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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岐黄杯第九届全国中医药博士生优秀论文评选活动”中获奖的 108 篇论文为研究对
象，首先分析了初投稿时标题存在的问题，包括标题过长、副标题使用不当、标题不准确、逻辑关系混
乱、谦虚性用此不当、出现专家职称头衔、中西医专业术语混用、直接使用缩略语和标点符号；然后列
举了中医药学术论文标题的撰写要点，包括文题相对应、使用标准医学名词、用词得当、样本量实事求
是、规范使用数字。以期为中医药学术论文标题规范撰写提供一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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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Writing Methods of Headlines of TCM Academic Papers
ZHANG Yan, YAN Zhi-an*
(Periodical Office of China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d the problems in the headlines of 108 submitting papers that won the
competition of “Qihuang Cup The 9th National Excellent Thesis of TCM Doctoral Students”, including too
many words in the headlines, inappropriate subtitles, improper words, messy logics, improper modest words,
using experts title, mix use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terminology words, abbreviations and punctuation. It
also listed the key points of writing headlines of TCM academic papers, including the corresponding texts with
headlines, the use of standard medical terms and words, true sample size, and standardization of numbers, with
the purpose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headline writing of TCM academic papers.
Key words: academic papers; headlines; TCM; paper writing
标题是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论文的高

高等院校、医疗机构及科研院所的优秀论文 946

度概括，也是论文的灵魂。好的标题可以起到画龙

篇。其中一半以上的优秀论文来自北京、上海、广

点睛的作用，提挈文章主旨内容，突出创新点，让

州等中医药院校或科研院所，代表了中医药行业博

读者一目了然，让审稿专家更快掌握文章信息。

士生论文的领先水平 [1] 。笔者在活动举办期间发

学术类论文的标题拟定需严谨，中医药学术论

现，很多投稿的文章标题存在问题。本文选取“岐

文因其学科的特殊性，在论文撰写方面也有别于其

黄杯第九届全国中医药博士生优秀论文评选活动”

他学术论文或者是医学论文。

中获奖的 108 篇论文，分析其最初投稿时标题中存

1 概况

在的问题，探讨中医药学术论文标题的撰写要点，

“全国中医药博士生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由中

以期为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在拟定论文标题方面提供

华中医药学会、北京岐黄中医药文化发展基金会、

参考。

《中华中医药杂志》社主办。目前已顺利举办 10

2 存在的问题

届，共接收稿件 2 678 篇，评选出来自全国中医药

2.1 标题过长
对 108 篇论文初投稿的标题字数进行统计，最

第一作者：张燕，E-mail: 113169214@qq.com

少的为 9 个字，最多的为 45 个字，平均 25 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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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要求文章标题字数一般不超过 20 个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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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论文的标题字数不宜超过 25 个字[2]。《中华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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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逻辑关系混乱

药杂志》在投稿须知中亦注明，中文题目一般不超

还有的文章题目本身逻辑关系有问题。如“奇

过 18 个字；英文题目一般不超过 10 个实词。从

经论治过敏性鼻炎-哮喘综合征”，题中“奇经”是

108 篇论文的平均字数可以看出，目前投稿作者的

主语，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论治的主语应该是作

标题普遍过长。而标题字数过长的文章主要集中在

者，奇经只是一个手段，故应改为“从奇经论治过

实验研究类。实验研究类论文有其特殊性，需要在

敏性鼻炎-哮喘综合征”[8]。再如，“百会、水沟穴

标题中写明主要研究手段、研究对象、研究目的、

不同频率电针对大鼠血脑屏障开放效应及调控机

研究范围等，所以往往超过规定字数。但标题的拟

制”，“百会、水沟穴”是宾语，是电针的对象，因

定仍要在表达出文章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力求简洁、

此题目应改为“不同频率电针百会、水沟穴对大鼠血

概括、精炼。如原文标题“木豆素通过阻碍破骨细胞

脑屏障开放效应及调控机制”[9]更符合语言逻辑。

形成和 RANKL 诱导的信号通路从而预防人和小鼠骨

2.5 谦虚性用词不当

[3]

