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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英语论文写作讲座·
医学英语论文写作——摘要
王德
摘要是对重要研究内容的摘录，其目的是以小
见大，用较少的篇幅反映整个研究的内容。我们通

１动笔时间

常所说的摘要一般是指研究论文摘要，它位于文题

多数专家赞同先写论文后写摘要，这是因为在

之后，正文之前，相对独立，是索引编写者将论文分

论文写作过程中，作者能够对各部分内容有更加透

门别类的一个依据，也是读者快速了解论文主要内

彻的了解，写起摘要来比较胸有成竹，写出的摘要也

容、对论文进行初步评价的有效途径¨ｏ。中文版的

更易于与论文内容保持一致。但有的作者习惯先写

英文论文摘要是国外读者了解中文论文的唯一途

摘要再写论文，目的是将摘要作为论文写作的一个

径，因而其重要性更加突出。一篇好的摘要应当符

提纲。由于论文在经过多次删改后往往会与原来的

合以下几条要求：①简短，结构性摘要不超过２５０

“提纲”有所出入，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在论文完

字，非结构性摘要不超过１５０字¨Ｊ。②重点突出，只

成后对摘要进行修改，使之与论文内容能保持一

介绍研究中的重大新发现，不要过多地叙述细枝末

致㈨！。

节【２］。③条理清晰，保证读者能够进行连贯流畅的
阅读，尽量减少有可能造成读者反复阅读的因素旧。。

２写作思路

目前，研究论文中常见的摘要类型为资料性摘

摘要的写作通常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从已完成

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和结构式摘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的论文中摘录所需要的内容，这样一般不会漏掉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它们在内容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一般

要的内容，但有可能使摘要有“堆砌”的感觉，应对行

都由研究背景和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及研究结

文和逻辑顺序多加注意；另一种是将摘要看作一个

论和意义几部分组成。其主要差别是形式上的不

“小论文”，不参照原文，独立进行目的、方法、结果和

同：在结构式摘要中，各部分都冠以标题，并用段落

结论等各部分的写作，如果作者对研究内容有较全

分开，但不同的杂志往往将其划分成不同的部分，如

面的把握，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其优点是逻辑关系比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将摘要划分

为背景（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方法（ｍｅｔｈｏｄｓ）、结果（ｒｅｓｕｌｔｓ）
和结论（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４个部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的摘要包括目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方法（ｍｅｔｈ—

较容易保持连贯，但在完成后仍要参照正文，使摘要
在内容上与论文一致。
３摘要各部分的内容

ｏｄｓ）、结果（ｒｅｓｕｌｔｓ）和结论（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１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研究背景要简短，只介

的摘要则由背景（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方法和结果（ｍｅｔｈ—

绍能直接引出研究目的的背景即可，通常是描述一

ｒｅｓｕｌｔｓ）、结论（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３部分组成；资料

个现象，提出一个问题，一两句足矣，最多不超过３

性摘要属于非结构式摘要，各部分之间不用段落分

句。如果研究背景较简单，也可以将其省略，直接引

开，也不冠以标题，整个摘要由一个段落组成，如

入研究目的。研究目的要准确，与研究背景间应有

ｏｄ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等杂志的摘要。

由于这两种类型的摘要在内容上并没有本质的
区别，因而对其写作方法也一起介绍。

因果关系，多用一句话概括，可以用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ａｃ—
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ｗｅ

如：Ｉｎｔｉｍ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ｄ等词加以标识。

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ｒｅｓｔｅｎｏｓｉｓ ｌｉｍｉ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作者单位：１００７１０北京，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作者简介：王德，男，副编审，ｅｅ华医学会杂志社社长
通讯作者：王德，电话：０１０—６５２７１５７７，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ｄｅ＠ｃｍｊ．ｏｒｇ

ｎａｒｙ ｓｔｅｎｔ

ｃｌｉｔａｘｅｌ

ａｓ

ｓｔｅｎｔｉｎｇ．Ｗ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ａ

ｃｏｒｏ—

ｃｏ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ｇｅｎｔ ｐａ—
ａ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ｒｅｓｔｅｎｏｓｉｓ．在上文的

背景部分，用陈述的方式介绍了引起研究的原因（背
景），然后用“Ｗ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提示下文为研究目的。背

万方数据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２００３年６月第２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 Ｍｕｌｔ

Ｏｒｇａｎ Ｄｉｓ Ｅｌｄｅｒｌｙ

２００３

Ｊｕｎｅ

·１５９．

Ｖ。ｌ ２ Ｎｏ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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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和目的的内容是互相对应的：在背景中说明内皮

在结果部分，要避免简单地罗列数据，而要以其

增生是冠状动脉支架再狭窄的原因，因而目的是应

所反映的结果为中心，进行有序的组织和比较Ｈ］。

用抗增生剂紫杉醇（ｐａｃｌｉｔａｘｅｌ）预防再狭窄。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杂志，如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这是由于摘要的篇幅较短，提供的信息量较少，对结

