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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动态 

《外刊资源服务系统》（FPD）开通试用 
经我院图书馆和重庆聚合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为我院职工免费开放试用《外刊资源服务系统》，欢

迎本院职工踊跃试用，提出宝贵意见。 

访问地址：http://fpd.ideahome.com.cn/  

访问方式： 账户：jtdxfyy   密码：jtdxfyy  

试用期限：2017 年 1 月 10 日——2017 年 2 月 28 日  

咨询电话：18580071758   周老师  

产品介绍：  
选择收录：自 1995 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利用率最高的外文专业期刊 20000 余种，包含 SCI（以及 SSCI）

收录期刊 8800 种。确保：上述收录期刊自 2000 年以来的完整率达到 98%以上。  

文献量：截至 2016 年 3 月累计超过 4076 万篇，每年新增约 200 万篇，数据按月更新。  

专辑&学科领域&期刊数量:  

健康科学（5283 种）——临床医学，药学，牙科，护理和职业健康，药理学、毒物学和制药科学，

兽医科学和兽医药  

生命科学（2812 种）——农业和生物科学，生物化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环境科学和生态学，

免疫学和微生物学，神经科学，动植物科学  

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5119 种）——化学和化学工程，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地球和空间科学，

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矿业工程，石油、天然气和能源动力，金属学，机械仪表，电子电信，建筑水

利，交通运输，航空航天  

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7654 种）——艺术和人文科学，商业、经营和会计，决策科学，经济学、经

济计量学和财政，语言和语言学，法律，心理学，社会和行为科学  

使用技巧：获取全文请点击“索取原文”，进入后填写自己接收全文的邮箱和相关信息，发送原文索取邮

件即可； 

注意事项： 

填写邮箱必须是能正常接收邮件的邮箱，以便您能准确的接收到全文。  
邮箱定期清理，以免容量不足导致无法接收到原文。  
邮件可能会被当作未知邮件或垃圾邮件，若没有收到回信，请查看一下不明文件夹或垃圾邮件箱。 
 

学科动态 

1、消化系统癌症的有效预测指标 

根据 11 月 7 日在线发表于《胃肠病学和肝脏病学杂志》上的一项分析，八聚物结合的

转录因子 4(Oct4)是预测患者消化系统癌症的标志。 
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陈志强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文献回顾来确认关于

Oct4 作为消化系统肿瘤预后标记物的潜在评估作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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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发现了 13 个符合条件的研究,包括 1538 名病人。在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中，Oct4
表达的升高明显与较差的总体存活率(集中风险比[HR],2.183)、非疾病存活率(集中风险比

[HR],1.973)以及无复发存活率(集中风险比[HR],2.209)有关系。癌症类型、样本大小、研究

质量和实验室检测方法并不影响 Oct4 的重要预后价值。 此外,Oct4 的表达被发现是一个总

体存活率(HR,2.068)的独立预测因素。 Oct4 和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的临床病理特征之间没有

明显的联系。 
“这项研究提供的证据证明 Oct4 和/或其紧密同族体蛋白质可作为预测患者消化系统癌

症的因素,”作者写道。“关于 Oct4 预后价值的更大规模的临床研究仍是很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http://medicalxpress.com/news/2016-11-oct4-prognostic-marker-digestive-cancers.html 

2、五分钟快速了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研究最新进展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困扰全球 4 亿人口的慢性疾病，也是全球人口的前三

位死因之一。目前我们已知其广泛的患病率和死亡率，但目前我们还在找寻最佳的治疗方

案。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过去的一年里，COPD 领域都有哪些重大的研究发现，这些发

现的足迹将会遍布 COPD 的筛查、诊断和治疗，对 COPD 的临床管理有着重要的指导作

用。The Lancet 杂志就 2016 年 COPD 领域最新进展进行了盘点。 
COPD 早期筛查 
2016 版的 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USPSTF）保留了 2008 年版中不推荐

对无症状成人开展 COPD 筛查的意见。尽管这一建议是基于证据质量较高的研究所作出

的，该建议的重点在于：无症状人群。因此该建议并不适用于有 COPD 风险、且并非真的

没有症状的人群；此类人群通常是自行减少活动量，从而尽可能地减少症状。目前仍有待

找寻最有效的 COPD 筛查方法。 
目前，COPD 的诊断标准是应用支气管舒张剂后 FEV1/FVC<70%。但很多吸烟者尚未

出现气流受限（FEV1/FVC>70%），但已出现呼吸困难、咳嗽、咳痰和喘息等气流受限患

者所表现出的症状。 
Woodruff 等的研究发现，肺功能良好、现正吸烟和既往吸烟者中，与无症状受试者相

比，出现呼吸道症状的（COPD 评分试验 CAT>10）受试者其急性加重次数更多、6 分钟

步行试验距离更短、胸部 CT 可见的气道壁增厚更明显。但是此类患者是否处于一过性的

前 COPD 阶段或为一种独立的疾病，则尚不清楚。 
COPD 急性加重与肺功能下降 
COPD 急性加重是 COPD 患者致残和死亡的主要原因，迄今为止，仅有少量研究关

