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要求及建议 

BRI【生物医学】 

 

1主题 

生物标志物检测和疾病诊断的新方法； 

疾病和损伤的分子和细胞机制； 

体内外炎症和组织损伤； 

细胞损伤，修复，衰老和凋亡的新机制； 

分子靶向疗法的新对象。 

2论文要求 

2.1 稿件类型：Research Articles, Clinical Studies, Reviews 

注意：在发布临床试验时，Hindawi 的目标是遵守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ICMJE）关于试

验注册的建议。 因此，要求作者在公共试验注册中心注册手稿中提出的临床试验，并在摘

要末尾附上试验注册号。 在开始招募患者之前，必须预先注册 2005 年 7 月 1 日之后开始

的试验。 对于 2005 年 7 月 1 日之前开始的试验，必须在提交前注册试验。 

 

2.2 格式要求 

2.2.1 字体 

字体用 Times Roman （标题为四号，内容为小四）；公式需可编辑形式；自动行号（连续） 

2.2.2 页数 

不超过 25 页 

2.2.3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在正文引用格式为[1]；参考文献需按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示例】 

文中引用：（1）The incidence of cancer has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and it is speculated that 

13.1 million people will die of cancer in 2030 [1]. 

         （2）Wang et al.’s [1] and Liu et al.’s [2] studies describ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trophic 

gastritis as decreased gastric pits and markedly dilated opening under eCLE system. 

文末排序： 1. M. Kurosawa, S. Kikuchi, Y. Inaba, T. Ishibashi, and F. Kobayashi,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mong Japanese childre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vol. 15, 

no. 12, pp. 1382–1385, 2000. 

2. F. Kitahara, R. Shimazaki, T. Sato, Y. Kojima, A. Morozumi, and M. A. Fujino, 

“Severe atrophic gastritis with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nd gastric cancer,” Gastric Cancer, 

vol. 1, no. 2, pp. 118–124, 1998. 

2.2.4 公式图表 

1. 公式应以文本格式而不是图像形式提供。 可以使用 Microsoft Word 的公式工具。 公式

应在页面右侧的圆括号中连续编号。 在正文中，它们引用为 Equation 1 等。 

公式例子： 

𝑥 =
−𝑏±√𝑏2−4𝑎𝑐

2𝑎
     (1) 



2. 在投稿时，图片可以出现在正文中，这些图片应靠近引用的位置，或者可以将它们作为

单独的文件提供。所有的图片应按照出现的顺序进行标序，且必须带有随附的标题，包括标

题，最好是简短说明。注意：图片不能出现中文，且画质必须在 300dpi 以上（建议图片格

式优先为 TIFF）。 

3. 每个表格必须有自己的标题且是可编辑的形式。 

4. 所有图表必须在正文有 citation，要避免使用“this figure“”the table”等模糊表述。 

 

2.3 文章结构及写作建议 

2.3.1 文章结构建议顺序 

Title page 

文章标题中不使用缩写词，词数少于 25 词；要写明作者的姓名、单位和地址、通讯作者的

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 

Abstract 

摘要需要对全文进行简短的总结，同时为研究提供一个简短的背景和研究的目的。 摘要不

得包含参考文献，图形或表格。请尽量避免使用缩写。篇幅不能超过 300 词。 

Keywords  

不需要 

Introduction 

本节应提供适当的研究背景，即由大到小，具体阐述课题相关的领域的基本信息，直至自然

过渡到文章将要探讨的科研课题。但是关于背景内容不得过于冗长。然后综述该课题的研究

进展，并指出存在的问题。即现在已经实现了 A，但是 B 还没做/A 还存在局限。最后概述

本文的研究目标及工作，侧重对思路，策略及方法的讨论。指出本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和创新

性，从而阐明课题的研究意义与应用价值，说服读者，让读者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费时费力去