质疏松症” ，此标题过于赘述，有些词完全没必要

有些论文标题使用“浅谈”“浅议”“浅析”

写入标题中，且标题一般避免使用疑问句、主谓宾结

“试论”“初探”等谦虚性词语。在 108 篇论文初

构完整的陈述句或状语。通过阅读文章，认为可改成

投稿中，有 7 篇文章使用了谦虚性用词。学术论文

“木豆素对骨质疏松症的防治作用机制研究”。

本身是为了深入分析、探讨某一观点，应达到一定

2.2 副标题使用不当

高度，并非一般的科普性文章，只有“深谈”才能

在 108 篇论文初投稿中，有 3 篇使用了副标题。

反映作者的高水平科研工作成果，绝非泛泛之谈，

一般学术论文不建议使用副标题，除非大标题的意思

所以用谦虚性词语实在不妥。例如，“浅谈风寒湿

不能完全表达出文章的主要内容。例如，初投稿题目

邪气对胃肠道黏膜的影响”[10]，宜直接修改为“论风

为“‘精以时服’——论精的运行”。从全文内容可

寒湿邪气对胃肠道黏膜的影响”；再如“试论《伤寒

以看出，“精以时服”与“精的运行”意思相近，所

杂病论》中无形水饮的证治”[11]，宜改为“论《伤寒

以此副标题和主标题是重复的，并不是补充说明，

杂病论》中无形水饮证治”；还有“《续名医类案》

[4]

故可以直接改为“论精的运行” ，这样会更方便

从脾胃论治腰痛之浅析” [12] ，宜改为“《续名医类

理解。再如，原题目“中国蜈蚣属动物种类鉴定及

案》从脾胃论治腰痛探析”。

新种——禄丰蜈蚣记述”，通过阅读原文发现，文

2.6 出现专家职称、头衔

章主要内容有“种类鉴定”和“新种禄丰蜈蚣记

在一些临床经验类文章中，大多都采用了“某

述”，故文题可改为“中国蜈蚣属动物种类鉴定及

某治疗某某病证的临证经验”的标题格式。此类文

[5]

新种禄丰蜈蚣记述” 。还有原题目为“恶性肿瘤

章一般都是学生写自己导师的临床经验，为了表示

患者特质心理韧性量表的科学性考评——基于 IRT

尊敬，会在名字后面加上“教授”“主任”等称

[6]

分析” ，认为可改为“基于项目反应理论考评恶

谓。这些文章是总结个人的临证经验，而非对其个

性肿瘤患者特质心理韧性量表的科学性”。

人介绍或表彰。因此，除了国医大师，其余专家只

2.3 标题不准确

写姓名即可。如“李建民教授辨治慢性肾脏病浮阳

有的文章题目写的过于宽泛，文章内容只占一

的经验分析”，直接更改为“李建民辨治慢性肾脏

小部分。如原题目为“冬病夏治法治疗过敏性鼻炎

病浮阳的经验分析”[13]。

的临床研究”，题目本身没有问题，但通读全文后

2.7 中西医专业术语混用

发现，此临床研究主要对象是肺气虚寒型过敏性鼻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可针对不同证型

炎，而不是所有证型的过敏性鼻炎，故应在题目中

进行不同的研究。如果标题中明确证型，不仅能将

有所体现，可改为“冬病夏治法治疗肺气虚寒型过

研究内容具体化，而且也突出了文章的重点。但在

[7]

