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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体外循环杂志》 稿约

《 中国体外循环杂志》 为新闻出版总局批准的在国内

外公开发行的中文核心期刊。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主管、主办。 现为双月刊，６４ 页。 本刊有“ 专家论坛” 、“ 临
床研究” 、“ 临床经验” 、“ 基础研究” 、“ 教学训练” 、“ 技术交
流” 、“ 病例报告” 、“ 综述” 及国内外的“ 学术信息” 等栏目。
论著类稿件全文应包括中英文题名、作者姓名（ 拼音）

和工作单位（ 至科室） 、中英文摘要、中英文关键词、图或表
及参考文献，作者简介等。 研究论著类稿件需写明取材的
数目及起止时间，分组要详细说明具体分组情况，随机对
照研究需交代随机方法；经过伦理委员会批准的应注明批
准文号；统计需说明所使用的统计学工具、处理方法及标
准；统计列表中需有统计值。
１

文题

简单明了，能反映文章主题。 一般中文文题 ２２

个汉字以内为宜。 文题不宜使用中、英文缩略词语。
２

作者

论文作者的署名，在中英文文题下方排列作者

姓名（ 如作者单位有改变，在作者姓名右上角加“ １” ，“ ２”

值。 图片为原图（ ＪＰＧ 或 ＴＩＦ 格式，像素＞３００） 、对比度好，
层次清晰，图中不能有文字，需单独发送。 光镜、电镜下的
病理照片应标明放大倍数。

５

刊物及待发表文章不作文献引用，但可在正文中说明。 引
用文献请与原文核对无误。 参考文献尽可能引用近 ５ 年
内的文献。 书写格式及标点符号的要求，举例如下：
５．１

摘要

中英文摘要采用结构式分段书写，具备文摘四

要素：目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ｓ） 、结果（ Ｒｅｓｕｌｔｓ） 、结
论（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 不应出现图表，冗长的数字公式和非公
知公用的符号，使用缩略词语须有中文标注等。 论著类稿
件须有中英文摘要和 ３ ～ ８ 个关键词。 论著中文摘要宜在

作者（ 三位以内，姓名全列；三位以上，则

期刊格式

写出前三位，以后写“ ，等．” 或“ ，ｅｔ ａｌ．” ） ．文题．杂志名［ Ｊ］ ，
年份，卷（ 期） ：起 －止页． （ 外文刊名缩写参照 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
ｃｕｓ，英文书写为全称姓，缩写名） 举例如下：

［１］

［２］

黑飞龙，朱德明，侯晓彤，等．２０１６ 年中国心脏外科手术和体外循环数

据白皮书［ Ｊ］ ．中国体外循环杂志，２０１７，１５（２） ：６５－７１．

Ｃｌａｔｏｎ ＳＡ， Ｂｅｎｎｅｔ Ｋ， Ａｌｓｔｏｎ ＲＰ， ｅｔ ａｌ ．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 – ｌｕｍｅｎ ｅｎｄｏ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 ｔｕｂｅｓ ａｎｄ 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
ｂｌｏｃｋ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 Ｊ］ ．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ｒａｃ Ｖａｓｃ Ａｎｅｓｔｈ，２０１５， ２９

