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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安全与质控》稿件写作要求
【正文】 引言、正文、结论
0 引言

要科学准确的陈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国内
外公开发行的麻醉学专业学术
期刊，专业领域包括：述评、专

行分级标题分段将内容阐述清

果(Results)、结论(Conclusion)”

楚（如 2.1、2.2、2.3 等以次分级）
。

述问题和评价他人的研究成果，

四段式结构写成报道性（信息

简明扼要介绍课题研究的理论

性）文摘，以 200~300 字为宜，

以正文中的试验或考察中得到

意义和实践意义。

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中英文数

的现象、数据和阐述分析作为依

据一致。

据，由此完整、准确、简洁地指

和方法进行全面的阐述和论证，

【关键词】 列出 3~8 个。

出有何不同。如：由对研究对象

对研究过程中所获取的资料进

【正文】 引言、临床资料和方

进行考察或实验得到的结果所

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分析，通过

法/材料和方法、结果、讨论。

揭示的原理及其普遍性；研究中

1 正文 必须对研究的内容

《麻醉安全与质控》是经国

(Objective)、方法(Methods)、结

3 讨论

讨论（结论）应该

图表、统计结果及文献资料，或

0 引言 临床研究：应引用权

有无发现例外或本论文尚难以

以纵向的发展过程，或横向类别

威的疾病概念，叙述其研究现状

解释和解决的问题； 与先前已

分析提出论点、分析论据，进行

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

经发表过的（包括他人或著者自

论证。

的方法及本研究的创新点。基础

己）研究工作的异同；本论文在

总结全文，指出解

研究：应简要说明研究工作的目

理论上与实用上的意义与价值；

家论坛、临床研究（临床麻醉、

2 结论

决了哪些问题、还有哪些没有解

的、范围、相关领域的前人工作

对进一步深入研究本课题的建

围术期医学、重症医疗、疼痛诊

决? 今后研究的展望；对教育教

和知识空白、理论基础和分析、

议等。

疗与研究、麻醉并发症、麻醉护

学实践的建议等。

研究设想和方法、预期结果和意

【参考文献】完整注明出处，引

理）、基础研究（麻醉和神经科

【参考文献】 完整注明出处,引用

义等。

用较新文献（70%为近 3 年内），

学等领域）、质量管理与提升、

较新文献 20 条左右。

病例解析、不良事件及警讯事

1 资料和方法/材料和方法

件、继续教育（麻醉规范及指南

研究性文章基本要求

进行简要介绍（研究对象，病例

解读）、知识更新（国内外质控

（临床研究、基础研究）

来源时间、地点，分组方法，各

新方法等）、综述等。稿件类型
写作要求如下：

专家述评文章基本要求

引用文献 20 条左右。

临床研究：资料和方法应对病例

研究性论文要具有新的科

质量管理与提升文章基本要求
以研究和交流 麻醉安全与

组例数、性别、年龄（平均年龄）
、

质量保障的新方法。包括三级质

学研究成果或创新理念、新方法

病程（平均病程）、中医分型、

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和运行、围术

等，针对某一个（些）问题、现

病情（疾病分级、疾病分类）分

期医疗服务质量和医疗效益的

象进行深入分析或应用于实际

组等），是否经医院伦理委员会

提升等。

对麻醉安全与质控研究专

工作中取得的有意义结论的文

同意，患者是否签知情同意书。

篇幅：

题的研究状况进行综合性概述、

章，架构清晰，层次分明，逻辑

基础研究：材料和方法应注明试

一般要求 4000 字左右（含

评论、展望和预测。

合理，证据客观，态度严谨并尊

剂购买地、所有仪器型号、生产

图、表和参考文献），图表不宜

篇幅：

重他人的贡献。

厂商等。资料和方法/材料和方法

太多。

篇幅：

可进行分级标题（如 1.1、1.1.1、

文章结构：

一般要求不超过 5000 字(含

1.1.2，1.2、1.2.1、1.2.2 等）将

【题名】 简明确切地反映论文

太多。

图、表和参考文献），图表不超

各部分内容阐述清楚，若有统计

中的特定内容，避免副题名，题

文章结构：

过 8 幅。

学分析的内容，应给出统计学差

目不超过 20 个汉字为宜；

【题名】 简明确切地反映论文

文章结构：

异。

【作者姓名及单位】 署名作者一

的特定内容，避免副题名，避免

【文题】 需中英文（简明确切

阿拉拍数字开头，避免非特定

地反映论文的特定内容，中文题

清楚、层次分明。图和表力求精

市、邮编须分别列出；

词，不超过 20 个汉字为宜；

目不超过 20 个汉字，英文题目

而少，文中表格应为三线表，要

【中英文摘要】 采用 “目的

【作者姓名及单位】 署名作者

不超过 10 个实词）；

有表序和表题，表题简明扼要，

(Objective)、方法(Methods)、结

一般不超过 3 人为宜，不同单位、

【作者姓名及单位】 需中英文

表中内容精炼。文中图片要求准

果 (Results) 、 结 论 (Conclusion)”