Ｊｏｕｒｎａｌ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其摘要不要求介绍研究背

义，有时还要参考正文，这样就失去了摘要真正的作

景，研究目的多以不定式短语的形式表述，如：Ｔｏ

用——使读者不必阅读全文就可以了解研究的主要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ｔｕｍｏｒ ｉｎｍｍｎ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ｏｕｓｅ

内容。如果研究结果由几部分组成，最好按照与其

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 ｃｅｌｌｓ（ｍＤＣｓ）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ａｄｅｎｏｖｉｒｕｓ—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相应的方法、相同的顺序介绍。对各部分研究结果，

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ａｌｐｈａ ｇｅｎ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可以按照时间、主次等顺序进行介绍口］。如果在正

３．２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介绍主要的研究方法和

文中对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则在摘要的结果部分

研究结果，是摘要的重要部分，要做到详略得当。

也要列出比较结果，如改变的百分比（这种情况下可

３．２．１研究方法只要介绍所用方法的名称和检测

以不列出原始数据，但应列出样本量），或者Ｐ值

指标的统称即可。但如果论文中有与实验设计有关

（ｉｇ种情况下需要在括号中注明各自的原始数据和

的其他方面，如：研究对象及数量、分组方法、样本取

标准差）Ｅ４］。

果简单的罗列并不能使读者很好的理解结果的意

舍标准、研究持续时间及独特的统计方法等，也应在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ｗ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ｉｎ ９９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

摘要的方法部分介绍［４ Ｊ，同样也是说明名称即可，而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１７６ ｏｆ

不必介绍具体过程。
Ｗ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ｄｏｓｅ ｇｒｏｕｐ，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ｈａｄ
ｍｕｈｉｃｅｎｔｅｒ，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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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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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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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ｐａｃｌｉｔａｘｅｌ—ｅｌｕｔｉｎｇ

ｐｅｒ ｓｑｕａｒｅ

ｄｏｓｅ，３．１弘ｇ ｐｅｒ ｓｑｕａｒｅ

ａ

ｉｎｈｉｂｉｔ ｒｅ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Ａｔ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ｅｎｔｓ

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ｅｒ，ｏｒ

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ｅｒ）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ｈｉｇｈ

ｓｔｅｎｔｓ．

１７７）．Ａｔ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ｂｅｔｔｅ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

（ｍｅａｎ±ＳＤ，１４±２１

Ｐ＜０．００１），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ｓｔｅｎｏｓｉｓ
３９±２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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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２）ｒｎｌＴｌ＂Ｕｓ（１．０４±０．８３）ｉＩｌｒｎ（Ｐ＜０．００１）］，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ｅ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５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伽
２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Ｐ＜０．００１）．Ｉｎ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ａ

ｄｏｓ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ｍ３，ｉｎ

（１ ２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ｌｏｐｉｄｏｇｒｅｌ（１ ８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ｒ ｃｉｌｏｓｔａ—

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ｚＯｌ（３７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ｍａｊｏｒ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ｏｎｅ

ｍｏｎｔｈ ａｎｄ ｆｏｕｒ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ａｔ

ｆｏｕｒ

ｔｏ

ｔｏ

ｓｉｘ ｍｏｎｔｈｓ，ａｎｄ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ｉｘ ｍｏｎｔｈｓ．

在上例中，首先是对所用方法的总述，然后分别

ｉｎ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ｉｎｔｉｍａｌ 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３１，１８，ａｎｄ １３

Ａｎｔｉ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ａｓｐｉｒｉｎ ｗｉｔｈ ｔｉｃｌｏｐｉｄｉｎｅ

ａｔ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０．２９±

ｔｈ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ｏｓｅ

ｈｉｇｈ—ｄｏｓｅ，ｌｏｗ．ｄｏｓｅ，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ｏｆ

ｒａｔｅ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ｃｉｌｏｓｔａｚｏ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ｉｃｌｏｐｉｄｉｎｅ

ｏｒ

ｅｌｏｐｉｄｏｇｒｅｌ．

ｏｒ

ｅｌｏｐｉｄｏｇｒｅｌ，

Ａｍｏｎｇ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ｔｉｅｌｏｐｉｄｉｎｅ

ｅｖｅｎｔ—ｆｒｅ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ＷＳＳ ９８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ｎｄ １０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ｉｎ

介绍研究对象（患者）的数目、主要病情、分组方法和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ｄｏｓ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ｔ

