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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了解这些事儿，投BMC就不会被退回
徐芳
稿系统 Biomed Central 系统，在

cle, Review，Technical advance

是一家世界领先的科技期刊出版

2015 年慢慢过渡到采用 Springer

article, Database article, Software

集团， 出版范围覆盖生物医学、

的投稿系统 Editorial Manager 投

article, Debate, Case report, Study

生命科学、医学教育、公共卫生、

稿，而投稿的一些格式还是沿用

protocol，Short communication

化学、 工程、 环境、 材料科学、

了 BMC 自己的特色。

以及 Letter。

Biomed Central 简称为 BMC，

数学等多学科。 BMC 出版集团

BMC 系列的杂志投稿时，杂

Guideline 中 目 前 有 182 份 , 其

志社很注重格式，如果不完全按

中直接以 BMC 命名的杂志有 67

照杂志社的稿约准备文稿的话，

份，影响因子最高的是 Genome

基本上都会被杂志社退回要求修

biology（IF:11.313），BMC 命
名的杂志中目前影响因子最高的
是 BMC Medicine（IF:8.005）。

BMC 期 刊 整 体 的 结 构 采

改了再投。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

用 的 是 常 见 的 Title page—Ab-

BMC 杂志投稿需要注意的一些细

stract— Key words— Main text—

节格式问题。

References— Figure legends—

开 放 获 取（Open Access， 简 称
OA）服务是其主要特色。BMC

整体结构

Tables, Figure 以图片格式单独上
传提交的格式（表 1）。下面我们

收稿体裁

在 2008 年 被著名的 Springer 出

主 要 介 绍 下 Research article 和

版集团收购，但是 BMC 系列的

BMC 期刊收 稿文章类 型基

杂志在 2014 年前都采用自己的投

本都是一样的，收 Research arti-

Case Report 这 2 种文 稿 体 裁的
基本格式。

表1
Article types

Research article

Case report

Title page

如果是临床试验，标题需要有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字眼
包括所有作者姓名，单位以及Email地址

标题包含case report字眼
包括所有作者姓名，单位以及Email地址

Abstract

不多于350单词，四段式结构，小标题分别是
不多于350单词，三段式结构小标题是
Background、Methods、 Results、Conclusions。 Background, Case presentation, Conclusions.
如是临床试验的话，在摘要部分还需要
提供Trial registration(临床注册号).

Keywords

3-10个

3-10个

Main text

五部分结构，分别是Background、Metho
ds、Results、Discussion、Conclusions.

三部分结构，分别是Background,
Case presentation, Conclusions.

List of abbreviations

列出文章中的所有简称

列出文章中的所有简称

Declarations

包括Ethics approval and consent to participate,
Consent for publication, Availability of data
and material, Competing interests, Funding,
Authors' contributions, Acknowledgements,
Authors' information (optional)

包括Ethics approval and consent to participate,
Consent for publication, Availability of data
and material, Competing interests, Funding,
Authors' contributions, Acknowledgements,
Authors' information (op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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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le。

如果是除了本文数据外，还
有一些数据放在公共数据库平台，
需要在这里进行说明 The datasets
generated during and/or analyses
during the current study are available in the XXX( 公共数据库的名
字 )。
如 果 不 涉及 的 话， 也 是 写
Not applicable.
这里需要根据本文数据的实

Declarations及常见表示方
法
从 2016 年 4 月 份 开 始，
BMC 期刊在缩写的后面， 参 考
文献的前面都需要准备 Declarations 部 分，Declarations 一 般 包

文的方法部分需要进行陈述。如
果有这些证明文件，可以这样表
述 ：The experimental protocol
wa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ethical guidelines of the Helsinki
Declaration and was approved by
the Human Ethics Committee of

括 Ethics approval and consent

XXX ( 单位伦理委员会的名字 ).

to participate, Consent for pub-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as ob-

lication, Availability of data and

tained from individual or guard-

material, Competing interests,

ian participants.

information (optional). 具体某个

Consent for publication：同
意发表声明

杂志的要求可以参考杂志社给的
Submission guidelines.