写。 地脚处标明作者单位的邮编、省市、工作单位和科室，
３

参考文献采用顺序编码制。 文献应在正

在文末参考文献项内按顺序及下列格式书写清楚。 内部

并在脚注中注明） ，英文采用汉语拼音，姓和名的首字母大
以及通讯作者的电子邮箱。

参考文献

文中引用处按引用顺序的数字加方括号标注于右上角，并

５．２

（４） ：９５５－９６６．

书籍格式

序号

作者姓名． 书名． 版次（ 第一版不

写） ．出版地：出版单位，出版年． 起页－止页．

［３］
［４］

６

龙村主编．体外循环学［ Ｍ］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２００４．３２４－３４９．

丁文祥． 小儿体外循环发展史［ Ｍ］ ． 见，丁文祥，苏肇伉，朱德明主编．

小儿体外循环学．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０９．１－４．

基金项目

凡有国家或省部级科研基金资助的论文，

３００ 字以内，英文摘要与中文摘要内容相对应。

请在文稿首页注明或脚注［ 基金项目］ ，本文为 ＸＸ 基金资

４．１

批件的复印件寄至本编辑部。 论文受企业或财团资助的

４

正文

医学名词

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

助项目或 ＸＸ 攻关项目（ 注明编号） ，并附基金项目证书或
项目应在文章内或后予以说明。

布的《 医学名词》 （ 科学出版社） 为准，未审定公布的仍参
照《 英汉医学词汇》 （ 人民卫生出版社） 。 中外医学名词使

７

用全称，简称在全称首次出现处加括号注明。 汉字的书写

电子版寄到编辑部，编辑部收到文稿后会通过邮箱反馈作

以最新版《 新华字典》 为准。 药物名称以最新版本《 中华

者杂志统一使用的“ 投稿介绍信并授权书” 和该稿件的编

词汇》 （ 化学工业出版社） 。 药物名称应使用其学名，可注

编辑部在未取得“ 投稿介绍信并授权书” 前不会使用该稿

４．２

的文稿，以及已用外文发表过的文稿，不属于一稿两投，但

投稿审查和处置

作者用 Ｗｏｒｄ 软件编排文稿，将稿件

人民共和国药典》 （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为准，并参照《 药名

号。 作者需完整填写此表并经所在单位审查和加盖公章。

商品名，并注明英文名。

件。 已在非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或在学术会议交流过

量和单位

执行国家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规定及

其书写规则。 计量单位以国家法定的计量单位为准；量的

必须注明。 在没有明确稿件不刊用时切勿一稿两投。 作

符号是斜体，单位符号是正体。 在一个组合单位符号中表

者文责自负，依照“ 著作权法” 有关规定本刊有删改权。 作

整个分母需加圆括号。 血压计量单位使用毫米汞柱（ ｍｍ

则说明稿件仍在审阅中。 在审阅期间，如作者欲改投他

示相除的斜线不能多于 １ 条，当分母有 ２ 个以上单位时，

者在收到本刊回执后 ３ 个月内未收到对本稿的处理通知，

Ｈｇ） 。 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旧制单位括在后面） 。

刊，请及时与本刊联系，否则按一稿两投处理。 作者的修

时应于首次出现处写出全称，并在其后的括号内注出英文

登的稿件，本刊不收取审稿费和版面费，文稿刊登后向作

４．３

缩略词语

尽量少用。 为便于阅读缩略语必要使用

全称或其缩略语，后两者间用逗号分开。
４．４

表格和插图

表和图尽量少而精，且内容不得重复。

图和（ 或） 表中的英文缩写应在注释中注明（ 正文已有的

可省略） ，每幅图和表格均应有图题和表题并用中文表示。
表格使用“ 三线表” ，统计比较的 Ｐ 值（ ｔ 值） 需标明具体数

改稿件 ２ 个月不寄还者按自动退稿处理。 对来稿和将刊
者赠送当期杂志 １ 册并致以稿酬。

９

投稿地址：北京市复兴路 ２８ 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中国体外循环杂志编辑部（ 收）
邮编：１００８５３

电话：０１０－６６９３７８１０

Ｅ－ｍａｉｌ：ｚｇｔｗｘｈｚｚ＠ 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中国体外循环杂志》 第四届编委名单