注急性加重和肺功能下降之间的联系。一项 5 年随访、纳入了 2000 例受试者的研究发现，

呼吸道症状急性加重可加速肺功能下降这一研究成果对轻度 COPD 患者意义重大。 
但在无气流受限和既往吸烟者中并未发现这一联系。早期的积极治疗是否可以通过减

少急性加重频率从而延缓肺功能的下降仍有待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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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D 的联合治疗 
尽管市场上能买到的 LABA-LAMA 联合制剂越来越多，其预防 COPD 急性加重的效

果与 ICS-LABA 联合制剂的效果孰优孰劣尚不清楚。在 FLAME 研究中，与 ICS-LABA

（氟替卡松-沙美特罗）相比，LABA-LAMA（茚达特罗-格隆溴铵）能够降低既往每年均有

至少一次急性加重的 COPD 患者的年急性加重率。 
无论血嗜酸粒细胞计数如何，接受茚达特罗-格隆溴铵治疗患者的急性加重比例更低。

另一项名为 SUMMIT 的随机双盲临床研究证实，与安慰剂组相比，氟替卡松-维兰特罗病

不会增加有高心血管风险的中度 COPD 患者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事件发生率。这一制剂能

够延缓 FEV1 的下降速度和 COPD 急性加重次数。 
尽管上述研究均支持联合吸入制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但仍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其

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明确哪些急性加重风险的患者能从  ICS-LABA 中的获益大于 

LABA-LAMA；血嗜酸粒细胞计数和其他表型的特征是否有助于指导用药仍有待研究。 
Salford Lung Study 是 2016 年发布的一项真实世界的临床研究，这项随机研究探讨了

氟替卡松-维兰特罗（1 次/天）作为 COPD 患者的日常用药。无论患者是否有吸烟史或肺

功能下降均可纳入该研究。 
研究发现，经过 1 年的治疗，接受治疗的患者，中或重度 COPD 急性加重比例下降

了 8.4%。因为大部分患者均接受 ICS-LABA 治疗，该结果提示每日一次用药也能够降低

急性加重频率，用药次数的减少更有益于提高患者的用药依从性。但该研究为非盲研究，

研究结果会有一定的偏倚。 
总而言之，今年的亮点研究强调了呼吸道症状对于无气流受限的吸烟者的重要性、急

性加重对肺功能的影响以及联合治疗在减少急性加重中的作用。 

3、影响因子 138 的 CA：最新癌症统计报告出炉，死亡率下降 25% 

2017 年 1 月 5 日，美国癌症协会在 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 杂志（影响因子

137.578）上发表了名为“2017 癌症统计”的年度报告。对癌症的发病率，死亡率和生存率做

了全面的最新年度报告，并出版了纸质版 2017 年癌症事实和数据。 

“癌症统计”系列是美国癌症学会每年都会发表的权威报告，报告会对当年美国的新癌

症病例数与死亡数进行预估，并对近期癌症的发病率、死亡率、生存率等数据做出统计。 

1）男性发病率是女性的 1.2 倍，死亡率是女性的 1.4 倍 

报告预计：2017 年美国新增癌症病例数为 1,688,780 例（男性 836,150 例，女性 852,630

例）；癌症死亡人数为 600,920 例（男性 318,420 例，女性 282,500 例）。结合所有部位，

男性的癌症发病率比女性高出 20％，且男性的癌症死亡率也高出 40％。 

统计表中显而易见：不同性别易患某种癌症的类型也不同。从新发病例来看，男性最 

易患的是前列腺癌，其次是肺（支气管）癌、结直肠癌；女性最易患的则是乳腺癌，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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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肺（支气管）癌、结直肠癌。从死亡病例来看，肺（支气管）癌是造成男性和女性死亡

