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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眼科医学杂志(电子版)》稿约

摇 摇 中华眼科医学杂志(电子版)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管,中华医学会主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同仁眼科中心承办,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出版,面
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眼科专业学术电子期刊。 本刊为双月刊,以 DVD鄄ROM 光盘附导读形式出版发行;中华
眼科医学杂志(电子版)以电子期刊为特有的表现形式,图文声像并茂,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实现了传统纸质
与电子媒体的结合,除具有传统纸质期刊的特性,在形式上又具有新的突破,体现在负载内容呈现的多样
性,不仅可以传递文字信息和图形信息,还可以传递语音、视频,使期刊传播信息的功能达到新的高度。 本
刊以从事眼科临床、科研、教学、护理、医技及相关专业的医护人员、技术人员、医学生等为主要读者对象,报
道眼科学领域领先的科研成果、临床诊断治疗技术和经验,以及与眼科学密切相关的医学工程研究成果等。
本刊的办刊宗旨是:贯彻党和国家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贯彻理论与实践、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办刊方针,
反映我国眼科学临床和科研工作的重大进展,促进国内外眼科领域的学术交流。

一、主要栏目
本刊常设的主要栏目有述评、专题论坛、论著、名家手术、手术精粹、名家临检、名家讲座、图片荟萃、专

题笔谈、专题综述、成才之路、继续教育、病例报告、眼科护理、眼科快讯、专科小辞典等。
二、来稿要求
1. 请作者登录 http: / / cjom. cma-cmc. com. cn 进行投稿。 作者在第一次投稿时,需先注册后方可进行网

络投稿,注册成功后请牢记用户名和密码,以便查询稿件和再次投稿。
2. 来稿须附作者单位推荐信,注明单位的审评意见及无一稿两投、不涉及保密、署名无争议等项内容。
3. 论文所涉及的课题如取得国家或部、省级以上基金或攻关项目,应脚注于文题页左下方,如“基金项

目:基金名称(编号)冶,并附基金证书复印件。
4. 对反映重大创新成果的文章,本刊将纳入“快速通道冶尽早发表,作者来稿时须附论文创新性的书面

说明和查新报告。
5. 来稿需付稿件处理费,不足 1500 字文稿每篇 30 元,超过 1500 字文稿每篇 50 元。
6. 作者在接到本刊收稿回执后满 3 个月未收到稿件处理通知,系该稿件仍在审编中,欲另投他刊,先与

本刊编辑部联系。 切勿一稿两投,一稿两投一经证实,将立即退稿;一稿两用一经证实,本刊将刊登该文系
重复发表的声明,在中华医学会电子版系列杂志上通报,并在 2 年内拒绝该作者作为第一作者所撰写的论
文。 本刊还将就此事件向作者所在单位进行通报。

7. 来稿文责自负。 根据《著作权法》,结合本刊具体情况,编辑部可作修辞等文字修改、删节,凡涉及原意的
重大修改,需征求作者意见。 修改稿逾期 2 个月不寄回者,按自动退稿处理。 修改稿首页请注明稿件编号。

8. 来稿一经接受刊登,由作者亲笔签署论文使用授权书,专有使用权归中华医学会所有。 中华医学会有权以
电子期刊(光盘版、网络版)和纸版等方式接受刊登的论文,未经中华医学会同意,该论文的任何部分不得转载。

9. 稿件确认刊载后作者须按本刊通知付版面费。 费用可由作者单位从课题基金、科研费或其他经费中
支付。 确有困难者可申请减免。

10. 本刊现已在“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冶全文上网,被《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作者
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或以赠杂志冲抵。 免费提供作者文章引用统计分析资料。 如作
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11. 编辑部地址:100730 北京市东交民巷 1 号北京同仁医院,《中华眼科医学杂志(电子版)》编辑部
(收)。 联系电话:0086鄄10鄄58269920;联系人:周辰;Email:zhykyxzz@ 163. com。

三、撰写要求
1. 文稿应具科学性、实用性,论点明确,资料可靠,数据准确,层次清楚,文字精练,用字规范,文稿附图

量不限,提倡多附清晰图像。 疑难病例分析的文章可以图像为主,并贯穿文字说明和评析,专家视频讲座为
30 ~ 40 min。 当报道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试验时,作者应该说明其遵循的程序是否符合负责人体试验的委
员会(单位性的、地区性的或国家性的)所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并得到该委员会的批准,是否取得受试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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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同意。
2. 文题:力求简明,且能反映出文章的主题。 中文文题一般不超过 20 个汉字。
3. 作者:作者姓名在文题下依次排列,在投稿后不应再做更动;作者单位按照邮政编码、所在省市县、单