名誉总编辑

苏鸿熙

顾

（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序）

问

朱晓东

孙衍庆

胡小琴

丁文祥

王天佑

王凤林

龙

村

李功宋

李立环

孙宗全

朱德明

朱家麟

刘维永

刘迎龙

吴清玉

何国伟

张宝仁

张兆光

苏肇伉

肖明第

易定华

罗

毅

胡盛寿

徐志飞

徐志伟

徐新根

夏求明

龚庆成

董培青

解士胜

辑

高长青

执行总编辑

黑飞龙

副

王

王

王

庄

李

欣

李佳春

任崇雷

金振晓

侯晓彤

总

编

总编辑

编辑部主任
编

伟

嵘

健

任崇雷（ 兼）
（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序，外籍人员除外）

委
王

刚

军

王

红

王

亮

王加利

王连才

王春生

王辉山

邓勇志

木拉提·米吉提

叶卫华

申

翼

乔

彬

刘

刘

刘

刘晋萍

刘

刘金平

刘立明

刘宏宇

吉冰洋

李力兵

许建屏

阮秀璇

苏丕雄

肖

锋

肖颖彬

肖

肖苍松

吴

扬

吴树明

张海涛

张

张

希

张希全

张海波

张近宝

张晓明

张华军

闵

苏

谷天祥

邹承伟

陈会文

陈良万

陈婷婷

陈

陈

鑫

周成斌

周荣华

苗

杨

宇
力

苏

哲

燕

萍

斌

娟

齐

林

茹

武

婷

范全心

郑

剑

姜胜利

姜冠华

洪小杨

柏

俞世强

赵

举

赵砚丽

柳克祥

郭惠明

郭应强

郭林静

徐志云

卿恩明

梁贵友

龚志云

梅

举

章晓华

黄伟明

程兆云

韩

甄文俊

薛

魏

魏

涛

Ａｌｆｒｅｄ Ｈ．Ｓｔａｍｍｅｒｓ（ 美国）

游晓芒（ 美国）

吴明新（ 新加坡）

Ｄａｒｉｒｉｄ Ｗ．Ｈ （ 德国）

Ｄａｎｉｅｌ Ｌｏｉｓａｎｃｅ（ 法国） Ｐｅｔｔｅｒｓｓｏｎ Ｇ （ 美国）

松

来

松
翔

Ｃｏｌｌｅｅｎ Ｇｒｕｅｎｗａｌｄ（ 加拿大）

Ｓａｍｕｅｌ Ｒａｍｉｒｅｚ（ 墨西哥）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ＯＮＯＲＡＲＹ 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
ＡＤＶＩＳＥＲＳ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ｕ Ｈｏｎｇｘｉ

Ｚｈｕ Ｘｉａｏｄｏｎｇ

Ｓｕｎ Ｙａｎｑｉｎｇ

Ｈｕ Ｘｉａｏｑｉｎ

Ｄｉｎｇ Ｗｅｎｘｉ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Ｔｉａｎｙｏｕ

Ｗａｎｇ Ｆｅｎｇｌｉｎ

Ｌｏｎｇ Ｃｕｎ

Ｌｉ Ｇｏｎｇｓｏｎｇ

Ｌｉ Ｌｉｈｕａｎ

Ｓｕｎ Ｚｏｎｇｑｕａｎ

Ｚｈｕ Ｄｅｍｉｎｇ

Ｘｉａｏ Ｍｉｎｇｄｉ

Ｙｉ Ｄｉｎｇｈｕａ

Ｌｕｏ Ｙｉ

Ｈｕ Ｓｈｅｎｇｓｈｏｕ

Ｘｕ Ｚｈｉｆｅｉ

Ｘｕ Ｚｈｉｗｅｉ

Ｘｕ Ｘｉｎｇｅｎ

Ｘｉａ Ｑｉｕｍｉｎｇ

Ｚｈｕ Ｊｉａｌｉｎ

Ｌｉｕ Ｗｅｉｙｏｎｇ

Ｇｏｎｇ Ｑｉｎｇｃｈｅｎｇ Ｄｏｎｇ Ｐｅｉｑｉ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ＤＥＰＵＴＹ 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Ｌｉｕ Ｙｉｎｇｌｏｎｇ

Ｘｉｅ Ｓｈｉｓｈｅｎｇ

Ｗｕ Ｑｉｎｇｙｕ

Ｈｅ Ｇｕｏｗｅｉ

Ｚｈａｎｇ Ｂａｏｒｅｎ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ａｏｇｕａｎｇ Ｓｕ Ｚｈａｏｋａｎｇ