省市、邮编须分别列出；

（署名作者一般不超过 8 人为

确、清晰，具有自明性，图应有

四段式结构写成报道性（信息

【摘要】 采用一段式非结构文摘，

宜，不同单位、省市、邮编需

图题及图注、置于图下，切忌与

性）文摘，以 200~300 字为宜，

以 250 字左右为宜。

分别列出）；

表及文字表述重复（图表半栏

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中英文数

【关键词】 列出 3~8 个。

【中英文摘要 】 采用 “目的

8cm， 通栏 17cm）。结果中可进

据一致。

一般要求 3000 字左右（含
图、表和参考文献），图表不宜

2 结果

应简洁明了、条理

般不超过 8 人为宜，不同单位、省

麻醉安全与质控（Perioper Saf Qual Assur)

http://www.psqachina.com

【关键词】 列出 3~8 个。

中的特定内容，避免副题名，避

献，通过全面分析与综合深入讨

义，选择其目的和动机、应用

【正文】 引言、资料和方法、

免阿拉拍数字开头，题目不超过

论并贯穿作者自己的学术观点，

价值和实践意义。

结果（分级标题阐述内容）、结

20 个汉字为宜；

写出严谨的评论性意见，引导出

论，具体撰写要求根据论文中的

【作者姓名及单位】 署名作者

对课题今后发展的动向或趋势

特定内容采用段落式进行分级

一般不超过 8 人为宜，不同单位、

的说明。

描述。

省市、邮编须分别列出；

篇幅：

【参考文献】 完整注明出处，引用

【关键词】 列出 3~8 个。

较新文献 10 条左右。

【正文】 引言、正文、结论

1 正文

综述的段落结构

格式非常重要，可以围绕某一
专题，按年代顺序或专题本身
发展层次综述，也可以对某一

0 引言 说明研究工作的目
短篇报道文章基本要求
对 1 例或两种及以上罕见或
少见病例的病情诊断及治疗中
特殊情况或经验教训的报道性

一般要求 4000 字左右（含
图、表和参考文献），图表不宜

专题在国内外的各个方面加以
描述和比较。

太多。
2 结语 将全文进行一个

的、范围、相关领域的前人工作

文章结构：

和知识布局,理论基础和分析,研

【题名】 简明确切地反映论文

简要的概括和总结，对本综述

究设想和方法,预期结果和意义。

的特定内容，题目不超过 20 个

所涉及的专题研究中存在的问

汉字为宜；

题和未来发展动向，或提出自
己的见解或评价。

1 正文

明确疾病的诊断标

短文，也可以是前所未有的疾病

准，临床资料的分析和总结要完

【作者姓名及单位】 署名作者一

病例报告和研究，常见药物的毒

整、全面。

般不超过 3 人为宜，不同单位、省

副作用，误诊病例报告，不典型

2 结论

要求准确、完整、

市、邮编须分别列出；

3 致谢

对论文写作有过

帮助的人表示谢意，要求文字

或复杂疾病临床诊治经验等。

清晰、精练将全文进行一个简要

【摘要】 采用一段式非结构文摘，

篇幅：

的概括和总结。

以 250 字左右为宜。

【参考文献】 完整注明出处，引

【关键词】 列出 3~8 个。

【参考文献】 完整注明出处，

用较新文献 10 条左右。

【正文】 引言、正文、结语、

引用较新文献（50%～80%为

致谢

近 3 年内），引用文献 30 条

一般要求 1000 字左右（含
图、表和参考文献），图表不宜
太多。
文章结构：
【题名】 简明确切地反映论文

综述文章基本要求

0 引言

阅读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文

问题的历史、现

简洁。

左右。

状和发展动态，有关概念和定

期刊栏目文章共性要求
【基金项目】 基金资助项目的名称、编号或批准年度；
【通信作者】 姓名、电话、E-mail；
【作者简介】 姓名（出生年-），性别，祖籍，职称，学位，电话，E-mail
【参考文献】 文献必须是作者阅读过的国内外相关文献，以近 3 年较新文献为宜，必须与内容密切相关。文献人名、杂志名称参照 PubMed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格式缩写，3 位以上作者，只保留前 3 位作者，后面加“等”（中文）或“et al”(英文），文中引用文献与文后所列
文献须一一对应并与原文核对无误，并附每条文献的 DOI 号！
参考文献著录格式如下：
[1] 专著文献著录格式：
LEVINE W C. 麻省总医院临床麻醉手册 中文翻译版 [M]. 王俊科, 等译. 8 版.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2.
[2] 期刊文献著录格式：
ALI A, ALTUN D, OGUZ B H, et al. The effect of preoperative anxiety on postoperative analgesia and anesthesia recovery in patients undergoing
laparascopic cholecystectomy[J]. J Anesth, 2014, 28(2):222-227. DOI: 10.1007/s00540-013-1712-7
张惠, 徐礼鲜, 柴伟, 等. PET 分析丙泊酚对人脑葡萄糖能量代谢的影响[J]. 临床麻醉学杂志, 2005, 21(2): 76-79.
[3] 专利文献著录格式：
姜锡洲. 一种温热外敷药剂制备方案：中国，88102607[P]. 1989-07-26.
[4] 学位论文文献著录格式：
周扬, 张惠.异丙酚麻醉对小鼠脑内 GABA 能神经元激活作用的研究[D]. 西安：第四军医大学，2009.
[5] 标准文献著录格式：
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文献著录：第 4 部分

非书资料：GB/T 3792.4-2009[S].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