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老年学杂志》稿约
《中国老年学杂志》(ISSN1005鄄9202,CN22鄄1241 / R)创刊于 1981 年,原名《老年医学杂志》,1983 年更名为《老年学杂志》,

1994 年更名为《中国老年学杂志》,是中国创刊较早,惟一囊括老年医学、老年生物学、老年心理学和老年社会学的老年学综合

性国家级学术期刊。
一、报道内容、刊期及栏目设置

主要刊载老年医药学(基础与临床医学研究、流行病学、药学、中西医结合诊治等)方面的最新成果,并兼顾老年社会学

(人口老化、健康老龄化、老年教育及养老服务等)、老年心理学、衰老生物学及抗衰老研究等方面的文章。 辟有述评、基础研

究、临床研究、调查研究及综述等栏目。 本刊为半月刊,每月 10、25 日出版。
欢迎下列稿件:淤未公开发表的(包括学位论文);于老年学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及中西医结合方面的新成果与新进展;

盂老年学领域的国家、省、部级基金项目论文;榆老年流行病学研究成果及数据资料;虞有关老年学的综述、讲座、专题笔谈、
会议纪要、老年临床医学经验、临床病理讨论、学术动态和会议消息等;愚我国参加国际老年学学术会议的重要论著;舆有关

国外老年学研究进展的介绍。
二、来稿要求

1摇 文稿摇 应具有科学性、实用性,论点明确,资料可靠,文字精炼,层次清楚,数据准确,并做统计学处理。 文字一般不少

于 6 000 字。 研究对象应为逸60 岁老年人,基础研究应以老年动物为实验对象,以突出老年人疾病特点。
2摇 文题摇 力求简明、醒目,反映文章主题。 除公知公用者外,尽量不用外文缩略语。 中文文题一般以 20 个汉字以内为

宜。
3摇 作者摇 作者姓名在文题下依次排列,并在姓名右上角标注单位序号、首页脚注给出第一作者及通信作者性别、出生

年、学位、技术职称、是否硕士生或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及作者通信地址、邮政编码、随时可联系上的电话、电子邮件(E. mail)
等。 在每篇文章的作者中需要确定一名能对该论文全面负责的通信作者。 通信作者应在投稿时确定,如在来稿中未特殊标

明,则视第一作者为通信作者。
4摇 基金项目摇 论文所涉及的课题,如国家、省部级等基金项目或攻关项目,应将项目及编号脚注于文题页左下方,例如: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39820229),并附基金证书复印件。 对已获奖项的论文,请附寄获奖证书复印件。
5摇 摘要摇 论著须附中、英文摘要,摘要必须包括目的、方法、结果(应给出主要数据)、结论四部分。 采用第三人称撰写。

文摘的书写要求详见国标 GB6447. 86。 英文摘要应包括文题、作者姓名(汉语拼音,姓的每个字母均大写,名字首字母大写,双
字名中间加连字符)、单位名称、所在省份、城市名、邮政编码。 英文摘要中应列出前 3 名作者的姓名。

6摇 前言摇 前言是论文的开头部分,是论文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必须包括两方面内容:淤本研究选题依据

的由来,给出既往研究的背景资料,指出尚存在的知识空白点、疑问处或争议面,并以角码形式给出最有代表性的最新文献出

处。 前言中不应只有“……(本课题)国外刚刚报道冶,“国内研究报道不多冶之类空泛无物的叙述,而要给出实际内容。 验证

性研究是大量的论文来源,其前言应给出验证的理由、验证什么或用什么新方法验证;验证性研究不应是简单地原水平重复,
也可能有新发现,得出新结论,引发新争论,使知识深化。 于针对上述给出的背景资料,或待填补空白,或待解答疑点,或待解

决争论,或待验证,强调本研究的创新点所在,前言行文要开门见山,精要简练。 更不要叙述本专业普通知识,所占篇幅较小,
通常为 300 ~ 500 字。

7摇 中国图书分类号摇 根据文章的主要内容,按照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 4 版或第 5 版)标出。
8摇 文献标识码摇 共分 5 类,以 A、B、C、D,E 标识:A鄄理论与应用研究学术论文(包括综述报告);B鄄实用性技术成果报告

(科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总结(社科) ;C鄄业务指导与技术管理性文章(包括领导讲话、特约评论等);D鄄一般动态性信息

(通讯,报道,会议活动、专访等);E鄄文件、资料(包括历史资料、统计资料、机构、人物、书刊、知识介绍等)。 不属于上述各类的

文章及文摘、简讯、补白、广告、启事等不加文献标识码。
9摇 关键词摇 论著需标引 3 ~ 5 个关键词。 请尽量使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编辑的最新版《Index Medicus》中医学主题词

表(MeSH)内所列的词。 必要时可采用习用的自由词并排列于最后。 关键词中的缩写词应按 MeSH 还原为全称,如“HBsAg冶
应标引为“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冶。 中、英文各关键词间用分号(;)分隔。 关键词第 1 个字母大写。

10摇 医学名词摇 以 1989 年及其以后由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医学名词》和相关学

科的名词为准,暂未公布者仍以人民卫生出版社编的《英汉医学词汇》为准。 中文药物名称应使用 1995 年版药典(法定药物)
或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辑的《药名词汇》(非法定药物)中的名称,英文药物名称则采用国际非专利药名,不用商品名。

11摇 图表摇 每幅图表分别按其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连续编码。 全文只有 1 幅图或表时,图或表序写作图 1 或表 1。
每幅图(表)应冠有图(表)题。 说明性的资料应置于图(表)下方注释中,以数字 1,2…表示,不可漏项,并在注释中标明图表

