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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试验注册号：*************
【摘要】背景 说明写作此文的背景、相关研究现状，难点/短板/空白点。目的 本文拟解决的问题或研究目的。方法
研究对象（样本收集来源、时间、数量）→分组情况→处理因素→检测/调查方法→检测/观察指标（含统计分析方法）。
结果 尽量采用定量的结果，包括阳性结果和阴性结果，描述结果要尽量用具体数据。结论 阐述根据研究结果所得出
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对研究结果的具体效果、价值与意义等。应根据研究的目的和结果，得出主要的结论，注意与“目
的”相呼应。

（本刊实行 5 段式结构化摘要，字数控制在 500 字左右，不能仅是背景介绍、重要性、意义等，而必须是对研究方
法、结论以及内容的概括）。
【关键词】 *****；*****；*****（3~8 个，分隔号分开，选词应有代表性，是本文反映的研究热点、创新点、核心，
可检参考 MeSH 主题词表）
Title *************************************************
name1, name2*

1.英文作者单位，城市 邮编，国家
2. ***************

Corresponding authors：英文作者姓名，职务，职称；E-mail:*************

*

【Abstract】 Background *********. Objective *********. Methods *************. Results *************. Conclusion
****************. 对照中文翻译润色
【Key words】*****；*****；*****（与中文关键词对应）
（正文：宋体，5号字，行间距：单倍行距，页边距：左右上下1.27 cm；正文5 000~8 000 字为宜）
前言
以300~500字介绍论文的写作背景和目的，简要复习相关领域内前人所做的工作和研究的概况，说明本研究与
前人工作的关系，目前研究的热点、存在的问题及作者工作的意义，引出本文的主题及先进性，给读者以引导。注
意引用权威文献。
1 一级标题（如：对象/材料与方法）
1.1 二级标题（如：研究对象/调查对象/一般资料/材料）
1.1.1 三级标题（如：纳排标准、诊断标准等）

1.2 二级标题（如：研究方法/调查方法等）
1.3 二级标题（如：观察指标等）
1.4 二级指标（如：统计学方法）（统计分析的软件及版本号，研究中具体使用的统计学方法）。
2 结果
2.1 二级标题（如：一般资料情况等）
2.2 二级标题（如：观察指标分析结果等）
结果中表图要求：

（1）图、表均要求有自明性；
（2）图、表题目需用中英文双语表示；
（3）图、表分别用阿拉伯数字全文连续编号；
（4）图的曲线标明坐标，且需要有标线，表格用三线表；
（5）本刊为四色彩色印刷，文中所有插图要求提供原图(.eps、.tif.、.bmp、.jpg 等格式)以展示最佳效果，请将原图
与稿件正文打包后上传或仅将图打包后作为附件上传。
3 讨论
（1）详述本研究主要结果；（2）对照同类研究进行分析，尤其是不同点；（3）结论的外延性及适用性；（4）
局限性（提出基于本研究还存在哪些不足和可以改进的地方，表明作者科学严谨的态度，同时为进一步研究做铺垫）；
（5）对行业的影响、价值及贡献（总结回应研究的问题、假说或目的，表明本研究结果的实用价值，对实际工作的启
示和对整个领域研究的影响。（6）未来的研究方向。（7）理由充足时可根据讨论提出设想和建议，但应恰如其分。

4 作者贡献 可参考以下14个贡献者角色，描述本研究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所做的贡献。
（1）提出概念（Conceptualization）——提出想法；总体研究目标的制定。
（2）数据管理（Data curation）——注释（产生元数据）、清洗和保留研究数据（包括软件代码）以供
研究使用和重复研究。
（3）形式分析（Formal analysis）——应用统计、数学、计算或其他形式技术分析或整合研究数据。
（4）资金提供（Funding acquisition）——为研究课题提供资金支持。
（5）调查开展（Investigation）——执行研究调查过程，特别是进行实验或收集数据。
（6）方法学（Methodology）——研究方法的开发或设计；研究模型构建。
（7）项目管理（Project administration）——研究项目规划及执行的管理和协调。
（8）资源提供（Resources）——提供研究材料、试剂、患者样本、实验动物样本、仪器、计算资源或其
他分析工具。
（9）软件（Software）——编程及软件开发；计算机程序设计；计算机代码和支持算法的实现；测试现有
代码组件。
（10）监督（Supervision）——对研究活动规划和执行的监督和领导，包括核心团队的指导。
（11）验证（Validation）——验证，无论是作为研究的一部分还是单独进行，对研究结果的再现。
（12）可视化（Visualization）——已发表作品的准备、创作和/或展示，特别是可视化/数据展示。

