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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药杂志"投稿须知

!!!中国新药杂志"#"#$$$ %&'()*+%,--#$ $)). %./.0&是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管%中国医药科

技出版社'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和中国药学会共同主办的药学综合性学术期刊%为我国新药研发与应用领域

的高水平学术刊物( 本刊主编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桑国卫院士%拥有 $/ 名院士和 &' 名重大新药创制专项

评审专家组成的编委会( 本刊是中国药学研究与应用的权威刊物%是自然科学核心期刊和全国中文核心期

刊%&))' 年被评为中国精品科技期刊%现已被美国化学文摘 #"1&'美国生物学文摘 #21&'荷兰医学文摘

#342567&'荷兰 -"89:- 数据库'俄罗斯!文摘杂志" #;,#,<,&等多个国内外重要检索系统收录( 刊登论文

涉及药物发现'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新药注册'新药合理应用等新药研发的各个阶段%涵盖了药理学'合成

药物化学'天然药物化学'药物分析'药剂学'生药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临床药学'药事管理等

多个学科%是中国新药年度注册信息发布的指定期刊( 本刊为半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 热忱欢迎广大从事

新药研究'评价及合理应用的相关人员惠稿和订阅(

!"投稿

为了缩短您稿件的处理周期和发表时间%投稿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投稿须知%对不符合投稿须知要求的

论文%本刊有权作退稿处理(

!=!"栏目设置及来稿篇幅"本刊设有世界新药之窗'新药述评'新药申报与审评技术'新药研发论坛'重大

新药创制专项巡礼'生物医药前沿'监管科学'综述'临床研究'实验研究'不良反应'药师与临床等栏目( 来

稿篇幅全文一般不超过 ( ))) 字%综述一般不超过 ' ))) 字(

!=#"投稿方式"本刊只接受网络投稿%请登录本刊网站#>>>=?7>@ABC=D?&%点击)在线投稿*进行相关操

作( 首次投稿须进行注册%请按登陆界面的提示要求认真填写注册信息%妥善保管用户名和密码%以备随时

查询稿件的处理阶段( 稿件一律用 EFA@ 文档格式保存后通过网络上传(

!=$"投稿登记表"作者在投稿成功并收到系统自动回复的收稿通知后%请从本刊网站下载投稿登记表%对

无一稿两投'无署名争议'论文不涉及保密等情况进行书面说明( 投稿登记表在单位盖章和作者签字后%请

以邮寄或传真的方式发送至本刊编辑部%审稿费 ') 元也请以银行汇款的方式尽快汇出%以免延误稿件处理

时间( 户名$!中国新药杂志"有限公司%开户行$中信银行北京知春路支行%账号$/$$$/$)$G(/)))).$H)( 传

真$#)$)&'&&'&&'G( 请注明稿件第一作者姓名(

!

"!中国新药杂志"官方微博"为了给作者提供更周到的服务%实现读者与作者的全面互动%投稿成功的

作者请点击 IJJK$**>7LMF=DFN*?7>@ABC关注!中国新药杂志"官方微博%随时咨询稿件处理过程中的任何问

题( !中国新药杂志"官方微博还将不定期举行杂志和礼品赠送'论文观点互动抽奖'优秀论文评选'有奖征

文等系列活动( 敬请关注(

#"稿件处理流程

本刊对所有来稿的处理严格执行)三审一定*制度(

#%!"初审!网上投稿成功并收到作者的投稿登记表后%编辑部会对稿件进行登记%以邮件形式给作者发送

收稿通知并告知作者稿号( 初审周期为 $ O& 周(

#%#"外审!通过初审的稿件即进入外审程序%将送同行专家进行审评( 作者可通过本刊网站的)作者在线

投稿*查稿*系统随时查询稿件的处理状态和专家意见%外审时间为 $ O& 个月(

#%$"定稿会!在外审专家意见返回后%编辑部将组织召开定稿会%根据外审专家意见对稿件是否录用作出

审定(

#%&"退修或退稿!定稿后不录用的稿件将给作者发送退稿通知%对于定稿后退修的稿件%作者务必按照退修

通知的要求%按时修改稿件并逐条答复专家意见%退修时限为 & 个月%逾期未修回并未作任何说明者将作退稿

处理( 论文专有使用权授权书请作者按文章署名先后顺序依次亲笔签字后%通过邮寄或传真发送至本刊编辑部(

#%'"编辑加工!依据!著作权法"有关规定%编辑部对来稿可作文字性修改和删节%涉及内容的重大修改须

征求作者同意(

#%("终审!编辑加工完成的稿件则进入终审程序%由编辑部根据投稿时间'稿件质量和具体栏目的稿件数

量安排最终发表时间(



#%)"发表!对于有国家级基金支持的论文%一经录用将优先发表+对于优秀稿件本刊将酌情减免版面费且

稿费从优( 若 . 个月未收到稿件处理情况的通知%作者欲改投他刊%必须先与本刊编辑部联系%说明情况(

文稿刊登后%酌付稿酬并赠送第一作者当期杂志 & 册(

#%*"网络版!本刊已加入中国知网#"#P,&光盘版和网络版%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支付给作者(