位全称、具体科室的顺序列于文题页左下方。 作者应是:(1)参与选题和设计,或参与资料的分析和解释者;
(2)起草或修改论文中主要观点或其他主要内容者;(3)能对编辑部的修改意见进行核修,在学术方面进行
答辩,并最终同意该文发表者。 以上 3 条均须具备。 作者中如有外籍作者应征得本人同意,并附证明信。

4. 摘要:论著性文章需附中、英文摘要,均为 500 字(词)以上。 摘要必须包括目的、方法、结果(列出主
要数据)、结论 4 部分,各部分冠以相应的标题。 英文摘要应包括文题、文中所有作者姓名(汉语拼音)、单位
名称、所在城市及邮政编码,其后加列国名;作者不属同一单位时,在第一作者姓名右上角加“*冶,同时在第
一作者单位名称首字母左上角加“*冶。

5. 关键词:论著需分别在中、英文摘要后标引 2 ~ 5 个中、英文关键词。 尽量使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编
辑的最新版 Index Medicus 中医学主题词表(MeSH)内所列的词。 如果无相应的词,可按下列方法处理:
(1)可选用直接相关的几个主题词进行组配;(2)可根据树状结构表选用最直接的上位主题词;(3)必要时
可采用习用的自由词并列于最后。 关键词中的缩写词应按 MeSH 表还原为全称,如“HbsAg冶应标引为“乙型
肝炎表面抗原冶。 关键词之间用“;冶分隔,每个英文关键词首字母大写。

6. 医学名词和药物名称:医学名词以 1989 年及其以后由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并公布、科
学出版社出版的《医学名词》和相关学科的名词为准,尚未公布者以人民卫生出版社编《英汉医学词汇》为
准。 中文药物名称应使用化学工业出版社 1995 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或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写
的《中国药品通用名称》中的名称,英文药物名称则采用国际非专利药名,不用商品名。

7. 缩略语:文中尽量少用。 必须使用时于首次出现处先列出其中文全称,然后括号内注出中文缩略语
或英文全称及其缩略语,后两者间用“,冶分开。

8. 计量单位:执行国务院 1984 年 2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并以单位符号表示,具
体使用参照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编写的《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应用(第 3 版)》一书。 首次出现不常用法
定计量单位时在括号内注明与旧制单位的换算关系。 量的符号一律用斜体字母,如吸光度(旧称光密度)的
符号为 A。

9. 图片:每 3 张图单独占 1 页,集中附于文后,分别按其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连续编码。 每张图片
均应有必要的图题及说明性文字置于图的下方,并在注释中标明图中使用的全部非公知公认的缩写;图中
箭头标注应有文字说明。 大体标本图片在图内应有尺度标记,病理照片要求注明特殊染色方法和高、中、低
倍数。 图片要求有良好的清晰度和对比度,采用 JPG 格式,分辨率不低于 300 像素 /英寸,并应经过剪切后充
分显示关键部分。 说明文字应简短,不应超过 50 个字,所有的图在文中相应部分应提及。

10. 手术录像:请采用 AVI 或 MPEG 格式(注:不能采用 DVD 格式),并请自行添加字幕及语音讲解。 如
有困难可交予编辑部加工,并请撰写手术简介。

11. 动态图像:分别按其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连续编码,文中应标记为“动态图伊冶。 视频资料要求
图像和声音清晰稳定,剪接顺畅,保持可能获得的最高清晰度模式,视频文件采用 AVI 格式。

12. 参考文献:按 GB7714鄄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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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序用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于右上角标出。 不要引用摘要作为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中的作者,1 ~ 3 名全部
列出,3 名以上只列前 3 名,后加“,等冶或其他与之相应的外文文字。 外文期刊名称用缩写,以 Index Med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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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参考文献按引用先后顺序(用阿拉伯
数字标出)排列于文末。 举例:
[1]摇 左明辉,尹芳,李若梅,等. 曲安奈德玻璃体注射治疗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的观察[J / CD]. 中华眼科

医学杂志,电子版,2011,3:200鄄204.
[2]摇 周立昌,郭学智. 超声医学[M]. 3 版.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808鄄810,824鄄825.
[3]摇 叶欣,费兴波,何申戌. 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肿瘤[J]. 国外医学(肿瘤学分册),2004,31:38鄄40.
[4]摇 Eriksson R,Persson HW,Dymling SO,et al. Evaluation of Doppler ultrasound for blood perfusion measurements

[J]. Ultrasound Med Biol,1991,17:445鄄452.
摇 摇 《中华眼科医学杂志(电子版)》真诚欢迎全国眼科工作者踊跃投稿,积极参与国内外眼科领域的学术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