的“罪魁祸首”。 

2）1991 年至 2014 年间，癌症死亡率下降 25% 

统计表明，美国整体癌症死亡率经过 20 多年来的稳步下降，终于使这一数据下降了

25％，意味着 1991 年至 2014 年期间癌症死亡人数减少 210 万。 

癌症死亡率从 1991 年的 215.1（每 10 万人）的峰值下降到 2014 年的 161.2（每 10 万人）。 

3）四个主要部位的癌症死亡率下降驱动 

对于前列腺癌患者来说，这一下降的幅度更为惊人——与 1993 年相比，2014 年前列

腺癌患者的死亡率下降了 51%。与 1976 年比较，2014 年结直肠癌患者的死亡率也下降了

同样的幅度。 

据悉，这种下降是吸烟持续减少和癌症早期检测和治疗进展的结果，并且是由四个主

要癌症部位的死亡率下降所驱动的： 

1、肺癌（1990 年至 2014 年间男性下降 43％，2002 年至 2014 年间女性下降 17％） 

2、乳腺癌（从 1989 年到 2014 年下降 38％） 

3、前列腺癌（从 1993 年到 2014 年下降 51％） 

4、结肠直肠癌（从 1976 年到 2014 年下降 51％） 

美国癌症学会首席医学官 Otis Brawley 博士表示，癌症死亡率的不断下降有力证明了

我们有降低癌症死亡风险的潜力。 

4）儿童与青少年癌症发病趋势 

在美国，癌症是导致 1-14 岁儿童死亡的第二大原因，仅次于意外事件。 

预计 2017 年，将有 10270 名这一年龄段的儿童会被诊断患有癌症。其中，1190 人会

死于白血病——儿童最为常见的癌症。 

在 1975 年到 2013 年期间，儿童与青少年的癌症发病率以每年 0.6%的速度上升。然而，

死亡率却持续出现下降。在 1975 年到 1977 年，儿童与青少年癌症患者的 5 年生存率为 58%，

而在 2006 年到 2012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 83%。 

5）结论 

20 多年来，癌症死亡率呈现连续下降趋势，导致整体下降 25%，从而减少了 210 万癌

症死亡病例。 

癌症死亡率的种族差异继续下降。黑人男性癌症死亡的风险已从 1990 年的 47%下降到

2014 年的 21%。黑人/白人的差异在女性中下降，从 1998 年的 20%的峰值下降到 2014 年的

13%。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但由于肥胖相关的原因，肝癌与子宫癌的死亡率正在快速上升。 

推进抗击癌症需要持续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提高检测手段与治疗方法。 

此外，创造性的新策略也必不可少。如鼓励人们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防范癌症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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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尤其是针对弱势群体的一些“抗癌”意识。 

参考资料：Cancer Statistics, 2017 

4、Nature 惊人发现：起始癌转移的细胞居然依赖脂肪？ 

生物通报道：巴塞罗那生物医学研究院（IRB Barcelona）的研究人员在几种人类肿瘤

中鉴定了起始和推动癌转移的细胞。他们在 Nature 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负责摄取脂肪酸

的蛋白 CD36 是转移起始细胞所特有的标志物。人们可以根据 CD36 的活性和对脂质代谢

的依赖性区分转移起始细胞和其他肿瘤细胞。 

这项研究显示，口腔癌患者样本中的 CD36+细胞具有不同程度的侵袭性。给没有转移

的肿瘤表达 CD36，会推动肿瘤细胞扩散。研究人员还发现 CD36 对黑色素瘤细胞和 luminal

型乳腺癌细胞有这样的效果。统计分析表明，卵巢癌、膀胱癌和肺癌的转移也依赖 CD36。

由此可见，CD36 很可能是转移细胞的通用标志物。 

脂肪与肿瘤转移 

考虑到脂质代谢、癌转移与 CD36 之间的联系，研究人员推测脂肪摄入对癌转移可能

有直接影响。他们给小鼠提供脂肪含量多 15%的高脂饮食，随后给它们植入一种口腔癌。

正常情况下应该有 30%的小鼠出现癌转移。令人惊讶的是，高脂饮食的小鼠差不多有 80%

出现癌转移，而且转移瘤更多更大。 

研究人员测试了一种脂肪酸对癌转移的影响。现在的加工食品常常使用棕榈酸。研究

人员用棕榈酸处理口腔肿瘤两天，并将其注入正常饮食的小鼠。结果所有小鼠都以 CD36

依赖的方式发展出了转移瘤。在移植了人类肿瘤的小鼠中，脂肪摄取与 CD36 相关的癌转

移也有直接关联。 

进一步研究表明，阻断 CD36 蛋白可以起到抗转移的效果。抑制 CD36 可以使小鼠的

肿瘤细胞完全丧失转移能力。研究人员用阻断 CD36 的抗体处理已经建立了转移瘤的小鼠。

结果 20%的小鼠转移瘤被完全去除，其他小鼠的转移瘤数量和大小都急剧下降（80-90%）。

令人欣喜的是，这种疗法似乎并没有对小鼠产生严重的副作用。 

将近 90% 的癌症死亡都是癌细胞转移造成的，这是癌症治疗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许

多不同的癌症都喜欢向肺转移，但人们一直不清楚癌细胞为何这么偏爱肺。八月二十五日

Cell 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肺部独特免疫环境是癌细胞生长的沃土。 

随着癌症的发展，癌细胞会离开实体瘤进入血液循环，在机体的其它部位播下癌症的

种子。我们知道，细胞脱离大部队的时候更为脆弱，一般会因此而死亡。那么，癌细胞是

怎样在漫游过程中生存下来的呢？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QMUL）的研究人员发现，癌

