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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医学院学报》稿约

《贵阳医学院学报》是医药卫生类综合性学术期刊，国内外公开发行。本刊登载论著、研究简报、教学

法研究、医学方法和技术、护理学和个案报道等医药卫生类文章。

１　投稿要求

１１　来稿请附作者单位介绍信，证明稿件的真实性、未一稿两投、无署名争议。
１２　稿件请用稿纸打印或用正楷字工整书写，有照片的请附原件。请自留底稿，不收复印件。
１３　稿件应注明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的姓名、单位、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来稿若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或其它基金资助课题，请在文章首页左下角注明并附基金编号。

１４　投稿时交稿件处理费３０元。
１５　本刊对拟刊用稿件，尽早通知作者。请作者按要求改稿，并在规定时间内将修改稿及软盘交回本刊

编辑部。

１６　如超过６个月未接到通知，作者可将稿件另投他刊。

２　稿件要求

稿件应具有创新性、科学性，论点明确、资料可靠、书写规范。每篇论著一般不超过６０００字，研究简
报不超过３０００字，个案报道和护理学不超过１５００字。
２１　题名和署名　中文题名不超过２０个汉字，作者姓名列于文题下，作者单位要求写全称，后接单位所

在地名及邮政编码。论著要求有中英文题名、作者单位和作者姓名。

２２　摘要和关键词　论著要求附中、英文摘要，并要求中、英文摘要内容一致；其它各类文章（除个案报
道外）需附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不超过２５０字。中英文摘要均采用结构式，即目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ｓ）、结果（Ｒｅｓｕｌｔｓ）和结论（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各类稿件必须附３～８个中文关键词，论著还须附英
文关键词。关键词尽量选用ＭｅＳＨ词表（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Ｈｅａｄｉｎｇｓ）中的规范词。

２３　正文　正文的编号层次不宜过多，各层次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如１，１１，１１１。计量单位应严
格执行１９８４年国务院颁发的法定计量单位。图表应力求精简，凡能文字说明的尽量不用表格，文
字、表格和图三者不能重复。表格一律采用三线表，表题一般不超过１５个字，置表上方，各类文章均
要求英文表题。

２４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以近５年为主，应不少于６篇。在文中参考文献引用处请标出参考文献序号。
内部资料等未公开发表的文章不能作为引文。参考文献的书写用温哥华格式。例：

期刊析出文献　作者姓名（３名全部列出，３名以后加“等”或“ｅｔａｌ”）文题刊名，年（期）：起始页
－终止页
专著　作者姓名（与上同）书名版次出版地：出版社，年：起始页－终止页

３　特别说明

３１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本刊对采用稿件有删改权。
３２　稿件刊登后，按主办单位有关规定酌付稿酬，并赠当期学报两册。
３３　本刊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期刊网”和万方数据库，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

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将文章编入该数据库，请在来稿时声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

３４　对未刊用稿件一律不退稿。修改稿超过３个月未修回者，作自动撤稿处理。
联系电话：（０８５１）６９０８１６６
网　　址：ｈｔｔｐ／／ｇｙｙｂ．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ｅｔ．ｃｎ
Ｅｍａｉｌ地址：ｇｙｙｘｙｘｂ＠１２６．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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