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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terinary Record《兽医记录》
作者指南 Instruction for Authors
《兽医记录》（Veterinary Record，VETREC）是英国兽医学会的官方期刊，创刊于
1888 年。本刊的文章类型包括新闻、评论、来信、科学观点、原创研究文章和通讯，
内容涵盖兽医相关的疾病监测报告、行业信息、产品新闻以及对其他期刊发表的研究
文章的总结。
欢迎向本刊所有栏目投稿或提出建议。原创研究文章、短篇通讯和科学观点类文章需
要通过同行审议，其他类文章由编辑决定。病例报告只接受对兽医学知识有重要贡献
的。
向本刊投稿需要确保投稿文章未发表过且不在其他期刊的考虑发表之列。所有发表文
章的版权由 BVA 所有。
VETREC 有三本姐妹期刊，分别是：《兽医记录病例报告》（Veterinary Record Case
Reports）、《兽医开放记录》（Veterinary Record Open）、和《实践》（In
Practice）。三本期刊的目标和编辑政策不同。如果您不确定要投向哪本期刊，点击这
里可以帮助您确定。

本刊发表的科技文章类型


针对治疗或干预效果的高质量原创研究文章，如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对照、盲
法研究



对大量病例的系列描述可以帮助临床医生判断诊断标准，包括生物化学、免疫学
及分子学标志，或者其他重要的变量



本刊偶尔会发表单个病例报道，但是需要保证病例较罕见，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
义。例如新发的传染性疾病如第一例疯牛病



真实的流行病学研究，其结果在病因学、风险因素、流行率、分布、发病率及疾
病的经济学影响上具有全球性或全国性（英国范围内）意义，包括公共卫生方面
的题目



兽医教育、伦理和兽医实践及兽医的福祉方面的研究



动物福祉方面的研究，如促进动物照顾标准



对人类健康或者更广泛的生物学理解有帮助的比较医学



针对 CPD 价值的短篇综述



与兽医主题相关的深度综述



为临床决策提供循证的系统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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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文章或者研究事件的权威评价



在其他地方发表的重要研究的对照表（不一定是兽医类期刊），这些研究具有重
要的兽医方面的启示或意义

在上述所有文章类型中，也包括公共卫生方面的内容

《兽医记录》所发表的研究
本刊持续发表同行评审的研究文章和短篇通讯，这些文章是全线上发表，不会发表在
印刷版《兽医记录》上。但是在印刷版期刊上会对应刊登结构性总结，强调一下线上
发表文章的主要发现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他有助于读者理解研究结果的内容。将信息
以简明、标准化的表格形式呈现出来，可以使研究结果快速被读者获取。读者可以通
过参阅文章的全文在线版本了解更多信息。
每篇总结会包括题目、作者信息和文章的 doi 编码，及全文在线链接。
审稿流程进入校正阶段后，即文章以经过同行评审且评审结果被采纳，会要求作者提
供一篇文章总结。请作者在提交修正版文稿时将文章总结一并提交。若没有文章总
结，则最终不会被接受。
原创研究文章的总结大约在 900 个单词左右，如果有一幅图或表，则字数应为 400-500
个单词（具体取决于图表的大小）。
通讯的总结大概为 400 个单词左右。但是不能包含图表。
两种总结都应遵循以下标题分段撰写：


Context（背景）：为什么本文强调的问题很重要



Main conclusion（主要结论）



Approach（方法）：包括方法的指征



Results（结果）



Interpretation（解释）：包括需要对研究结果进行谨慎解读的原因



Significance of findings（研究发现的重要性）

如果想要向本刊投稿的作者对以上内容有人任何问题，请直接联系 editorial@bvaedit.co.uk。更多信息点击这里获取。

福祉和伦理
《兽医记录》发表的所有文章都须坚持动物福祉方面的高伦理标准。
仅当文章满足如下要求时才会考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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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国际、国内及机构的动物人道待遇指南及相关立法