（13）原稿写作（Writing -original draft）——已发表作品的准备、创作和/或展示，特别是初稿撰写（包
括实质性翻译）。
（14）审查和编辑写作（Writing-review & editing）——来自原始研究小组的人员对已发表作品的准备、
创作和/或展示，特别是批判性审查、评论或修订（包括出版前和出版后阶段）。
5 利益冲突情况 注明存在利益关系或冲突的审稿人姓名或机构。
6 其他 如志谢等。
7 参考文献规范
本刊要求研究性论文参考文献数量≥15条，除引用方法类文献不限年限外，其余应尽量引用权威文献及近5年
文献，尤其是与当年发表的文章进行对比分析和阐述。
（1）本刊采用中英文对照的文献格式；（2）文献作者不多于3个的，全部著录；（3）多于3个的，著录时保
留前3个，其余用“等”或“et al”代替；（4）外国作者采用姓在前、名取首字母置后的方式著录。
中文期刊文献请根据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或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查阅核实，英文期刊文献请根据美
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MEDLINE 数据库在线查阅核实后，采用本刊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在文后列出。书籍类参考文献
也请核实后列出。具体如下：
[1]（期刊论文）作者.题名[文献类型标志].刊物名称，出版年，卷（期）：起止页码.
《缓解 2 型糖尿病中国专家共识》编写专家委员会 . 缓解 2 型糖尿病中国专家共识［J］. 中国全科医学，
2021，24（32）：4037-4048.
Committee of Consensus of Chinese Experts on the Remission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Consensus
of Chinese experts on the remission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J］. Chinese General Practice，2021，
2021，24（32）：4037-4048.
[2]（图书）作者.书名[文献类型标志].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起止页码.
例：初景利, 邵正荣. 图书馆知识服务战略研究[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36-48.
[3]（报纸）作者.题名[文献类型标志].报纸名，年-月-日（版次）.
例：都文. 开放获取：学术出版新浪潮[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1-11（2）.
[4]（学位论文）作者.题名[文献类型标志].保存地:保存者，年份.
例：周金娉. 开放存取期刊学术影响力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3.
[5]（论文集）作者.题名[文献类型标志]//编者.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例：宋晓舒，程东明.传统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C]//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论文选.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1-2.
[6]（网上文献）作者.题名[文献类型标志].（发布日期）[检索日期].网址.
例 ： Hopkinson A. UNIMARC and metadata: Dublin Core [EB/OL]. （ 2010-01-20 ） [2012-12-08]. http://
www.ills.org/IV/ifla64/138-161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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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XXXXX 项目“XXXXXXXXXX”（项目编号：XXXXX）。
1. 邮编 省市，作者单位（具体到科室）
2. 邮编 省市，作者单位（具体到科室）
*
通信作者：作者姓名，职务，职称；E-mail:*************
【摘要】要求为指示性摘要，字数控制在 300 字左右。摘要应包括以下三个层次：1.研究背景（一两句话即可）；2.
文章内容概括；3.作者的见解/通过本综述得出的结论。切忌把引言中的内容写入摘要。
具体形式：首先采用一两句话介绍研究背景；其次对文章内容的概括主要以“介绍(了)……”，“叙述(了) ，评述(了)，简述
(了)……”，“回顾(了)……”，“归纳(了)……”，“总结(了)……”，“分析(了)……”等句式指示论文主题所涉及的各分论题及
其内容范围；最后作者的见解/通过本综述得出的结论部分主要以“指出……”，“得出……”，“提出……”，“认为……”，“分
析表明……”等句式来表达，包括学术观点、发展方向预测以及建设性意见或建议等。