Ｇａｏ 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
Ｈｅｉ Ｆｅｉｌｏｎｇ

Ｒｅｎ Ｃｈｏｎｇｌｅｉ

Ｗａｎｇ Ｇ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Ｗｅｉ

Ｊｉｎ Ｚｈｅｎｘｉａｏ

Ｈｏｕ Ｘｉａｏｔ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Ｒｏｎｇ

Ｚｈｕａｎｇ Ｊｉａｎ

Ｌｉ Ｘｉｎ

Ｌｉ Ｊｉａｃｈｕｎ

Ｗａｎｇ Ｊｕｎ

Ｗａｎｇ Ｈ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Ｌｉ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ｌｉ

Ｗａｎｇ Ｌｉａｎｃａｉ

Ｗａｎｇ Ｃｈｕｎｓｈｅｎｇ Ｗａｎｇ Ｈｕｉｓｈａｎ

Ｌｉｕ Ｂｉｎ

Ｌｉｕ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Ｌｉｕ Ｌｉｍｉｎｇ

Ｌｉｕ Ｈｏｎｇｙｕ

Ｊｉ Ｂｉｎｇｙａｎｇ

Ｌｉ Ｌｉｂｉｎｇ

Ｍｕｌａｔｉ·Ｍｉｊｉｔｉ
Ｓｕ Ｐｉｘｉ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Ｌｉ

Ｇｕ Ｔｉａｎｘｉ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Ｒｏｎｇｈｕａ

Ｊｉａｎｇ Ｇｕａｎｈｕａ

Ｇｕｏ Ｙｉｎｇｑｉａｎｇ

Ｙｅ Ｗｅｉｈｕａ
Ｘｉａｏ Ｆ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Ｘｉ

Ｚｏｕ Ｃｈｅｎｇｗｅｉ
Ｍｉａｏ Ｑｉ

Ｈｏｎｇ Ｘｉａｏｙａｎｇ
Ｇｕｏ Ｌｉｎｊｉｎｇ

Ｓｈｅｎ Ｙｉ

Ｘｉａｏ Ｙｉｎｇｂ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ｑｕａｎ
Ｃｈｅｎ Ｈｕｉｗｅｎ
Ｌｉｎ Ｒｕ

Ｂａｉ Ｓｏｎｇ

Ｘｕ Ｚｈｉｙｕｎ

Ｈｕａｎｇ Ｗｅｉｍｉ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Ｚｈａｏｙｕｎ Ｈａｎ Ｔａｏ
Ｙｏｕ Ｘｉａｏｍａｎｇ（ Ｕ．Ｓ．Ａ）

Ｄａｉｒｉｄ Ｗ．Ｈ （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Ｑｉａｏ Ｂｉｎ

Ｘｉａｏ Ｊｕ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ｂｏ

Ｃｈｅｎ Ｌｉａｎｇｗａｎ
Ｗｕ Ｔｉｎｇ

Ｙｕ Ｓｈｉｑｉａｎｇ

Ｑｉｎｇ Ｅｎｍｉｎｇ

Ｚｈｅｎ Ｗｅｎｊｕｎ

Ｗｕ Ｍｉｎｇｘ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Ｄａｎｉｅｌ Ｌｏｉｓａｎｃｅ（ Ｆｒａｎｃｅ）