细胞依赖一种独特的生存机制在机体内扩散。 

随着人们对癌症的认识逐渐深入，肿瘤微环境在癌转移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瑞

典卡罗林斯卡研究院的科学家们五月六日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杂志上发表文章，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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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肿瘤微环境促进癌转移的重要机制。文章通讯作者是血管生成领域的知名学者，瑞典卡

罗林斯卡研究院的曹义海（Yihai Cao）教授。 

5、人工智能在干啥：改善药物依从性、虚拟医疗助手、智能看护、智能药物

研发 

人工智能用来提高健康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自动化

程度。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过去备受质疑，然后如今

我们发现大数据技术正在推进人工智能的进程，在医疗

健康领域也是如此。不妨随动脉网一起看看以下几个推

进中的人工智能应用。 

分析患者行为，制定个性化肿瘤治疗方案 

例如，两位乳腺癌患者可能会得到相同的治疗方

案，但其实两者的身体情况可能完全不同。 

其中一个可能是马拉松长跑者，另外一个是喜欢安

静的读书的人；一个可能是吸烟者，另一个也许是个注

重养生的人；一个可能都 60 多岁了，另一个也就刚刚

40。这样的情况在我们身边是常见的。 

所以考虑到方方面面的不同，这两位患者需要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案。 

而对于科学家和医生来说，难度在于掌握特定患者的个人信息。重要的关键信息常常

淹没于大量的数据当中，医生根本没有时间（可能要一年）在茫茫信息中筛选出他们想要

的。 

于是许多研究者想方设法利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来跨越这个难度。比如，卡耐基梅隆大

学和匹兹堡大学的科学家，正在用人工智能从电子病历、诊断影像、处方、基因组资料、

保险记录，甚至是可穿戴设备的数据中挑选出有用信息，为特殊疾病和特殊人群设立医疗

保健方案。 

研究者们利用大数据来创建特定的医疗

方案、控制传染病，并寻找致命性疾病的治

疗方法。 

“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系统并不智

能。”卡耐基梅隆大学机器学习系的教授 Eric 

Xing 说道。“存储在系统中的数据基本上是死

数据，而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可以把有用的

信息从海量数据中分离出来。你可以这样理

解，就像是有一个人工的大脑在代替一个‘死’的存储系统在工作。”他表示，卡耐基梅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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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匹兹堡大学正在与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合作一个“匹兹堡健康数据联盟”的项目。医疗

中心在接下来的 6 年中，会每年资助研究者 1000~2000 万美元用于这项研究。 

科学家正在用从医疗中心获得的健康数据（剔除了患者身份信息），来研究如何能够

更快速有效的分析大数据，去创造一个与健康医疗相关的技术和服务，能针对不同患者更

好的做诊断、治疗和沟通。“每个患者都是不同的个体。”Xing 补充道，“一个非常简单的观

点，比如说乳腺癌应该用药物 A 或者 B 来治疗。但是由于生活方式、生活环境和其他相关

健康因素的独特性，使得每个人都是一个不同的独立个体。而人工智能不单单是从一位医

生那里提取信息，而是来自大量有经验的医生，这样，它就能从不同患者那里梳理出有共

性的信息。” 

此外，人工智能软件工作效率远远高于人脑，能够更快速的找到数据的模式和相似性，

帮助医生和科学家发现最关键的信息。举例来说，一名 50 岁的糖尿病患者，生活方式很积

极，某一种治疗方法可能对他很有效果。那么医生就可以用同一种治疗方法，来医治其他

患有相同特性的糖尿病患者。Xing 表示，他们的团队就正在研究一款 App，可以为用户提

供一些健康生活建议，规避一些疾病。此款 app 可能会在一年内上线。Philip Lehman，卡

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副院长告诉笔者，这款 app 应用了人工智能，可以告诉人们什么

时候该去看医生，咨询什么样的医生以及怎样保持身体健康。“比如，现在大家一般会通过

手机来搜索，‘我怎么到某个地方’。” Lehman 在采访中表示。“其实，你把它搬到医疗上是

一样的。‘我怎么做才能感觉好点或者活的久一点’？” 

Lehman 和 Xing 希望，从 app 到机器学习工具和服务，他们都能延展出不同产品的原

型，在未来的 5-6 年内，开发出十几个新产品。 

这方面比较出名的公司，是获得 IBM 投资的 Welltok，它借助 IBM 的“沃森”超级电脑，

来构建通过个性化活动与用户沟通的愿景。其 app Cafewell Concierge 利用沃森系统的自然

语言处理能力，来更好的了解用户的需求，平衡对用户的激励和警告，以此达到预期目标

来回馈用户。 

虚拟医疗助手，改善药物依从性 

比如，Aicure，利用移动技术和面部识

别技术来判断患者是否按时服药，再通过 app
来获取患者数据，用自动算法来识别药物和

药物摄取。患者数据会通过与 HIPAA（健康

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兼容网络实时的反馈

给临床医生，这样医生就可以确认他的患者

是否在按照他们的嘱咐按时服药。当然，这

项技术也可以被用来标识不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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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是，Next IT 开发的一款 app Alme Health Coach，去深掘人们为什么不按时服