敏性鼻炎的临床研究” 。研究对象需经辨证论

拟定中医药类学术论文标题时要避免出现中医术语

治，根据不同证型采用不同的治疗手段，这是中医

和西医术语混用的情况。比如，原文题目“试论中

研究与西医研究之间的本质差别。当只研究某病的

医治疗失眠当以肝胆为先”，文章属于中医临证经

其中一种证型的时候，应该在标题中列明，以免产

验，但其中“失眠”是西医学病名，中医学相应的

生误解和歧义。

病名应为“不寐”，故应更改为“论中医论治不寐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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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肝胆为先”[14]。

人员来具体操作实施，这就是一项临床试验性研

2.8 直接使用缩略语

究。如果某干预措施不是研究者提出的，他只是发

在标题中使用非公知公认的缩略语会给读者理

现临床工作中因为干预方案不同而导致结果不同，

解造成困难，故应尽量避免在标题中使用缩略语，

这就属于观察性研究。疗效观察是临床观察的一种，

可直接使用中文全称。如“中医临床疗效评价体系

只对某种干预方法导致的结果进行有效的分析。

之 PRO 量表的制定探讨”，可改为“中医临床疗效

3.4 样本量实事求是

[15]

评价体系之患者报告结局量表的制定探讨”

。

有时为了突出研究的样本量，吸引读者的注
意，可以在标题中写明病例数，撰写时要注意样本

2.9 文题中使用标点符号
一般文题中不使用标点符号，如顿号可以用连

量前后一致。如“中国一般人群中医体质流行病学

词“和”“与”“及”等代替。如“多信息融合、多物

调查——基于全国 9 省市 21 948 例流行病学调查数

理属性集成的循经脏腑调理技术”

[16]

更改为“多信

据”[18]，作者为了描述一般人群的中医体质类型分

息融合和多物理属性集成的循经脏腑调理技术”。

布规律，对中国一般人群中医体质进行流行病学调

3 中医药学术论文标题撰写要点

查，在题目中突出了样本量，使文章的研究内容更

中医药科研工作者在撰写论文拟定标题时，应
避免发生以上问题，还要做到文题准确、简洁、用
词规范等。
3.1 文题相对应

具说服力，论据更充分。
3.5 规范使用数字
论文题目中如有数字，提倡用阿拉伯数字，简
洁明了。但与英文标题的书写规则相同，阿拉伯数

题目和文章内容不符，会降低整篇文章的水

字不放在题目首位[19]。如“154 例围绝经期肥胖患

平。如果是一篇命题作文，那这样的文章就直接是

者的中医证素分布特点的研究”，宜改为“围绝经

“零分”了。如有一篇投稿文章，原题目是“中医

期肥胖患者 154 例中医证素分布特点研究”[20]。作

医案研究对临床思维建立的重要性”，从题目看，

为名词的数字，应用汉字表示，例如，三焦、五运

研究内容是中医医案研究的重要性，目的是建立临

六气、十八反、十九畏等。

床思维，而文中却有大量篇幅在讲不同医案研究的

4 小结

常用方法，并没有很好地跟临床思维联系起来。虽

好的标题不仅可以增加录用发表的几率，还可

然文章立意很好，但是内容却偏离了主题。

以吸引读者，增加下载量、阅读量。中医药学术论

3.2 使用标准医学名词

文标题有其自身的特色，也与其他学术论文有共通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专业名词也在不断的规

之处。在拟定时，要注意字数、用词、逻辑关系、

范化，在医学论文中，不论是标题还是内容，均应

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文题对应等方面。具体地

使用规范的医学名词，避免使用陈旧的名词。如

说，首先，标题需与文章内容相对应，即文对题；

“综合症”应为“综合征”、“脑梗塞”改为“脑梗

其次，应当能概括出文章的主旨和内容，让读者只

死”、“宫外孕”改为“异位妊娠”、“食道”改为

从标题就能判断出这篇文章是否是他想要获取的内

[17]

“食管”

，“副作用”改为“不良反应”等。

3.3 用词得当
有些作者不完全理解“临床观察”“临床研

容；再者，标题要突出文章的亮点，即此篇论文的
创新点；最后，标题要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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