如果作者不同意将文稿编入该数据库请在来稿时说明(

$"论文撰写要求

来稿须提供中英文的题名'作者'单位'摘要以及关键词( 正文内容一律用 ( 号宋体%$=( 倍行距格式录

入%文中的英文字母'单词'希腊字母和阿拉伯数字一律用 <LN76#7>+FN5? 格式输入( 可登录本刊网站

>>>=?7>@ABC=D? 下载论文模板进行参考(

$=!"题名"题名一律用 0 号黑体%居中( 题名应简明具体%确切反映论文主旨( 一般不宜超过 &H 个字%避

免使用),,的观察*或),,的研究*等表述%并尽可能不用代号%不用副标题(

$=#"署名"作者署名和单位用 ( 号宋体%居中( 作者署名仅限在选定课题'制定研究方案'具体研究工作和撰

写文章等方面作出主要贡献并能就论文内容进行答辩者( 为文章提供帮助的其他人员可放在志谢栏%需标明

作者的工作单位名称'城市名'邮编等( 不同单位的作者%依次按单位顺序在署名右上角用)$%&%.,*标注( 作

者工作单位'城市名'邮编放在圆括号内( 若作者署名有变动%应有单位证明信( 署名的英文名称用汉语拼音%

姓全拼大写%名的第 $ 个字母大写%如$王二小 E1#Q3ARSL5F%欧阳青 8:T1#QUL?C( 单位英文名称用斜体(

$=$"中英文摘要"摘要均采用 ( 号字( 文稿一般要有中英文摘要%研究型论文需按)目的$,,( 方法$

,,( 结果$,,( 结论$,,(*的格式书写%中文摘要 $() O.)) 字( 英文摘要不少于 $() 个实词( 中英文

摘要对应一致( 摘要中尽量不出现公式(

$=&"中英文关键词"一般列出 ( O' 个关键词#P7V>FA@6&%关键词之间用分号隔开( 中英文关键词应一致(

$='" 脚注"如论文属基金资助项目%或国家攻关项目%或获科技成果奖%或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宣读者%请

在论文首页下方脚注中注明)-基金项目. #写明基金编号&*信息( 另外%脚注中还应提供)-作者简介.和

-通讯作者.*信息( 包括$姓名'性别'学历'职称*职务'研究方向'联系电话'3RN5LW等(

$=("正文"一般包括引言'材料'方法'结果'讨论等内容(

引言!说明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及国内外前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包括立题理论依据'方法选择'实验设

计等( 勿作文献综述%不可轻易使用)国内未见报道'国内外首创*等词句(

材料与方法!药物名称采用药物通用名%若研究中使用的是药物专有商品名%则在通用名后用圆括号给

出药物商品名( 仪器需标明生产厂家和型号( 比如$头孢唑啉#批号$)0&$RGH.)%规格$$)) NC%中国食品药

品检定研究院&+$$)) 高效液相色谱仪#配有四元泵'在线脱气机'自动进样器':;检测器和 "I7N6J5JLF? 工

作站%美国 1CLW7?J公司&(

结果与讨论!重点阐述作者自己的新发现及得出的结论与观点%应交代本试验的不足之处及存在的问

题%勿作文献综述%讨论中不要重复在结果中已叙述过的内容( 讨论中应联系试验的目的与研究结果%并可

与其他研究结果相联系( 理由充足时%可恰如其分地提出设想和建议(

$=)"图和表"文稿中的图'表应力求精简%设计正确'合理'简明易懂( 图表的题目应具有自明性%本刊暂不需

提供英文的图注'图题和表题( 图表中尽量使用中文%小 ( 号宋体%数字'英文字母或单词用小 ( 号 <LN76#7>

+FN5?( 图号'表号和题目占 $ 行%图号和表号后无标点%空 $ 格( 表格均采用三线表%表内不用标点符号( 若

表示有显著性差异或极显著性差异%在数字或曲线取值点的右上角用)5%M%D*表示%并在图注和表注中说明(

$=*"结构式#数学式和反应式"结构式'数学式和反应式采用单栏#宽 'DN&或双栏#宽 $/DN&%尽量用单栏

形式以利排版( 请尽量用 "I7NXA5>软件画反应式(

$=+"单位和量" 严格执行 Q2.$))R.$)& 有关量和单位的规定( 量的符号一般用斜体( 量值的单位一律

使用国际符号( ( NC*天按照 ( NC/@

%$

格式书写+NFW*Y按照 NFW/Y

%$

格式书写( 计量的数值一般应在

)=$ O$)) 范围内%当数值过大或过小时%应正确使用 Z%N%

!