药。对于健康服务业来说，Next IT 虽然还是个新手。但是它曾经开发了一款 app“虚拟助手”

来帮助消费者解决在银行、零售、财产管理等方面遇到的问题。 

一般，一些人工智能的组件会重复用户话语来明确用户想法。而 Alme Health Coach 是

专为特定疾病、药物和治疗设计配置。它可以与用户的闹钟同步，来触发例如‘睡得怎么样’

的问题，还可以提示用户按时服药。这种思路是收集医生可用的可行动化数据，来更好的

与病人对接（前提是患者愿意共享他们的数据）。 

跟踪状态，自动汇报支持智能看护 

人工智能技术公司 Automated Insights 把

它的自然语言生成平台 Wordsmith 与 Great 

Call（移动 App 开发者）合作。家人和朋友可

以通过与 App 连接的 GreatCall 设备，来获取

设备携带者的信息。它主要用于老年人看护，

当携带者需要帮助的时候，App 可以收到消息

提醒。此外，该 app 还有 GPS 定位专利技术，

可以获取用户的位置信息。 

目前，该公司已经被 Vista Equity Partners 

和 STATS（体育信息技术公司）收购。利用

Wordsmith 的自动书写功能，将对看护者的情况，包括所在地点、活动路线、电池状态、

设备使用情况等信息自动生成文字报告给看护人。 

 



西安交大一附院图书馆主页  http://10.101.1.31:8090/ 

                                                                                                          
10 

智能化药物研发 

生物科技公司也正在把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结合到一起，来识别新的药物化合物，

比如 Cloud 制药和 Berg。Berg 通过开发

的 Interrogative Biology 人工智能平台，来

研究人体健康组织，探究人体分子和细胞

自身防御组织，以及发病原理机制，利用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来推算人体自身分子潜

在的药物化合物。这种方法有很多优点，

不但使得靶向治疗成为今天医学治疗的趋

势，而且利用人体自身的分子来医治类似于糖尿病和癌症等疑难杂症，要比研究新药的时

间成本与资金少一半。当然，Berg 不是这个领域的唯一公司。Cloud 制药就在专注于这个

领域的研发，并已融资 2000 万美元。 

还有，强生和赛诺菲，也正在用“沃森”超级系统（一个可迅速在海量数据中识别相关

模式的计算机系统）来支持药物研发。强生用“沃森“来快速分析详细的临床试验结果的科

技论文，加快对不同治疗方法的对比效果研究，以求获得药物在更广泛领域的应用，而这

些用普通的方法，需要 3 个人花费 10 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些工作。 

“沃森”现在能识别化学、生物学、法律和知识产权语言，让科学家拥有别人无法拥有

的与数据“交流”的能力，这将加快实现科学和医疗研究领域的突破。赛诺菲则利用 Watson

来鉴别现有药物的其他用途，沃森会组织筛选毒理学信息，来帮助研究者们判断哪种药物

比较适合应用在新的领域。 
 

 
 
 

1、【国自然】什么样的标书容易中？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几乎被所有的国内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作为重要的科研申报工

作内容。为了增加申请和中标率，很多单位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晋职称和年终考核的

重要指标，这是因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客观性和公平性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 

那么在基金申请过程中什么样的标书容易中标呢？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不

同人标准不尽相同，但是主要评判标准应该是一致的。为了提高标书中标的科学性，标书

的评审结果通常是多人评判的综合结果。在评审过程中只有评审专家的意见基本一致才有

希望获得资助，这说明基金本子要有让大家普遍认可的东西才行。大部分专家容易共鸣的

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科研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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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期积累要雄厚 

无论是青年基金还是面上基金，特别是面上项目前期积累很重要，这是评价申请者是

否有能力完成标书中内容的关键。有些人前期参与了很多课题，也参与了很多文章的发表，

可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很少，这就让评审专家怀疑其能力。如果申请者主持过一些相关

的课题，第一作者发表过多篇与申请项目相关的文章，且均在大家认可的国内外知名期刊

上发表，其中标率肯定提升。注意，文章的质量很关键，有些人发了好多非洲和阿拉伯国

家若有若无的杂志，这样很难被认可，还不如发一些国内的核心杂志。 

（2）标书内容要充实 

研究进展、研究目的和意义等要有认真细致的分析和总结，要有行内认可的东西。首

先这部分内容要扣题，而且研究主题一定是重要的学术问题，或者说是值得研究的，或者

说是大家普遍关切的，或者说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一个问题并有可能有新的发现等等。

研究进展也十分重要，在叙述过程要兼顾本学科主流杂志和重要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如果