研究机构或研究实践已经得到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对于使用委托人所有动物的研究，要对实验动物进行高标准的照顾，需要有委托
人同意

为确认遵守以上政策，在接受稿件前，作者要：


关于研究中所描述的动物的人道主义对待，确认其符合法律和伦理要求；



在“材料和方法”部分列举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批流程，及其国际、国内和/或机
构指南。

编辑保留在伦理或动物福祉的考虑上对稿件进行拒绝的权力。如果研究涉及到动物遭
受的不必要的疼痛、危难、苦楚或持续伤害，或者如果试验流程的严重性无法通过研
究工作的价值进行证明，这样的研究文章将会因为伦理方面的考虑而被拒。本刊要求
研究工作最好得到英国动物（科学流程）法案或其他同等规定的同意。

报告指南
《兽医报告》支持报告指南的使用，以保证研究以最佳方式进行呈现。推荐使用下述
指南，用于组织文章结构。完成合适的研究清单、结构性摘要及流程表，这些材料在
须与文稿一同提交。


CONSORT 声明（适用于随机对照试验的报告：请选择使用 CONSORT 声明的扩
展版，包括摘要书写的扩展版）



REFLECT 声明（适用于家畜和食品安全的随机对照试验的报告指南）



ARRIVE 指南（适用于体内研究）



STARD（适用于诊断准确性研究的报告）



STROBE（适用于流行病学观察性研究的报告）


适用于队列研究、病例控制研究及横断面研究结合的检查清单



适用于队列研究的检查清单



适用于病例控制研究的检查清单



适用于横断面研究的检查清单



PRISMA（适用于系统综述的报告）



MOOSE（适用于观察性研究的荟萃分析报告）



STREGA（适用于基因疾病相关的研究）



COREQ（适用于定性研究的报告）

Equator Network 提供报告指南的综合清单。

开放获取 （Open Access）
作者可选择将其稿件以开放获取的形式发表，费用为 1950 英镑/篇（+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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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类型和字数要求
原创性研究文章 （Research papers）
短篇通讯 （Short communications）
科学综述 （Scientific reviews）
观点 （Viewpoints）
来信 （Letters）
研究文摘 （Research digest）
产品与服务 （Products & services）
兽医职业记录 （VetRecord Careers）
书籍 （Books）
新闻与专题 （News and features）

封面图
本刊邀请当期发表文章的作者提交可以用作《兽医记录》封面的照片或插图。电子照
片应提交 GIF、TIFF、EPS 或者 JPEG 格式，分辨率不低于 300 dpi，大小不低于 22 cm
宽。提交图片时应说明图片所有者是谁。

风格指南及格式
原创性研究文章 （Research Papers）
原创性研究文章需要包括不超过 15 个单词的标题；所有作者的名字、资格及机构信
息；通讯作者的电子邮件地址；包括了研究方法和结果的不超过 200 个单词的摘要。
原创研究文章需要按照以下部分进行结构：摘要、导言、材料和方法、结果、讨论、
致谢、参考文献。临床文章也是类似的结构，可以稍微调整。文章语言应尽可能地清
晰，长度不超过 4000 个单词。字数统计不包括标题、作者信息、摘要、图表、图例、
致谢和参考文献。文稿进行修订后，会要求作者提交一份带有修订标记的 word 文档以
及一份不带标记的 word 文档。文章被接受后，会要求作者提交一页的文章总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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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结需要在文章在线发表前完成提交（关于总结的更多信息点击这里获取）。点击
这里提交文章。

短篇通讯（Short communications）
研究工作的预备信息、短篇临床报道和重要的病例报道可以作为短篇通讯进行发表，
应遵循原创研究文章相同的结构，但不需要总结和副标题。标题不超过 10 个单词，正
文部分不超过 1000 个单词，图表不超过 2 幅。字数统计不包括标题、作者信息、摘
要、图表、图例、致谢和参考文献。文稿进行修订后，会要求作者提交一份带有修订
标记的 word 文档以及一份不带标记的 word 文档。文章被接受后，会要求作者提交半
页的文章总结，这人总结需要在文章在线发表前完成提交（关于总结的更多信息点击
这里获取）。点击这里提交文章。