Ｌｉｕ Ｙｕ

Ｘｉａｏ Ｃａｎｇｓ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ｂａｏ

Ｃｈｅｎ Ｔｉｎｇｔｉｎｇ
Ｆａｎ Ｑｕａｎｘｉｎ
Ｚｈａｏ Ｊｕ

Ｌｉａｎｇ Ｇｕｉｙｏｕ
Ｘｕｅ Ｓｏｎｇ

Ｒｅｎ Ｃｈｏｎｇｌｅｉ

Ｄｅｎｇ Ｙｏｎｇｚｈｉ

Ｌｉｕ Ｓｕ

Ｌｉｕ Ｙａｎ

Ｌｉｕ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Ｗｕ Ｙａｎｇ

Ｗｕ Ｓｈｕｍ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ｔａｏ

Ｘｕ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Ｈｕａｊｕｎ

Ｒｕａｎ Ｘｉｕｘｕａｎ
Ｍｉｎ Ｓｕ

Ｃｈｅｎ Ｐ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Ｘｉｎ

Ｚｈｏｕ Ｃｈｅｎｇｂｉｎ

Ｚｈａｏ Ｙａｎｌｉ

Ｌｉｕ Ｋｅｘｉａｎｇ

Ｇｕｏ Ｈｕｉｍｉｎｇ

Ｚｈｅｎｇ Ｚｈｅ

Ｇｏｎｇ Ｚｈｉｙｕｎ
Ｗｅｉ Ｌａｉ

Ａｌｆｒｅｄ Ｈ．Ｓｔａｍｍｅｒｓ（ Ｕ．Ｓ．Ａ）
Ｐｅｔｔｅｒｓｓｏｎ Ｇ（ Ｕ．Ｓ．Ａ）

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
Ｍｅｉ Ｊｕ

Ｗｅｉ Ｘｉ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ｌｉ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ｈｕａ

Ｃｏｌｌｅｅｎ Ｇｒｕｅｎｗａｌｄ（ Ｃａｎａｄａ）
Ｓａｍｕｅｌ Ｒａｍｉｒｅｚ（ Ｍｅｘｉｃｏ）

苏鸿熙教授精神永存
我国著名的心胸外科专家、心脏外科
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共产党的优秀
党员，解放军总医院原心血管外科主任、主
任医师、教授苏鸿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５ 时 １５ 分在北京逝
世，享年 １０３ 岁。
苏鸿熙 １９４３ 年毕业于国立南京中央
大学医学院医科，授予学士学位。 １９４９ 年
赴美芝加哥西北大学附属医院及依里诺依
大学研究医院进修麻醉、外科、胸外科、心
血管外科。 １９５７ 年春回国后任解放军第四
军医大学附属医院胸外科主任、副教授、教授，１９７２ 年调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进修学院工作，
先后任胸外科、心脏外科主任、教授。
苏鸿熙同志是我国心脏外科学先驱者之一，对我国心脏外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１９５７ 年，苏鸿熙同志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克服美国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利用在美工作期间的
全部积蓄，购置了人工心肺机和有关设备，携夫人毅然回国。 他为了躲过美国移民局的刁难，
先取道欧洲经法国、捷克、苏联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苏鸿熙回国后，于当年 ５ 月在国内首次应
用人工心肺机进行体外循环动物实验，１９５８ 年 ６ 月在中国完成了首例体外循环下先天性室间
隔缺损修补术。 为此，苏鸿熙荣立一等功，其所带领的体外循环研究组荣立集体二等功，国家
卫生部专门予以表彰。 此后，苏鸿熙教授对心内直视手术的心肌保护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逐渐形成了系列防治方法，提出了人工心肺机的结构要求和体外循环前、中、后钾代谢规律及
分段补钾方法。 苏鸿熙先后主编了《 现代多发伤治疗学》 与《 重症监护学》 。 在学会工作期间，
先后组织了三次大型国际胸心血管外科学术会议，进行了广泛学术交流，既学到了国外先进经
验，又打开了国际交流渠道，为中青年专家出国学习架好了桥梁，先后被中国当代名人录、英国
剑桥和美国传记中心纳入其传记，并获得《 卓越贡献证书》 。 他曾是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
学会第一、第二届主任委员、《 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 主编、《 中国体外循环杂志》 荣誉总编
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科学委员会委员、北京丰台胸心血管外科研究所所长、陕西省政协第
四届委员会委员及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
苏鸿熙一生对党追随，初心不改。 他在当年回国后就向党组织递交过入党申请书，由于妻
子的美籍身份，一直接受着党组织的考验。 党中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给
苏鸿熙带来极大鼓舞。 ２０１２ 年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党组织批准，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９９ 岁高
龄的苏鸿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坐在轮椅上，用左手托起脑中风后遗症的右臂面对党
旗庄严宣誓。 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入党时年龄最高的共产党员。 他对党的忠诚，对祖国和
人民的热爱，对医学事业永无止境的执著追求，是令人景仰和学习的光辉典范。 他用一个世纪
的忠诚，谱写了铁心向党、大医大德、大师大美的精神风骨，将永远激励后人为祖国医疗卫生事
业的发展，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接续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