出处。
2.4.4

计量单位

计量单位执行 GB3100～3102-1993《量和单位》中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规
定及其书写规则，具体执行可参照中华医学会编写的《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
应用》。注意单位名称与单位符号不可混用。组合单位符号中表示相除的斜线多
于 1 条时应采用负数幂的形式表示，例如 ng/kg/min 应采用 ng·kg-1·min-1 的形

式；组合单位中斜线和负数幂亦不可混用，如前例不宜采用 ng／kg·min-1 的形
式。
2.4.5

数字

数字的用法执行 GB/T15835-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公历世纪、
年代、年、月、日、时刻和计数、计量均用阿拉伯数字。小数点前或后≥5 位数
字时，每 3 位一组，组间空 1 格。但序数词和年份、页数、部队番号、仪表型号、
标准号不分节。
2.5

参考文献
著录格式基本执行 GB/T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采用顺序编

码制著录，依照其在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标出，排列于文后。文章
中参考文献应引用原文，不能二次引用，尽量避免引用摘要作为参考文献，近 5
年的文献应占 50%。内部刊物、未发表资料（不包括已被接受的待发表资料）、
个人通信等请勿作为文献引用，确需引用时，可将其在正文相应处注明。
具体要求如下：
（1）需注明参考文献类型标志代码和电子文献载体标志代码：普通图书：M；会
议录：C；汇编：G；报纸：N；期刊：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
利：P；数据库：DB；计算机程序：CP；电子公告：EB；联机网络：OL；光盘：
CD；磁盘：DK；磁带：MT。
（2）引用文献（包括文字和表达的原意）务请作者与原文核对无误。日文汉字
请按日文规定书写，勿与我国汉字及简化字混淆。同一文献如有三位及以下作者，
姓名应全部列出；如超过三位作者，仅列出前三位，缀以“等（中文文献）”或
者“et al（英文文献）”。作者姓名一律姓氏在前、名字在后，外文姓名全部大
写，名字部分采用首字母缩写形式，缩写名后不加缩写点；不同作者姓名之间用
“, ”隔开。
（3）文献类型和电子文献载体标志代码参照 GB3469《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

外文期刊名称用缩写，以 PubMed 中的格式为准；中文期刊用全名。每条参考文
献均须著录起止页码。每年连续编码的期刊不著录期号。
几种主要文献的著录格式与示例：
2.5.1

期刊

著录格式：[序号] 主要责任者. 题名[文献类型标志]. 刊名, 年, 卷(期):
起-止页码.
[1] 中国卒中学会科学声明专家组. 急性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 中国卒中学会
科学声明[J]. 中国卒中杂志, 2017, 12(3):267-284.
[2] ALVES H C, TREURNIET K M, DUTRA B G,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collateral status and thrombu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impact in
anterior circulation stroke[J]. Stroke, 2018, 49(2):391-396.
[3] POWERS W J, RABINSTEIN A A, ACKERSON T, et al. 2018 Guidelines for
the early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a guideline
fo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merican

Stroke

Association[J/OL].

Stroke,

2018,

49(3):e46-e99.

https://doi.org/10.1161/STR.0000000000000158.
2.5.2

专著

著录格式：[序号] 主要责任者. 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志]. 其
他责任者（如译者）. 版本项（第 1 版省略）.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引文
起-止页码.
[4]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 广西自然保护区[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3:85-90.
[5] 霍斯尼. 谷物科学与工艺学原理[M]. 李庆龙，译. 2 版. 北京: 中国食品
出版社, 1989:15-20.

2.5.3

专著中的析出文献

著录格式：[序号]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志]//
专著主要责任者. 专著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 版本项（第 1 版省略）.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6] 白书农. 植物开花研究[M]//李承森. 植物科学进展.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
社, 1998:146-163.
[7] WU C T, MCCULLOUGH R L. 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s for heterogeneous
materials[C]// Holister GS. Developments in Composite Materials. London:
Applied Science Publishers Ltd, 1997:119-187.
[8] 诸骏仁. 昏厥与休克[M]//董承琅, 陶寿淇, 陈灏珠. 实用心脏病学. 3 版.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561-585.
2.5.4

学位论文

著录格式：[序号] 作者. 题目[D]. 学位授予单位所在城市: 学位授予或论
文出版单位, 年份.
[9] 韩旭. 症状侧与非症状侧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特征的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
研究[D].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院, 2014.
2.5.5

电子文献

著录格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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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10] 萧钰. 出版业信息化迈入快车道[EB/OL]. (2001-12-19)[2002-04-15].
http://www.creader.com/news/200112190019.htm.
2.5.6

报纸

著录格式：[序号] 主要责任者. 篇名[文献类型标志]. 报纸名, 出版日期
(版次).
[11] 李大伦.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N]. 光明日报, 1998-12-27(3).
[12] FRENCH W. Between Silences: A Voice from China[N]. Atlantic Weekly,
1987-8-15(33).
2.5.7

科技报告

著录格式：[序号] 主要责任者. 题名: 其他题目信息[文献类型标志]. 其
他责任者. 版本项（第 1 版省略）.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起-止页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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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9-10.
2.5.8

技术标准

著录格式：[序号] 标准制定者.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文献类型标志]. 出版
地: 出版者, 出版年.
[14] 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七分委员会. GB/T 5795-1986 中国标准
书号[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1986.
[15] Canadian Standard Association. CSA-S806-02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building components with fibre reinforced polymers[S]. Toronto, Canada:
Canadian Standards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