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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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 年《 中国体外循环杂志》 优秀论文获奖名单
为促进体外循环及相关专业的发展，促进优秀科研成果的发表，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循环分会与《 中国体外循环

杂志》 编辑部决定自 ２０１８ 年开始每年开展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对前一年刊登在《 中国体外循环杂志》 的所有论著进行评选并
给予一定奖励，评选结果将刊登在当年的《 中国体外循环杂志》 上。 ２０１７ 年获奖名单如下（ 按票数排名） ：

于新迪：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２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５ 年中国儿童医院心脏手术的开展情况．中国体外循环杂志，２０１７，１５（１） ：１－４．

赵聪聪：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应用心脑联合灌注策略改善复杂主动脉畸形患儿术后早期预后的临床研究．中国体外循环杂志，２０１７，１５（１）：１３－１７．

张晓阳：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调节性 Ｔ 细胞和辅助性 Ｔ 细胞与体外循环后肺损伤相关性的研究．中国体外循环杂志，２０１７，１５（２） ：８１－８５．

刘

畅：江苏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王

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深低温停循环选择性脑灌注最小安全流量的临床研究．中国体外循环杂志，２０１７，１５（４） ：２０４－２０７．
体外生命支持专业团队单中心学习曲线和短期结果分析．中国体外循环杂志，２０１７，１５（４） ：２２８－２３１．

孟保英：深圳市儿童医院

五种心脏停搏液对未成熟心肌保护效果分析．中国体外循环杂志，２０１７，１５（３） ：１２９－１３２．

张

慧：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

宇：沈阳军区总医院

联合瓣膜置换术后急性肾损伤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研究．中国体外循环杂志，２０１７，１５（３） ：１４８－１５２．
便携式体外生命支持系统离体和在体实验研究．中国体外循环杂志，２０１７，１５（１） ：３８－４１．

丁艳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术前呼气阻力训练对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围术期肺功能的影响．中国体外循环杂志，２０１７，１５（２）：９６－９９．

程

周：广东省中山市人民医院

体外膜肺氧合治疗难治性心源性休克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体外循环杂志，２０１７，１５（３） ：１５９－１６２．

２０１８ 亚洲体外循环联盟大会

暨 ２０１８ 全国体外循环学术年会圆满落幕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４ 日至 ２６ 日，由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循环分会（ ＣｈＳＥＣＣ） 主办的“ ２０１８ 亚洲体外循环联盟（ ＦＡＰＳ）

大会暨 ２０１８ 全国体外循环学术年会” 在中国上海隆重召开。 来自国内外近千名代表参加了本次大会，国外代表近百名。

ＦＡＰＳ 于 ２００７ 年在中国北京创立，ＣｈＳＥＣＣ 作为秘书处长期设立于北京。 ２０１８ 年第三届 ＦＡＰＳ 大会又回到发源地中国，同

时又恰逢中国首例体外循环心脏手术 ６０ 周年、中国体外循环学会成立 １５ 周年。 本次大会期间 ＣｈＳＥＣＣ 组织了隆重的庆祝活
动及丰富的学术交流，给心脏外科体外循环临床工作人员、体外生命支持医务工作者及体外生命支持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一
个广阔而深远的创新合作平台，为我国体外循环事业的发展再次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次会议以主题发言（全英文）、ＦＡＰＳ 分会场（全英文）、卫星会、全国年会分会场、现场模拟培训等形式全方位、系统化、多
层面展示了体外循环及体外生命支持的特殊使命和历史意义，无疑是亚洲地区及我国 ＣｈＳＥＣＣ 的又一次辉煌盛会。

大会期间 ＦＡＰＳ 成员国均派代表参加，ＦＡＰＳ 成员代表大会新接纳印度尼西亚体外循环协会为新的联盟成员，至此 ＦＡＰＳ

成员已达到 ７ 个（ 中国、日本、新加坡、印度、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 此次代表大会经过投票决定下一届 ＦＡＰＳ（ ２０２０ 年）
由印度体外循环协会（ ＩｎＳＥＣＴ） 在新德里承办。

“ 辉煌甲子” 记载了我国体外人默默奉献的 ６０ 年；“ 追梦百年” 道出了我们体外人追求更高更远目标的决心和魄力。 愿我

国体外循环事业在与国际团体进一步合作交流的基础上始终引领亚洲地区的专业发展，更好地为需要体外生命支持的患者
服务。

《 中国体外循环杂志》 第四届编委名单

名誉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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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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