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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 [chen gang1]: 文题应简明确切，
反映论文主题（一般不宜超过 20 个

标题（居中，宋体，二号）
作者 1，作者 2，……（居中，楷体，五号）
作者单位（居中，宋体，小五）
摘要：（顶格，宋体，小五）
关键词：（3~5 个关键词并用分号隔开，顶格，宋体，小五）
中文示例：

汉字，英文不超过 10～12 个实词）
；
2.应提供最大信息量，要素全（包含
研究因素、研究对象及效应）
；3.尽
量少用缩略语、外文、副标题和标点
符号等。
批注 [chen gang2]: 1.多名作者的署

************调查

名之间用逗号“，”隔开，作者单位

张三 1，李四 2，王五 1

不同时，应在作者姓名右上角标注不

1.XXX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 杭州 311400；2.XX 医院

同的阿拉伯数字序号，在作者名下依

英文示例：

序号分述其单位名称，不同单位间用

The effects of smoking on blood glucose level among male patients with

分号“；”隔开；2.第一作者单位应
注明全称（到科室）
，并注明作者单
位所在的省、市及邮政编码；3.在首

type 2 diabetes（标题）

页脚注处标注作者简介与通信作者

Su Jing, SHENG Hong-yan, Gu Shu-jun（作者）

信息。

Th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Zhejiang, 310051, China（单位）
摘要

批注 [d3]: 若有多名作者单位，只署
第一作者单位，并在相应作者姓名右

引言部分：
（首行缩进 2 个字符，宋体，五号）
1 材料与方法（实验研究）
OR 对象与方法（调查研究）
OR 资料与方法（资料分析）（顶格，黑体，五号）
1.1 材料/对象/资料来源（顶格，楷体，五号） XXX（宋体，五号）
1.2 方法（指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分析过程）

侧上标*号，在单位左侧上标*号
批注 [chen gang4]: 1.一般采用结构
式摘要，字数在 300 字左右；2.摘要
（Abstract）包括“目的
（Objective）”“方法（Methods）”
“结果（Results）”和“结论

1.X 统计分析（指采用的统计方法）
……
2 结 果（顶格，黑体，五号，两字之间空一个字符）
2.1 XX（顶格，楷体，五号） XX（宋体，五号）
2.2 XX
……
表 1/图 1（黑体，小五） XXX（宋体，小五）
①表格必须是三线表，表的标题在表上方，整个表格在文字表述之后，表中文字均为六号宋
体；
表1
项目/因素

A组

XXX
B组

年龄（岁）
20~

……

........

（Conclusion）”四部分。
批注 [chen gang5]: 1.分析所采用的
软件；2.如有多种资料类型，如有计
数资料和计量资料需说明；3.说明资
料统计分析的主要方法；4.说明检验
水准。
批注 [xwl6]: 除特殊取值要求外，其
他数据均保留 2 位小数，统计量、p
值保留 3 位
批注 [xwl7]: 合计或统计量如卡方值
等
批注 [xwl8]: p 值

40~（首行缩进 1 字符）
60~

批注 [J9]: 某一横标目如果有分组，则
首行缩进 1 字符或 2 空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金项目：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没有就删掉此项
作者简介：姓名，学历，职称，主要从事。。。工作
通信作者：姓名，E-mail：

身高（cm）
……
总计/统计量/P 值
注：（首行缩进

2 字符，宋体，六号）
（如果没有注明可不写）
表 2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样表

变量

参照组

β

Sx

Wald2 值

P值

OR 值

95%CI

40～

XXX

XXX

XXX

XXX

XXX

1.111～3.333

年龄（岁）
0～
20～
常量
表 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样表
变量

β

Sx

XXX

XXX

β’

t值

P值

XXX

XXX

年龄（岁）
0～
20～
常量
②本刊黑白印刷，所以图片须作者自行调成黑白灰色调，要求色差明显、图例图注字迹清晰，
有英文的请翻译为中文，图的标题在图的下方，横、纵轴代表什么要注明，图片在文字表述
之后；
3 讨 论（顶格，黑体，五号，两字之间空一个字符）
XXX（首行缩进 2 字符，宋体，五号）
XXX（首行缩进 2 字符，宋体，五号）
参考文献（顶格，黑体，小五）
[1]前三名作者，等. 所引文献标题[J].期刊名称，发表年份，卷号（期号）
：页码范围.（顶格，
宋体，六号）
示例一（中文）
：
[1]马力, 张鹏, 朱佳贤,等. 2009—2014 年湖州市急性农药中毒死亡危险因素分析[J]. 浙江预防医学, 2016, 28(6):623-625.

示例二（英文）
：
[1] CHEN W, ZHENG R, BAADE P D, et al. Cancer statistics in China, 2015[J]. 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 2016, 66(2):
115-132.

批注 [chen gang10]: 1.应围绕研究结
果作出解释和推断，突出重点；2.描
述应客观，忌口语化；3.可结合该领
域相关文献展开分析；4.推论需符合
逻辑，避免出现证据不足的观点和结
论；5.总结本研究的意义、应用价值、
创新性或有待进一步改进之处等。
批注 [xwl11]: 请严格按照 GB/T
7714-2015 格式著录参考文献，引用
近 3-5 年的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