这些没有提及，那么说明你对本学科还不了解，本子被毙掉的可能性会很大。这部分内容

要主题分明，逻辑性强，通常专家也会从这些文字中判定研究者是否找到科学问题，科学

问题是否经得起推敲，能否实现预期结果等。总之让评审人知道申请者不是“无病呻吟”。

但是这样的标书不是写出来的，恰恰是申请人在平时的科学研究中潜移默化的积累。这部

分内容或多或少，大牛可能就写一页，但是没有“废话”，直接点题，受自己领域内的知名

度的影响，也容易被认可；新手写起来还是要逐字逐句，斟酌细致，条理清晰，才容易被

接受。 

（3）研究内容具体技术方法先进可靠 

研究内容要具体，就是具体要做哪些事，一目了然，条理清晰。这部分至关重要，很

多人会仔细推敲这部分内容是否有创新，光自己说没用，要看具体做什么。研究内容是否

有逻辑性，能支撑题目，是否有创造性，价值有多大？等等都很重要。技术和方法不同类

型的标书可能不太一致，有的创新就在于用新技术解决新问题；有的重在内容，用传统的

技术在内容创新有所突破，因此这部分内容因人而异，但共性是可操作性要强。 

（4）其他相关的介绍 

在介绍项目主要成员的时候，要客观说明主持人的研究历程和主要贡献，这部分内容

要不卑不亢。中国人喜欢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不要过于吹嘘。青年基金，其他项目参与人

按照要求填写就可以；面上项目等要体现合作者的学术水平，也选择合适的人来参与，千

万不要把风马牛不相关的人都拉进来，这样是画蛇添足。 

总之好的项目书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基金含金量高的原因。总之，好

的申请书是做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有些人说“不就是那几页纸么？”其实不然，看看中标

的人就懂了。因此建议多做、多看、多想、多写，最后才能写出好的本子，才能得到认可。 

（转自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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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CI 写作】SCI 时态问题，看了不会再忘！ 

英语谓语动词时态共有 16 种，在英文科技论文中用得较为频繁的主要有三种：即一般

现在时、一般过去时和将来时。正确地使用动词时态是科研写作的基本功，我们在撰写英

文论文时，如不能正确选用时态，常常会改变文章所要表达的意思，从而影响评审专家与

读者的理解。  

一篇典型的科技论文有一个基本的框架结构：Abstract (综述科研背景，提出研究的问

题和假设(hypothesis))，Materials and Methods (描述自己的研究方法)，Results (分析所得的

研究结果)，Discussion (深入讨论研究结果的意义并简要指出将来的研究方向)。我们现根据

这个论文框架，就一些规律性问题做些探讨，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首先应该把握以下三个基本要点：  

1、一般现在时：主要用于不受时间限制的客观存在事实的描述，或发生或存在于写论文

之时的感觉、状态、关系等的描述或致谢的表述等。值得注意的是，出于尊重，凡是他人已经

发表的研究成果作为"previously established knowledge"，在引述时普遍都用一般现在时。  

2、一般过去时：用于写论文中作者自己所做工作的描述。例如描述自己的材料、方法

和结果。  

3、一般将来时：用于撰写论文之后发生的动作或存在的状态。例如提出下一步的研究

方向。 

摘要（Abstract）：摘要反映我们自己的研究结果，一般采用过去时。 

概述（Introduction）：（1）概述中的研究背景通常会引用相关学科中广为接受的原理

或事实，以及你所做研究的重要性，这些通常采用现在时。 

例如：Genomics provides crucial information for rational drug design. 

（2）在概述中也可能引用与你从事项目相关的一些研究结果，为表达你对该研究结果

仍坚信其正确性及相关性，即使已经是很久以前的研究结果，可使用现在时。 

例如：Many of the lakes and wetlands in the region are located in craters or valleys blocked 
by early Pliocene lava flows (Ollier & Joyce, 1964). 

Garcia (1993) suggested that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an individual’s deposit income is the 
same as the income from purchased national debt, thus changes in the amount of bank loans and 
deposits caused by changes in the amount of reserves will eventually affect the bond price.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引用的是一些已经过时或失效的科研结果，动词要使用过去时。 

例如：Nineteenth-century physicians held that women got migraines because they were "the 
weaker sex," but current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auses of migraine are unrelated to gender.  

（注意这里从过去时态过渡到现在时态）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对写论文之前自己所做工作的描述，通常采用

一般过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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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例 1） Total phosphorous (TP) and total nitrogen (TN) were measured in the 
laboratory using standard procedures. 

（例 2）The standard protocol was followed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media from stock 
solutions. 

