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稿件撰写要求

1.1    格式

文稿可用中文或英文WORD文档撰写，A4纸打印。打印

稿字体不小于5号，1.5倍行距。

1.2    内容

论文著作要求论点明确、论据严谨、结构严密、层次分

明。应该有题目、作者及作者单位、邮编、中文摘要和关键

词、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正文、致谢、参考文献，以

及英文的题目、作者及作者单位、摘要和关键词。

1.2.1    题目

题目应尽量简单明了，能概括文章主题，一般不超过25
个字。中文和英文题目必须一致。

1.2.2    作者 
论文署名不宜过多。每位作者应该是论文学术内容的

创始构思或设计者；实验数据的采集并能给予解释者；能对

编辑部提出的审改意见进行核修者；能在学术界就论文内容

进行答辩者。对本文有贡献的其他人可写在致谢项中。来稿

包括作者排列顺序须经全体作者同意。在第一页下方加脚注

说明第一作者的性别、出生年份、学位及职称、研究方向，

E-mail，以及通讯作者的联系方式。 
1.2.3    工作单位 

注明作者从事工作时的单位、单位所在省、市名和邮

政编码。若是国外的工作单位，则应加注国名。单位名称用

全名。几位作者如分属一个以上单位，应在作者名字的右上

角注出1、2，并分别列出对应的单位名称、城市名和邮政编

码，用“；”号隔开。为便于及时与作者联系，请提供电话

号码、E-mail等。 
1.2.4     基金资助

文章已在有关的学术会议上交流、论文所属课题为某类

攻关项目或受有关基金资助(资助文号)，请在第一页下方加

脚注说明。 
1.2.5    摘要 

研究性论文的中文摘要应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4
部分。总体不宜超过300字，应着重于创新与发现。应注意中、

英文摘要须一致，英文摘要写在中文摘要之后，正文之前。 
1.2.6    关键词

每篇文章需拟关键词3~8个。关键词的确定，应按中国

科技情报研究所和北京图书馆主编的《汉语主题词表》及中

国医学科学院医学情报研究所编的《医学主题词注释字顺

表》上收载的词汇选入。因上述两刊收载的词汇有限，亦可

根据文章自拟关键词，注意不要拟成词组和句子。英文的Key 
words应与中文的关键词一致。 
1.2.7     正文

论文著作主要应该回答3个问题：为什么做？怎样做？

结果怎样？要求写作思路清晰、文章层次分明。层次的划分

一般不宜超过4节。若4节不够时，可将层次再细划分。数字

编号左起顶格书写，有标题时，在编号后空一字位置再写标

题，另起行写具体内容；没有标题时，在编号后空一字位置

写具体内容。若内容参照或是依据已公开发表的文献，请直

接列出引用文献即可，无需重复阐述。讨论应该只对本文结

果相关的国内、外数据作比较。

1.2.8    致谢 
对在原则上指导本项研究工作和对工作做过实质性贡献

的人，应进行书面致谢，以示尊重别人的劳动。致谢需经被

致谢者许可。 
1.2.9     参考文献 

应以近年文献为主；不应忽视国内一些主要刊物近期

文献，按正文中首次出现的次序编号，在右上角用方括号注

明。只列正式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中学位论文可列人正文并

加以注明)。作者应对所引用的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参考文献中的所有标点符号请使用英文格式。几类著录具体

格式如下：

[期刊文章] 
作者名[3人以下全列，3人以上列前3位作者，后加等、

et al(英文)、H即(俄文)、他(日本)]. 题名[J]. 杂志名(缩写，斜

体，不加点)，年，卷(期): 起止页码.
若作者名拼写为英文，应遵守姓前名后的原则，其中姓

为全拼，名缩写为首字母大写。

例l：LinksFerran A, Dupouy V, Toutain P L, et al. 
Influence of inoculum size on the selection of resistant mutants of 
Escherichia coli in relation to mutant prevention concentrations 
of marbofloxacin[J]. 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 2007, 51(11): 
4163-4166. 

例2：冀志霞, 储炬, 庄英萍, 等. 利用神经网络预测头抱

菌素C的生物合成[J]. 中国抗生素杂志, 2007, 32(1): 17-21.
[专著] 
作者. 书名[M]. 卷, 版次. 出版地: 出版社, 年: 起止页码. 
例 l：  N o r r i s  J  R ,  R i b b o n s  D  W.  M e t h o d s  i n 

microbiology[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1: 1. 
例2： 张致平. 微生物药学[M].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国抗生素杂志》投稿须知

《中国抗生素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Antibiotics)于1976年创刊，以报道和反映我国抗生素及微生物药物研究及生产方面

的新进展、新动向，并向临床医师、药师介绍新、老抗生素品种，临床使用经验，合理用药知识及非临床应用经验为宗旨，为

中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为国内外多家数据库收载。本刊设有论文著作：包含

微生物药物筛选，遗传育种与生物合成，分离纯化与化学合成，分析、质控与制剂，药理与临床等栏目；研究简报；专论、综

述，包含进展、述评与论坛等专栏。



1999: 318-325. 
[专著析出文献] 
析出文献作者. 析出文献题名[M] // 原专著作者. 专著题

名. 出版地: 出版社, 年: 起止页码. 
例：Reichenbach H, Dworking M. The myxobaeteria[M] // 

Truer H G, Dworing M, Harder W, et al. eds. The prokaryotes..2nd 
ed. Berlin: Springer Verlay, 1992: 3416. 