【关键词】 *****；*****；*****（3~8 个，分隔号分开，选词应有代表性，是本文反映的研究热点、创新点、核心，
可检参考 MeSH 主题词表）
Tit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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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sponding authors：英文作者姓名，职务，职称；E-mail:*************

*

【Abstract】对照中文翻译润色

【Key words】*****；*****；*****（与中文关键词对应）
（正文：宋体，5号字，行间距：单倍行距，页边距：左右上下1.27 cm；正文5 000~8 000 字为宜）
前言
以300~500字介绍论文的写作背景和目的，简要复习相关领域内前人所做的工作和研究的概况，说明本研究与
前人工作的关系，目前研究的热点、存在的问题及作者工作的意义，引出本文的主题及先进性，给读者以引导。注
意引用权威文献。
正文撰写要点：
1. 阐述文献检索策略（重点查看）。
2. 搜集文献应尽量全面、系统。掌握全面、大量的文献资料是写好综述的前提。

3. 引用文献应具代表性、可靠性和科学性。对搜集到的文献有所取舍，应选用代表性、可靠性和科学性较好的文献；文
献要新，以 5 年内的文献为宜。

4. 所引用的文献应是亲自读过的原著全文；不可引用由文献引用的而并未亲自阅读的文献，以免误解或曲解原意。
5. 综和述：“综”即要求对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使材料更精练明确、更有逻辑层次；
“述”即要求对综合整理后的文献进行比较专门的、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论述，要有自己的见解。
6. 逻辑要合理，层次要清。写作时思路要清，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写到什么程度，前后如何呼应，要有一个统一的构
思。

7. 文章结尾要有总结。对所阐述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重点评议，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
8. 篇幅要适宜。文献数量不超过 45 条。
9. 述评、反思、评论等需要作者在整理文献基础上分析文献，并阐述作者见解，以指导行业发展。
10. 层次划分：不宜超过 4 级标题，如：1 一级标题；1.1 二级标题；1.1.1 三级标题；1.1.1.1 四级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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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冲突声明 注明存在利益关系或冲突的审稿人姓名或机构。
其他（如志谢）
参考文献规范
本刊要求综述类论文参考文献量应≥15条，除引用方法类文献不限年限外，其余应尽量引用权威及近5年文献，
尤其是当年发表的文章进行对比分析和阐述。
（1）本刊采用中英文对照的文献格式；（2）文献作者不多于3个的，全部著录；（3）多于3个的，著录时保
留前3个，其余用“等”或“et al”代替。（4）外国作者采用姓在前、名取首字母置后的方式著录。
中文期刊文献请根据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或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查阅核实，英文期刊文献请根据美
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MEDLINE 数据库在线查阅核实后，采用本刊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在文后列出。书籍类参考文献
也请核实后列出。具体如下：
[1]（期刊论文）作者.题名[文献类型标志].刊物名称，出版年，卷（期）：起止页码.
《缓解 2 型糖尿病中国专家共识》编写专家委员会 . 缓解 2 型糖尿病中国专家共识［J］. 中国全科医学，
2021，24（32）：4037-4048.
Committee of Consensus of Chinese Experts on the Remission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Consensus
of Chinese experts on the remission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J］. Chinese General Practice，2021，
2021，24（32）：4037-4048.
[2]（图书）作者.书名[文献类型标志].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起止页码.
例：初景利, 邵正荣. 图书馆知识服务战略研究[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36-48.
[3]（报纸）作者.题名[文献类型标志].报纸名，年-月-日（版次）.
例：都文. 开放获取：学术出版新浪潮[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1-11（2）.
[4]（学位论文）作者.题名[文献类型标志].保存地:保存者，年份.
例：周金娉. 开放存取期刊学术影响力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3.
[5]（论文集）作者.题名[文献类型标志]//编者.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例：宋晓舒，程东明.传统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C]//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论文选.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1-2.
[6]（网上文献）作者.题名[文献类型标志].（发布日期）[检索日期].网址.
例 ： Hopkinson A. UNIMARC and metadata: Dublin Core [EB/OL]. （ 2010-01-20 ） [2012-12-08]. http://
www.ills.org/IV/ifla64/138-161e.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