结果（Results）：对自己得出的研究结果，采用过去时进行详细的阐述。 
例如：（例 1）Overall, more than 70% of the insects collected were non-phytophagous.  
（例 2）Following activation of NT oocytes with strontium, the cell cycle resumed in both 

groups.  
描述图表内容通常采用现在时。 
例如：（例 1） Figure 1 displays the comparative variation in the morphology of donor 

chromatin in both age groups of oocytes.  
（例 2） Table 1 below shows the stream flows calculated for each stream using Equation 1. 
图 1 和表 1 表达的论文写作时的状态，所以要用现在时。 
讨论（Discussion）：采用现在时表达研究结果的意义。 
例如：Removal of vegetation for agricultural purposes appears to negatively affect the water 

quality of streams.采用过去时总结研究结果，并采用现在时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与解释。 
例如：（例 1）Weight increased as the nutritional value of feed increased. These results 

suggestthat feeds higher in nutritional value contribute to greater weight gain in livestock.  
（注意这里用过去时描述了实验发现，但在讨论这个发现的意义时用的是现在时。） 
（例 2）Leaf carbon and phenolic content did not differ across sites, indicating that the 

response of secondary plant chemicals such as phenolics to water is complex.（这句的描述几乎

没有假设的意思，表示作者坚信其研究结果和结论的正确性及相关性） 
结论（Conclusion）：可用多种时态，使用过去时强调过去的研究成果，并可采用现在

时或将来时表达未来的研究方向或研究前景。 
例如：Although the study found evidence of tillage and irrigation within the study area, from 

the data collected it was not possible to determine if the effects of agriculture upstream cause (or 
caused) higher levels of total nitrogen downstream. Further studies are therefore necessary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agriculture on the health of Stringybark Creek. 

3、医生看过来 写好论文有 12 个诀窍 

本文原载于 Intemational Joumal of Angiology 
Elefteriades JA. Twelve tips on writing 8good scientific pa-per. Int J Angiol, 2002, 11(1): 

53-55．DOI: 10. 1007/s00547-001-0054-S. 
作者 John A. Elefteriades 是耶鲁大学医学院心外科教授，主动脉外科专家，Aorta 和

lntemational Joumal of Angiology 主编。 
经原作者和 Intemational Joumal of Angiology 授权，本文的中译版发表于《中华胸心血

管外科杂志》。 
下文整理总结的建议很多源于导师的传授，亦有不少是从实践中习得，阐述了科技论

文中表述研究数据时一些重要的通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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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题合理 
良好的科研论文必须基于良好的选题——读者想知道该问题的答案。毫不相关、乏味

无趣或毫无临床意义的问题，不会有人想了解答案，进而有兴趣阅读或采纳论文。 
主动脉瘤破裂时的直径是多少？手术切除的动脉粥样斑块，发现感染病原体的概率是

多少？血运重建术能改善心肌缺血患者的心功能吗？肺动脉高压既往史对心脏移植的死亡

率有何影响？γ 干扰素缺乏时会发生动脉粥样硬化吗？ 
这些例子都是血管病学领域确能引起读者兴趣、业已发表很多论文的科研问题。能够

激发研究兴趣的良好问题，无论是实验室或者临床研究，均源自研究者的经验和创造力。 
立题缺乏价值的稿件，编辑不会感兴趣，论文也不会引起读者的关注。就临床论文而

言，精心挑选的科研问题，在临床实践中通常会对患者的治疗产生实质性影响。 

2）表达精炼 
论文必须精炼。这对新手往往是个难题，他们通常不习惯这种有别于其他文体、简练

的科技交流方式。对学位论文、散文或小说而言，篇幅过长并非太大问题。然而，科技论

文的读者没有足够时间，科技期刊的版面亦非常有限。 
必须用尽可能少的文字、表格、图片和参考文献，简洁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方法、结

果、讨论和结论。 
积累一定经验后，您就会明白如何删减内容，却并不影响信息的表达。前一届主任

Arthur Baue 博士教会了我这个理念。他曾把我写的膈肌起搏论文删掉了一整章，却未丢失

任何信息。 
Baue 博士是《Glenn 胸心血管外科学》的主编，他教我认识到一篇论文中有多少重复

或冗余的文字。American Journal of Cardiology 主编 William Roberts 教授也向我传授过这个

理念。Roberts 教授以大刀阔斧删减文字却不遗漏必要信息而著称。 
对于科技论文新手而言，这种能力非常重要，需要不断学习。 

3）摘要全面 
摘要必须包含所有的重要发现及信息。请记住，即便是非常关心该研究工作的读者，

通常也只是看一下论文摘要，至多再看看插图，浏览一下方法和结果，再粗略扫一眼讨论

和结论。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编辑、审稿人以及与您工作领域完全相同的读者才会阅读全文。

因此，务请确保摘要所包含的都是重要内容，且未遗漏任何重要信息。 

4）综述简要 
文献综述不要过长。医学论文新手有过度综述既往文献的倾向，这对于编辑和读者都

是累赘，毫无必要。回顾先前的相关工作是必须的，但同时要注意，撰写论文目的在于阐

述自己的研究及发现。 
可将既往相关研究的要点归纳为一句或几句话，并在讨论部分简略地阐述自己的研究

与以往研究的主要相似和差异之处。 

5）少用图表 
记住，论文和演讲在图表应用方面的差异很大。为了便于理解，演讲者会对每一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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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图示说明，因而需要很多幻灯图表。 
但论文恰恰相反，应尽量少用图表。简单的数值信息读者可从正文中直接获得，只有