[专利] 
专利所有者名.专利题名:专利国别, 专利号[P]. 批准日期

(年-月-日). 
例：Parang K, Sardari S. Azole derivatives and methods for 

making the same: WO, 2005/006860A2[P]. 2005-01-27. 
[标准] 
编委会名. 标准名[S]. (版次). 出版地: 出版社, 年: 起始页码. 
例：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S]. (2005年

版二部).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 附录VII-IP. 
[电子文献] 
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标出载体类型，联机网络需注明

[日期]. 网址. 
例：Christine M. Plant physiology: plant biology in the 

Genome Era[J/OL]. Science, 1998, 281: 331-332. [1995-09-23]. 
http://www.seieneemag.org/cgi/colleetion/anatmorp. 

[电子公告] 
作者名. 题名[文献类型/载体]. (公告日期)[查询日期]网址. 
例：萧钮. 出版业信息化迈人快车道[EB/OL]. (2001-

12-19) [2002-04-15] http://www.creader.com/news/20011219/ 
200ll2190019.htm1. 

注：文献类型和标志代码：期刊[J]、专著[M]、标准

[S]、专利[P]、学位论文[D]、报告[R]、会议录[C]、汇编

[G]、报纸[N]、数据库[DB]、计算机程序[CP]、电子公告

[EB]。 
电子文献载体和标志代码：磁带(magnetic tape)[MT]、

磁盘(disk)[DK]、光盘(CD-ROM)[CD]、联机网络(online)
[OL]。 
1.2.10    药品名称 

文稿中采用的药品名称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10年版和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订的《药名词汇》(化学工业

出版社，1997)规定名称；卫生部批准的新药则用批准名称；

暂时还没有正式命名的，应采用原文；创制性的新药可以参

考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的命名原则给一新名，但需加注明。

药名太长，可以用缩写，在首次出现时注明，如环丙沙星

(ciprofloxaein, CPLX)。 
1.2.11    计量单位、公式及化学式 

文稿中计量单位请采用按国际单位制单位为基础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执行，例如：照射剂量的法定

单位为“C/kg”，常用习用单位R(伦琴)，1R=2.58×10-4/kg；
放射性核素闪烁计数的常用习用单位cps，cpm等应改用法定

单位“/s” (每秒)，“/min”(每分)表示，换算系数为l。

文稿中的公式请采用Mathmagic软件编辑，存为eps格式

文件。文稿中的化学式请采用Chemdraw软件编辑。

1.2.12    图与表 
文稿中凡用文字已能说明者尽量不用图、表。使用了

表或图者，相应数据在文字叙述中不须重复，只需摘述其重

点强调说明。图表题目请使用中、英两种语言阐述。图要求

设计美观，必须线条清晰、光滑。照片最好采用黑白片，反

差要强，清晰易辨。分辨率需要达到300像素/英寸。显微照

片注明放大倍数或画面中带长度标尺。红外、紫外、核磁共

振、质谱等图谱应附有与原件相同大小的清晰复印件。

2    稿件处理 
2.1    网络投稿

作者需首先登陆杂志网站(www.zgkss.com.cn)进行网上

注册并按要求投稿，编辑部收到稿件后即进行分类编号，并

给予回执。

2.2    文件资料

论文著作须附作者单位介绍信，并加盖公章。稿件的保密

审查和科研成果的归属问题应由作者单位负责。一稿不得多投。

2.3    稿件查询

如2个月未收到对稿件的处理通知，则表示该稿件仍在

审阅研究。查询稿件时应告知编号。稿件若有不符合投稿须

知要求处，编辑部通过网站告之作者修改或作补充，作者将

修改稿的电子文档以及对审稿意见的逐条答复(不管同意与

否)，一并通过网站发回编辑部。 稿件录用后进入编辑加工阶

段。编辑部确定刊期后会通过E-mail告知作者。

2.4    清样校对

稿件发排后邮件通知作者，作者需登录杂志网站，下载

清样及著作权转让书，请在两日内上传核对后清样，并打印

一份签名，与加盖公章的著作权转让书一同寄回编辑部。

3    信息反馈 
稿件正式刊用后，若论文被国内外文摘类刊物收载、论

文及其所属课题获奖、论文所属课题创有经济效益，请将有

关信息反馈给编辑部。

4    论文收录转载 
《中国抗生素杂志》已加入国际DOI中国出版物注册

与服务中心(学术期刊)，被美国生物学系统文摘(BA)、化

学系统文摘(CA)、国际药学摘要(International Parmaceutieal 
Abstracts, IPA)、荷兰Elsevier Bibliographic Database、
EMBase等收录，并被NCBI Medline部分收载；国内数据

库已进人万方数据库、中国科技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

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生物学文摘、中国首

席医学网和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等。 
5    编辑部联系方式

《中国抗生素杂志》编辑部，网址：http://www.zgkss.
com.cn，电话(传真)：028-84618674，E-mail：siiacjap@126.
com，地址：成都市成华区龙潭都市工业集中发展区华冠路

168号，邮编：610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