Competing interests：利益
冲突
如涉及到利益冲突，需要进
行声明；如无利益冲突，直接写
上“The authors declare that they
have no competing interests”。

Funding：基金

Funding, Authors' contributions,
Ack nowledgement s, Aut hor s'

际情况进行声明。

如果本文中任何个人或者任

如本文有基金的支持，可以
写 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in
part by grants from XXX (XXX)。

为了方便大家准备 Declara-

何人的某数据需要得到他人的同

填写基金的名称和基金号。没有

tions 投稿，我们如下会说明这些

意才能发表的话，都需要先取得

的话，写 Not applicable。

内容的含义，并提供一些常见的

他人的同意后， 再 在这里声明。

写法。

如不涉及的话，写 Not applicable.
Availability of data and ma-

Ethics approval and consent
to participate：伦理声明和
知情同意声明

terial: 数据和材料可用性声明。
BMC 系列的所有杂志都是
开放阅读，杂志社也鼓励作者将
数据材料放在所有人都可以读取

如果本文涉及到动物或者人

Authors' contributions：作
者贡献

的公共数据库。

需要阐述每位作者在本文中
所做的工作。可以参考例子：
X X X analyzed and interpreted the patient data regarding

体试验，都需要得到伦理委员会

如果本文的所有数据都在本

the hematological disease and the

的批准。如文稿内容涉及人体试

文 中了， 可 以 写 All data gener-

transplant. XXX performed the

验的话，还需要有病人或者监护

ated or analysed during this study

histological examination of the

人的知情同意书。这些内容在正

are included in this published ar-

kidney, and was a major contri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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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 in writing the manuscript. All

一般在稿约里面都可以下载到编

authors read and approved the

辑好的 Endnote 格式，会要求提

ﬁnal manuscript.

供参考文献的 doi 号。

Acknowledgements：致谢

常见退回原因如下

何一项，都会被杂志社退回。

审稿周期
BMC 期 刊 审 稿 都 比 较 慢，
一般一审周期在 3-6 个月，也有

如果某人对文章有贡献，但

1. Title page 中没有提供每位作

是这个人又不是本文的作者，可

者的 Email 地 址， 除了要求

以在这里进行感谢，参考如下：

提供所有作者的姓名，单位，

We appreciated XXX( 谁 )

通讯作者详细信息外，还需

for XXX( 做 了 什 么 ) the manu-

要提供每位作者的 Email 地

script.

址。
2. 结构化摘要中的小标题和稿

Authors' information (optional)：作者信息

约中要求的不一致，比如用
Objective 代替杂志社要求的
Background。

一 般 我们 在 Title page 中已

3. 正文中将 Material and Meth-

经提供作者信息了，有的杂志也

ods 代替 Methods，或者缺少

会要求在这里再次提供作者信息，

Conclusions 部分。

如果不是 Optional 的话，建议再
次提供。

References：参考文献
BMC 系列的杂志鼓 励 作 者
用 Endnote 软件来编辑参考文献，

4. 没有列出文章中是所有简称，

审稿时间更长的。

接受率
BMC 期 刊审稿慢， 但 是 接
受率相比同影响因子的期刊，接
受要容易一些，因为可能有的作
者觉得期刊审稿慢直接避开或者
高额的 Open Access 费用不投。

发表时间
BMC 期刊从接受 到发表很

缺 少 List of abbreviations 部

快，一般接受后 1-2 周可以在线

分。

发表。有的杂志虽然审稿比较快，

5. 缺少 Declarations 部分，或者

但是可能接受到发表要半年甚至

没有按照杂志社的要求准备

一年的时间。对于那些要求见刊

Declarations 部 分。Declara-

发表的作者来说，BMC 期刊大家

tions 包含很多内容，缺少任

也不妨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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