科学综述（Scientific reviews）
科学综述为编辑约稿，但投稿也会考虑。此类文章须经过同行评审。投稿请点击这
里。如果未经邀请自行投稿，请在投稿信中说明这是一篇综述性文章。通常要求正文
字数不超过 3000 个单词（不包括参考文献）。如果您对本部分文章的题目有想法，请
向 bva.editorial@bmj.com 发邮件。

观点（Viewpoints）
“观点”类文章旨在为兽医行业相关的问题提供知情评论。这部分文章通常为编辑约
稿，但投稿也会考虑。“观点”类文章的标题不超过 8 个单词，正文长度为 750 到
1000 个单词之间，需要有 40 个单词左右的简短介绍，强调文章内包含的观点，文章还
需提供作者肩部以上的照片、作者全名、机构信息以及电子邮件地址。文章的参考文
献不超过 5 篇。如果有图片或表格，须对应删减文章篇幅。“观点”类文章请提交到
bva.editorial@bmj.com。

来信（Letters）
与兽医学和兽医手术的科学、实践及政策相关的来信可以考虑发表。长度通常不超过
400 个单词，在发表时可能会进一步减缩。必要时须给出参考文献。不超过 2 幅照片，
偶尔也会允许添加图表。鼓励作者通过电子信箱提交，但通过邮寄或传真提交的信件
也会被考虑。文稿需要含有所有作者的机构信息及通讯作者的电子邮箱地址，这部分
信息也会发表。此类文章请提交到 bva.editorial@bm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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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摘（Research digest）
其他期刊发表的文章可能会引起《兽医记录》读者的兴趣，可以对这些文章进行总
结，发表在“研究文摘”栏目中。如果您最近发表过文章，且有意将其总结发表在本
栏目，请将发表文章的 PDF 发送到 bva.editorial@bmj.com。

产品&服务（Products & services）
本栏目旨在帮助读者获取兽医专业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的最新信息。本刊鼓励制造商、
供应商和服务提供者为本栏目提供信息，有意者请将信息发往 products@bvaedit.co.uk。

兽医职业记录（VetRecord Careers）
本栏目旨在反映与兽医及相关职业有关的各种职业选择。包括从业及教育问题、以及
个人和职业发展的特点、建议、新闻和采访。欢迎对本栏目提出建议。有想法者请发
邮件到 vetcareerseditorial@bva-edit.co.uk。

书籍（Book）
《兽医记录》会定期发表书籍评审。进行评审的书籍请寄到：
Veterinary Record, BMJ
BMA House, Tavistock Square
London
WC1H 9JR
UK
如果您不确定某本书是否适合进行评审，或者对评审流程有疑问，请发邮件到
bva.editorial@bmj.com。本栏目发表的文章须包括书籍的详细信息，以及封面的彩图图
像。此类文章请投向 books@bva-edit.co.uk。

新闻与专题（News and features）
如果您有适合发表在“新闻”部分的信息，或者对专题文章有想法，请发邮件到
bva.editorial@bm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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剽窃检测（Plagiarism detection）
BMJ 已经成为 CrossRef 和 iThenticate 共同开发的 CrossCheck 系统的会员。
iThenticate 是一家剽窃行为侦察服务公司，其主要业务是对所提交的文章在发表前进
行原创性检测。由该公司开发的软件可将作者提交的内容与上百万篇已发表的文章和
数以亿计的网页内容进行比对，以确保其不涉嫌剽窃。作者、研究人员以及自由撰稿
人也可在提交文章前自行利用 iThenticate 提供的服务检测其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