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防医学》杂志稿约

《预防医学》杂志 1989 年 9 月创刊，月刊，国

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3-
1400/R，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2096-5087）。

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主管，浙江省预防医学会主办，

《预防医学》编辑部编辑出版。是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源期刊、中华预

防医学会系列杂志。被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医

学索引（WPRIM）、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学术

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

等收录。

1 办刊宗旨

贯彻预防为主，依靠科技进步，推进三级预防，

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关注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学

术发展前沿，服务预防医学领域专业人员科研成果和

信息交流。

2 刊登内容及征稿范围

报道预防医学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

和新发现。主要栏目有述评、论著、综述、疾病控

制、疾病监测、妇幼保健、健康教育、卫生管理、

实验技术等。

3 稿件要求

稿件内容新颖、论点明确、资料可靠、数据准

确、写作规范。所报道的科研成果应具有创新性、科

学性和学术性。

3.1 文字 要求表达准确，简洁通顺。专业术语应

使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且全

文统一。篇幅在 6 000～8 000 字为宜。

3.2 文题 研究对象、研究因素、效应指标明确，

能反映文章主题。尽量避免使用缩略词、字符和公式

等。中文文题不宜超过 20 个汉字。英文文题应与中

文文题内容一致，不宜超过 10～12 个实词。

3.3 作者署名 按照在研究工作和论文撰写中的实

际贡献大小排列，投稿后一般不可更改；如要改动须

重新提交《版权转让协议》。作者单位应著录全称

（到科室），以及所在省、市及邮政编码。多个作者不

同单位时，在相应作者姓名右上角加注阿拉伯数字序

号，在作者名下按序分述其单位名称。稿件首页页脚

应著录第一作者简介（包括姓名、学历、职称及主要

从事工作）和通信作者（姓名及 E-mail）。作者署名

及单位的英文著录应与中文保持一致，并在邮政编码

后加注“China”。
3.4 中英文摘要 应包括目的 （Objective）、方法

（Methods）、结果（Results）和结论（Conclusion）四

部分。摘要应具有独立性，从第三人称角度撰写，不

加评论和解释。英文摘要应与中文摘要内容一致，句

式简洁，语法正确，标点符号采用半角状态，英文缩

写词第一次出现时须写出全称。

3.5 关键词 需著录 3～8 个关键词，从《医学主

题词表（Me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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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以分号隔开，英文关键词需与中文一致。

3.6 图表 应具有自明性，内容不应与正文文字内

容重复。图表中的量、单位、符号、缩略语等须与正

文一致。一般使用三线表（即顶线、表头线、底线），

如有合计或统计学结果行，在此行上面须加一条分界

横线。插图须图像清晰，反差适中。表（图）题、行

列名称须附英文对照。

3.7 数字 执行 GB/T 15835—2011《出版物上数字

用法》。以下情况必须使用阿拉伯数字：（1）表示公

元、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时，如 20 世纪

60 年代，1998-02-10T18-06-05 （1998 年 2 月 10
日 18 时 6 分 5 秒）。1997 年不能写成“97 年”，

“1990－1998 年”也不能写成“1990～98 年。（2）
计数及数据表示，如 500 余人次， 31.6 mol / L，
92.5%，1∶6 等。（3）表示型号、编号、序号及标准

代号等。（4）已经定型的含阿拉伯数字的词语，如

5G 手机，G8 峰会，97 号汽油等。以下情况必须使

用汉字数字：（1）固定词语中数字，如二氧化硅，十

二指肠，星期四，“九五”项目，第一作者等。（2）
相邻二个数字连用（中间不加顿号）表示概数时，如

三四十米、四五十万元，几十万分之一等。

3.8 量和单位 应严格执行 GB 3100～3102.1～13—
1993《量和单位》中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规定及其

书写规则，可参照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4 年出版的

《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应用》第 3 版。量的符号

通常是单个拉丁字母或希腊字母，用斜体排印（pH
例外），符号后不加缩写点。表示物理量的符号作下

标时也应用斜体排。单位符号用正体排印，无复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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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符号后不加缩写点。来源于人名单位符号的首字

母应大写，例如 Pa、Gy 等。“升”单位符号用大写

“L”，例如：mg/L。其他单位符号均为小写。

3.9 统计描述 统计学符号按照 GB/T 3358.1～3—
1993 《统计学术语》有关规定。采用均数±标准差

（x±s）描述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中位数和四

分位数间距［M（QR）］描述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

用相对数描述定性资料时，分母不宜小于 20。应写

明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统计量的具体值。

3.10 参考文献 按 GB/T 7714—2015《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采用顺序编码制著录，在正文引