等词头( 数字和单位间加空格(

$=!,"代号与缩写"文中可使用国际代号和缩写%例如$$ 秒 %$ 6%& 分钟 %& NL?%. 小时 %. I%0 天 %0 @(

相对标准偏差 %+-X%静脉注射 %L[%肌内注射 %LN%腹腔注射 %LK%皮下注射 %6D%灌胃 %LC%口服 %!"( 对于

非众所周知的缩写名词在论文中首次出现时%一般需给出完整中文名称%并用括号注明完整英文名称和缩



写%如$前列腺素 3

$

#KAF6J5CW5?@L? 3

$

% 9Q3

$

&%下文再出现时可使用缩写(

$=!!"药名"中文药名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 版&和 !中国药品通用名称" #化学工业出版社%

$GG/&为准( 英文药名尽量与国际通用名称一致%用国际非专利药名 #L?J7A?5JLF?5W?F?KAFKAL7J5AV?5N76%

,##&(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新药%使用批准的药名( 药名较长时可缩写%但首次出现时应予以

注明( 药名应少用代号%尽量不用商品名(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数量应不少于 $) 条%限作者亲自阅读过的近期#( 年内&主要文献%按正文中首

次出现的次序编号%在正文出现处右上角用方括号注明%如-$.%-& %..( 应引用公开发行的原著及新文献%

勿引用内部资料'译文'文摘'转载( 未发表的观察资料和个人通讯不能列入参考文献( 尽量少引用教科书(

为利于计算机处理和保证数据库准确检索与统计的原则%须用文献类型标识标注参考文献的类型( 电

子文献被引用时需在参考文献类型标识中同时标明其载体类型-文献类型标识*载体类型标识.( 常见参考

文献类型标识及示例如下$

文献类型 专著 论文集 报纸文章 期刊文章 学位论文 报告 标准 专利

标识 4 " # \ X + - 9

$期刊中析出的文献%! 作者=文题 -文献类型标识.=刊名% 年% 卷#期&$ 起页 %止页=若引用文献来

自增刊%卷号后括号内注)增刊*或)-BKKW*%起止页前加大写 -(

例!杨林% 王金万% 孙燕% 等=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T]%$H&,期临床研究 -\.=中国新药杂志%

&))0% $.#H&$ (0' %((.=

例!X,#QQ-% \,#QEX% Y,\<% #$%&=X7[7WFKN7?JF̂DWL?LD5WKI5AN5DFWFCVL? JI797FKW706+7KBMWLDF̂

"IL?5-\.='($)*&+( ,-%./%0"&1-#.1"2+0"&% $G'(% &.#-BKKW$&$ -&G %-.$=

$专著%!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 -文献类型标识.=其他责任者=版本项=出版地$出版者%出

版年$引文页码 -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

例!上海医科大学实用内科学编辑委员会=实用内科学 -4.

"

蔡遒绳% 范维虎=高血压病和症状性高

血压=上册=第 G 版=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GG.$ $$HG %$$'G=

例!陈新谦%金有豫=新编药物学 -4.=第 $0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H0 %$H'=

$专著#论文集#会议录#报纸中析出的文献%!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 -文献类型标志.=

析出文献其他责任者
"

专著主要责任者=专著题名$其他题名信息=版本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

献的页码 -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

例!程根伟=$GG' 年长江洪水的成果与减灾对策 -4.

"

许厚泽% 赵其国=长江流域洪涝灾害与科技对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GGG$ .& %.H=

例!中国药学会抗生素专业委员会=第十届全国抗生素学术会议论文集 -".=石家庄$ -出版者不

详.% &))(=

例!张泰昌=泰胃美治疗十二指肠球溃疡并出血的体会 -#.=医药信息论坛%$GG& %$& %).#$$&=

例!Y,_Q=45NN5W6JB@VL? "IL?5-#.=*-+(% 3%+&4%$GG' %)' %&H#(&=

$专利文献%!专利申请者或所有者=专利题名$专利国别%专利号 -文献类型标志.=公告日期或公开日

期 -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

例!姜锡洲=一种温热外敷药制备方法$中国%''$)(H)/=. -9.=$G'G %)/ %&H=

例!<1YY3T\\%2+8E#X\%"1+3+\-%#$%&=-BM6JLJBJ7@ L6FS5̀FW76̂FAJI7JA75JN7?JF̂L? Ŵ5NN5JLF?$ :-%

(H..&/& -9.=$GG/ %)( %&/=

$电子文献%!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志*文献载体标志.=出版地$出版者%出版

年#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

例!91"- Y=<I7KBMWLD5DD766DFNKBJ7A6V6J7N6̂FABN-32*8Y.=]FB6JF?% <7S$ :?L[7A6LJVF̂]FB6JF? YLR

MA5AL76% $G'G -$GG( %)( %$/.=IJJK$

"

L? F̂=WLM=BI=7@B*K5D6W=IJNW=

!中国新药杂志"#&)$. 年 $ 月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