探究这个领域。注意，不要在此章节概括本研究的 results。这节不能出现小标题。  

Materials and Methods 

本章节需包含关于实验、模拟、仿真等的详细信息，以便可以重复执行所有过程。 如果描

述了几种方法，则可以将其分为多个小节。 

本节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的目的，设计和各项设置 

•参加者或样本、材料等的特征说明 

•对使用的所有过程和方法的清晰描述。通常应使用通用名称。在研究中使用专有品牌时产

品或仪器时，请说明其型号及品牌 

•使用的统计分析的类型，包括适当的计算 

【注意】 

1.要提供足够的细节，让审稿人能够验证和判断。  

2.应对已经发表的方法进行总结，并添加相应参考文献。同样，如果直接引用以前发布的方

法，请注意文献引用。 

3.若是对已有方法有任何修改调整，还应描述清楚。 

4.理论内容应该扩展而不是重复介绍中已经论述的文章的背景，并为进一步的工作打下基础。 

5.工作量应优越于近 5 年已发表的相关研究 

 

Results & Discussion 

本节需要向读者展示研究结果，必要时还需包括统计分析结果。除了文本形式，这些结果须

适当以公式、表格和图片形式呈现。另外，本节还需要现有研究的背景下，结合类似已发表



研究成果对比分析，讨论此研究结果的意义和局限性。若稿件的重点在方法论上，还应讨论

研究所涉及的实操问题（尤其是其他章节尚未讨论到的内容）。应该探索工作结果的重要性，

而不是重复它们。相对于 Materials and Methods 章节，这一部分的内容需要更多。本章节主

要在于说服读者本研究实验设计合理，结果可信，通过实验可充分论证文章结论。 

Conclusions 

结论部分应清楚地解释这项工作的主要发现和意义，强调其重要性和相关性。注意 abstract

和 conclusion 内容表达不能过于相似，conclusion 部分需要更加详细，两个部分的内容不能

直接复制粘贴。 

Data Availability 

本节的模板一般为：The data used to support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vailable from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upon request.或者 All data generated or analyzed during this study are 

included in this published article. 

List of abbreviations/Nomenclature 

本节应列出文章所有缩写或变量及其指代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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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可参考： 

Term Definition 

Conceptualization Ideas; formulation or evolution of overarching research goals and aims 

Methodology Development or design of methodology; creation of models 

Software 

Programming, software development; designing computer programs;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uter code and supporting algorithms; testing of 

existing code components 

Validation 

Verification, whether as a part of the activity or separate, of the overall 

replication/ reproducibility of results/experiments and other research 

outputs 

Formal analysis 
Application of statistical, mathematical, computational, or other formal 

techniques to analyze or synthesize study data 

Investigation 
Conducting a research and investigation process, specifically performing 

the experiments, or data/evidence collection 

Resources 

Provision of study materials, reagents, materials, patients, laboratory 

samples, animals, instrumentation, computing resources, or other analysis 

tools 



Term Definition 

Data Curation 

Management activities to annotate (produce metadata), scrub data and 

maintain research data (including software code, where it is necessary for 

interpreting the data itself) for initial use and later reuse 

Writing - Original 

Draft 

Preparation, creation and/or presentation of the published work, specifically 

writing the initial draft (including substantive translation) 

Writing - Review 

& Editing 

Preparation, creation and/or presentation of the published work by those 

from the original research group, specifically critical review, commentary or 

revision – including pre-or postpublication stages 

Visualization 
Preparation, creation and/or presentation of the published work, specifically 

visualization/ data presentation 

Supervision 
Oversight and leadership responsibility for the research activity planning 

and execution, including mentorship external to the core team 

Project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and coordination responsibility for the research activity 

planning and execution 

Funding 

acquisition 
Acquisition of the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project leading to this publication 

 

References  

本节格式应符合 2.2.3 的要求； 

文献总数建议在 15-30 个； 

近 5 年国外相关文献应占较大的比重； 

尽量少引用会议文献、中文文献； 

自引也需适度。 

Appendices 

如果附录不止一个，则应将其标识为 A，B 等。附录中的公式和方程式应单独编号： （A.1），

等式（A.2）等；在随后的附录中（B.1）等。对于表和图也类似：表 A.1；图 A.1 等 

 

2.3.2 创新性及工作量建议 

1. 尽量确保文章没有相同研究，少量类似研究（领域、方法不同），结果有应用价值。 

2. 研究实验设计合理，结果可信，在 results & discussion 部分需要表述清楚通过实验可充分论证

文章结论。并且需要突出与其他类似文章进行相比，数据较多，体系较为完善。 

3. 建议图表总数在 10-15 个之间。 

4. 文章结构分明，条理清晰，参考文献新且全，英语流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