中使用的全部非公知公用的缩写。 采用三横线表(顶线、表头线、底线),如遇有合计或统计学处理行(如 t 值、P 值等),则在这

行上面加一条分界横线; 表内数据要求同一指标有效位数一致,一般按标准差的 1 / 3 确定有效位数。 线条图以计算机制图,
高宽比例以 5 颐7左右为宜。 大体标本照片在图内应有尺度标记。 病理照片要求注明染色方法及放大倍数。 图表中如有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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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刊者,应注明出处,并附版权所有者同意使用该图表的书面材料。
12摇 计量单位摇 执行国务院 1984 年 2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并以单位符号表示,具体使用参照中

华医学会编辑出版部编辑的《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应用》一书。 组合单位符号中表示相除的斜线多于 1 条时应采用负数

幂的形式表示,如 ng / kg / min 应采用 ng / (kg·min)的形式。 血压及人体压力计量单位恢复使用毫米汞柱(mmHg),但首次使

用时应注明mmHg与 kPa 的换算关系(1 mmHg=0郾 133 kPa)。 参量及其公差均需附单位,单位可只写 1 次,即加圆括号将数值

组合,置共同的单位符号于全部数值之后。 例如:75郾 4 ng / L依18郾 2 ng / L 可以写作(75郾 4依18郾 2) ng / L。 量的符号一律用斜体

字,如吸光度的符号为 A,“A冶为斜体字。
13摇 数字摇 执行 GB / T 158351995《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和计数、计量均用阿

拉伯数字。 小数点前或后超过 3 位数字时,每 3 位数字 1 组,组间空 1 / 4 个汉字空,数字与单位间亦空 1 / 4 个汉字空,但序数

词和年份、页数、仪表型号、标准号不分节。 百分数的范围和偏差及附带尺寸单位的数值相乘,应写成 5% ~ 95% 、50郾 2% 依
0郾 6%及 4 cm伊3 cm伊5 cm。

14摇 统计学摇 应写明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 t 检验)和统计量的具体值(如 t = 2郾 28),并尽可

能给出具体的 P 值(如 P=0郾 023); 当涉及总体参数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再给出 95%可信区间。 对于服从偏态

分的定量资料,应采用 M(Qn)方式表达,不应采用 x依s 方式表达。 对于定量资料和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

所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前者不应盲目套用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后者不应盲目套用 字2 检

验。 使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 20; 要注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比。 统计学符号按 GB3358. 82(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有关

规定书写,一律用斜体。
15摇 缩略语摇 文题中一般不使用缩略语,文中尽量少用。 必须使用时于首次出现处先叙述其全称,然后括号注出中文缩

略语或英文缩略语。
16摇 参考文献摇 按 GB7714. 87 采用顺序编码制著录,依照其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用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标出

(右上标),并排列于文末。 在表格或插图说明中引用的文献,亦应按照该表格或插图在正文中首次出现的顺序依次编码。 未

发表的内部资料不作为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中的作者,1 ~ 3 名全部列出,3 名以上只列前 3 名,后加等(et al)。 外文期刊名称

用缩写,以《Index Medicus》中的格式为准;中文期刊用全名。 每条参考文献均须著录起止页,并以实心点“郾 冶结束。 期刊类文

献文题后标注也J页,图书类文献文题后标注也M页,参考文献必须与原文核对无误。 期刊及图书类文献需按下例格式著录,不得

缺项:
1摇 李晓飞,丘少鹏,陈炜,等 郾 Raz 术式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也J页郾 临床泌尿外科杂志,2002;17(5):343鄄4郾
2摇 Kilicarslan H, Guvenal T, Ayan S, et al郾 Comparison of outcomes of three different surgical techniques performed for stress urinary

incontinence也J页郾 Int J Urol, 2003; 10(1): 126鄄30郾
3摇 叶任高 郾 内科学也M页郾 第 5 版 郾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310鄄2郾
4摇 Vagenakis AG郾 Alternations of thyroid function in non鄄thyroid illness: the " euthyroid sick" syndrome郾 In: Grossman A郾 Clinical

endocrinology也M页郾 2nd ed郾 London: Blackwell Science, 1998: 383鄄91郾
17摇 来稿需附单位推荐信摇 注明对稿件的审评意见及无学术不端、无一稿两投、不涉及保密、最终确定署名排序并无争议

等项。 如稿件有课题资助,需附上项目资料,并确定真实参与课题工作。 并授权《中国老年学杂志》将论文利用后发布到论文

数据库。
三、稿件采用与否,均由本刊编委会最后审定

本刊在收到稿件后会及时将审稿意见反馈给作者。 由编辑部退修给作者进行修改补充后,按要求修回时间将退修单与

修改稿返回编辑部。 有关稿件的一切事宜均与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联系。
四、来稿文责自负

根据《著作权法》有关规定,并结合本刊具体情况,对作者来稿将于 3 个月左右给出明确的取舍答复,作者欲投他刊,请先

与本刊联系,切勿一稿两投。 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对来稿有文字删改权,凡涉及原意的修改提请作者考虑。 修改稿件逾期 6
个月后将视为自动撤稿。

五、版面制作费用

稿件确认刊载后需按通知数额支付版面制作费,刊印彩图者需另付彩图印制工本费。 版面制作费及彩图印制费由作者

单位从课题费、科研费用或其他费用中支付。 本刊录用的稿件,均以印刷、光盘《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网络版(中国期刊

网等)同时刊发。 稿件刊登后赠当期杂志 2 册。
六、投稿方式

网址:lnx. jlsyxqks. org 或 lnx. jlsyxqks. cn
咨询电话:0431鄄88923384;E鄄mail:okgood911@ 126郾 com。

摇 摇 欢迎作者及读者来电或通过 E. mail 垂询,我刊将竭诚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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