随访安排。可以看出，方法部分主要是对实验设计

ｍｏｎｔｈ．ａｎｄ ９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ｉｎ ｂｏｔｈ

ａｔ

ｆｏｕｒ

ｔｏ

ｏｎｅ

ｓｉｘ ｍｏｎｔｈｓ．

进行介绍，对病情和分组方法都要具体介绍：狭窄程

在上文介绍结果时，也是先对概况进行总括，即

度、用药剂量、患者人数，而不必详细介绍具体的检

对９９％的患者的治疗是比较成功的。接下来，用“ａｓ

测指标。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对于方法学的研究论文，则应对所研究方法的

ｇｒｏｕｐ”提示组间比较，并
用并列句式介绍在内容上呈并列关系的检测结果，

基本过程及对该方法的评价方法进行介绍。

如对下述检测结果的介绍：“ｄｅｇｒｅｅ

３．２．２研究结果研究结果应当与研究方法相对

ｌｏｓｓ ｏｆ ｌｕｍｉｎａｌ

应，即对于介绍了研究方法的实验，一定要列出其研

５０

究结果；而对于没有介绍研究方法的实验，则不必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和“ｒａｔｅ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ｅｖｅｎｔｓ”提示不同方

出其研究结果；如果某些研究结果很重要，但在摘要

面的研究结果。在例文中，以介绍结果（ｈａｄ

中并没有对其相应的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则应在方

ｃａｎｄｙ ｂｅｔｔｅ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法部分予以补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等）为主，在随后的括号中列出原始数据对

万方数据

ｏｆ 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ｌａｔ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和“ｒｅｓｔｅｎｏ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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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进行说明，使得数据不零散并且意义更加明确。

４．５段落英文段落的发展方式，通常是在段落的

由上例可见，在结果部分介绍研究结果的同时，

起始处交代这一段的中心意思（即中心句），然后再

ｏｆ 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ｌａｔｅ

也介绍了具体的检测指标（ｄｅｇｒｅｅ

围绕这一中心分点展开ｂｊ。在段落内容的组织上，

ｌｏｓｓ ｏｆ ｌｕｍｉｎａｌ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和ｒｅｓｔｅ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５０

不仅要注意句与句之间逻辑上的连贯性，而且还要

ｐｅｒｃｅｎｔ），这就是为什么在摘要的方法部分只要介绍

注意句与句之间在语言上的衔接（可参见方法和结

检测指标的统称就可以了。

果部分的例子）。英语属于形合式语言【７］，句与句之

３．４研究结论只叙述重要的、由结果能推理出并

间的关系主要借助连接词表明。比如，用ａｎｄ，ａｓ

且在正文的结论部分强调过的结论。如果研究有比

ｗｅｌｌ

较重要的提示意义，也可列出，但应使用ｍａｙ，ｃａ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Ａｆｔｅｒ ｓｉｘ ｗｅｅｋｓ，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ｍｉｇｈｔ等表示可能的情态动词，以示与结论有所区

等提示下文将要介绍的内容。

别，或者用Ｉｔ

４．６缩写数量单位的缩写要以ＳＩ体系为准。对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等句式加以提

示ｂ ｏ。如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ｏ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ｄｒｕｇｓ

ｃａｒｅ，ａｎｄ ｍａｎｙ

ａｒｅ

ａｒｅ（结论）

作者在正文中使用的缩写，如果在摘要中出现的次

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ｂｌｅ

数并不多（＜３次），建议不要在摘要中使用缩写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ｂｌｅ．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ａｓ表示并列，用ｂｕｔ，ｈｏｗｅｖｅｒ表示转折，用Ｏｕｒ

ｍａｙ（提示）ｐｒｅｖ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因为如果该词组在摘要中出现次数不多，使用

ａｄｖｅｒｓｅ

缩写并不能节省很多空间，却为阅读造成障碍，使读
者不得不回到上文来查找该缩写的含义∞ｊ。

ｄｒｕｇｓ．

４．７关键词主要是从主题词表（ＭｅＳＨ）中查找，对

４英文摘要写作的一些其他原则

于进展较快的学科，如果主题词表中没有收录其领

４．１时态在研究背景中陈述已有的结论或现象

域中的主题词，作者可自己选择合适的关键词。

时，用一般现在时或现在完成时；如果用句子陈述研

４．８在论文的摘要中不能够使用图、表和参考文

究目的多用一般过去时；研究方法和结果均用一般

献。

过去时；研究结论用一般现在时。

本文所列举的原则，是一般性的概括，摘要不仅

４．２语态多用被动语态，使表达客观、规范，但如

有多种形式，就是同一类型的摘要，不同杂志的具体

果表达得当，目前也不排斥用主动语态。

要求也不尽相同，因而在写作摘要时，应以所投杂志

４．３词汇论文摘要属于科技信息语体，用词应当

的要求为标准。

具有专业性和准确性怕ｊ。最好的方法是参考已经发

参考文献

表过的论文和英文医学专业词典的用词。但同时也
要避免使用过于生僻的专业词汇，以便于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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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初学者的阅读∞ｏ。
４．４句子应当凝炼、紧凑，将主要内容放在主句中

２

陈述。不提倡使用太长、太复杂的句子，但也不提倡

ｉｏｕｒｎａｌｓ．Ａｎｎ Ｉｎｔｅ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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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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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或副词；③优先使用介词短语；④在句子不太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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