经过复杂处理的数据才需要用图表阐释。务请严格谨慎地使用图表。 

6）核心插图 
应该有一幅能够表达论文精髓、让读者过目难忘的核心插图。笔者将其称为 Wacker

法则（以著名的耶鲁大学核心脏病学主任 Frans Wacker 命名）。 
众所周知，视觉资料容易理解记忆。核心插图可以表明治疗前后某项指标的变化，展

示独特的组织学发现，阐释某项新技术的具体步骤。 
无论如何，文中应该有这样一幅独特的核心插图。请您自问，如果同行要在演讲中引

述您的研究，您愿意让他展示哪幅图片，这幅图片即是论文的核心插图。 

7）仔细校读 
反复审读论文直至确定其中每个细节均已准确无误。不仅要确保数据既充分验证，又科学

精确，更要确保所有的数字都“总和无误”。最好请一位以上合著者非常产格、逐字逐句地通读

全文，逐行审查表格和图例（错误），查漏补缺。同时，请一位值得信赖又未直接参与工作的

同事审核（准确性）更好，因为论文的实际执笔者可能无法察觉自己的错误或疏漏之处。根据

个人经验，能够避免总数或图表前后矛盾、失之精确的论文，实属凤毛麟角。 

8）指出不足 
一定要指出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所有研究均有瑕疵，即便是设计完善的大规模、多中

心、前瞻性随机双盲试验也不例外。 
大多数普通实验室或临床研究都有重要缺陷：患者数量低于预期；某些患者未能到三

级医院就诊所造成的入选前偏倚，可能会影响临床相关性；随访时间比预期短等。如果您

能意识到并列出了研究的不足，编辑和审稿人会更加尊重您的工作。 
这种坦诚也是一种伦理责任感，因为读者可能会根据本研究的建议来改变患者的治疗。

认清研究工作的不足，有助于读者判断本研究结论是否可靠，足以改变他的临床实践。 

9）切忌虚夸 
切忌使用“第一个”、“最大规模”、“死亡率最低”等最高级字眼或类似的自我评价。其他

地方的学者，常常能从另一国家的某个不知名期刊上找到一篇文章来反驳您。您的研究工

作和数据会自我证明。 
这点是我从心脏外科先驱、耶鲁大学 William W. L. Glenn 教授那里学到的。 

10）遵从编辑 
最大限度地接受编辑的评论和意见。编辑之所以成为编辑，是因为他具有丰富的经验

和独特的见解，而且完全公正。他总结了权威专业人士对于该研究的意见，对论文能否发

表具有直接决定权。 
因此，要按照他提出的意见来修改论文。同时，将基于编辑和审稿人意见对论文所进

行的改动，列入一个简洁的表格，也非常重要。 

11）统计规范 
充分借助统计专业人员的力量。当今，著名期刊对统计分析的要求都非常高。如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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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身需要复杂的数据分析，建议向训练有素的统计专家求助，进行数据分析解读。 
这可以避免审稿过程后期的相关问题，同时有助于对统计学问题做出更有意义的回应。 

12）锲而不舍 
一些受到广泛引用的优秀论文，初次投稿时都曾被拒稿。要从审稿人的意见中学习，

对论文修改后改投他刊。每一位学术经验丰富的医学研究者都是在拒稿过程中学会适应的。

拒稿并不意味着您的工作没有价值。要做到百折不挠、锲而不舍。 
笔者希望，上述建议能对新手或偶尔写作的同道有所裨益，有助于论文的采纳发表。 
 

 
 

1、关于评选医学部 2016 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通知 

为提高医学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鼓励博士研究生潜心从事基础与临床研究，表彰他

们为医学学科所做的贡献，医学部将开展评选 2016 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工作。 

2、关于 2016 年住培结业专业理论考核模拟测试工作安排的通知 

根据《国家卫计委科教司关于征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实施方案（试行）》

（征求意见稿）等有关材料意见的函》（国家科教教育便函<2016>287 号）的要求，结合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专业理论考核模拟测试方案》（征求意见稿）的安排。 

3、我院成功举办第二届大学生临床技能大赛 

培养具有临床岗位胜任力、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并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医学人

才，是现代临床医学发展的使命与目标。加强医学生临床技能的培养已经成为医学教育中

普遍关注的问题。为进一步提高医学生临床实践能力，教学部自 2015 年起组织举办我院大

学生临床技能大赛。12 月 28 日下午，我院第二届大学生临床技能大赛在信息楼如期举行。 

 

教学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