用文献处按全文引用文献顺序用阿拉伯数字加［］在

文中右上角标出。参考文献的作者 1～3 名全部列

出，3 名以上只列前 3 名，后加“等”。中文文献需

提供英文对照。示例如下：
［1］ 贾成静，沈郁，苏丹婷，等 . 浙江省居民膳食烟酸摄入量与代谢

综合征的关联研究［J］ . 预防医学，2021，33（10）：973-976.
JIA C J，SHEN Y，SU D T，et al. Association of dietary niacin
intake with metabolic syndromeamong adults in Zhejiang Province
［J］ . Prev Med，2021，33（10）：973-976.

［2］ ABBASI A，MIREKHTIARY F.Heavy metals and natural radioac⁃
tivity concentration in sediments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coast ［J/
OL］ . Mar Pollut Bull， 2020， 154 （2020-05-11）［2021-11-
18］ . https://www. sciencedirect. com / science / article / abs / pii /
S0025326X20301594? via% 3Dihub. DOI： 10.1016 / j. marpol⁃
bul.2020.111041.

［3］ 刘维屏 . 农药环境化学［M］ .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97.
LIU W P. Pesticide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M］ . Beijing：
Chemical Industrial Press，2006：97.

［4］ 曹宇 . 传染病动力学模型研究［D］ . 沈阳：东北大学，2014.
CAO Y. Research on infectious diseases modeling ［D］ .
Shenyang：Northeast University，2014.

3.11 伦理学问题 研究须遵循医学伦理基本原则。

涉及人的研究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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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订的伦理学标准，并提供该委员会的批准文件（批

准文号著录于论文中）及受试对象或其亲属的知情同

意书。涉及动物的研究应遵循以减少 （reduction）、

替代 （replacement）、优化 （refinement） 为核心的

“3R”原则，需注明喂养符合相关标准和程序、实验

过程符合相关保护法。

3.12 基金项目 在首页页脚注明基金项目名称（按

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正式名称填写），并在括号内注

明项目编号；多项基金应依次列出，以分号隔开。示

例如下：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 （30800399）；科技部公益重大专项

（2002D2A40022，2003DIA6N008）

4 投稿流程

登录《预防医学》杂志官网（www.zjyfyxzz.com）
在线投稿。确认收稿后，须及时提交《投稿论文无学

术不端承诺书》、《版权转让协议》（可在官网首页下

载）、医学伦理知情同意书、基金项目证明复印件

（如果研究有基金项目支持），支付稿件处理费 50
元。审稿周期为 1～3 个月，稿件经“三审”录用后

适当收取版面费。稿件刊出后酌致稿酬（所付稿酬含

本刊以其他形式出版的稿酬），赠送样刊 2 册。

5 其他注意事项

5.1 来稿一律文责自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

作权法》有关规定，本刊有权对来稿作文字修改、删

节。来稿一经接受，本刊对稿件的部分或全文具有但

不限于以下专有使用权：汇编权、发行权、复制权、

翻译权、网络出版及信息传播权；许可国内外文献检

索系统和网络、数据库系统检索和收录；允许或通过

各种介质、媒体以及其他语言文字出版和使用的权

利；以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或以后出台的法律

规定的方式使用。

5.2 稿件处理费、版面费逾期不缴，修改稿逾期不

修回，需说明理由，否则视为自动撤稿。作者如欲投

他刊，请先与本刊编辑部联系，否则视为一稿多投，

作退稿处理。

5.3 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 3399
号 《预防医学》 编辑部，邮编：310051；电话：

0571-87115497，E-mail：zjyfyx@cdc.zj.cn。
6 撤稿流程

本刊已刊出论文如查实存在抄袭、剽窃、一稿多

投、违反伦理学规范等学术不端行为，由编辑部拟定

撤稿声明，在本刊纸质版和官网发布，并立即撤稿。

被撤稿论文的所有部分（摘要、全文等）和所有版本

均标注“撤销”。在保证撤稿声明内容完整、清晰的

基础上，将与所有作者就撤稿声明的内容达成一致，

以保证各方利益；如无法就撤稿声明的内容与作者达

成一致时，但已有充足证据表明必须撤稿，本刊将会

尽快刊出撤稿声明并拥有最终决定权。

《预防医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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