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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子印友武沢大学医学部博士研究生在学期同友表

学木沿文的若干規定的通知

医学部各学院 :

《武沢大学医学部博士研究生在学期日友表学木沿文的若千

規定》已姪 2019年 医学部第十届学位汗定委員会第二次会袂常

洪通辻,現予以F「 友,清遵照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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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沢大学医学部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同友表学木沿文的若千規定

医学部実施医学勝弐廿表1,逃入医学双一流 “c9咲盟"以

来,力 武大医学的友晨注入了彊ノむ斉1,提供了更高的平台。力逃

一歩完善医学人オ体系建没 ,カロ張医学人オ培界咸妓,張化医学

博士研究生Cl新 能力培木,保江医学博士研究生培界反量,提高

学木水平,特 +1定本d「L定 :

一、友表学木沿文基本要求

1.博 士研究生在学期同友表的学木沿文又須足与学位沿文

緊密相美的研究沿文 (不 包括朱述、摘要、病例扱告、META分

析 ),学木沿文友表的刊物泣力正刊 (不 包括増刊、特千J、 寺千1),

対学木沿文的碗決以正式友表的絶文力准。

2.申 清医学学木学位博士研究生至少有 1篇 寺学位沿文有

美的研究沿文在 SCI二 区牧永的学木期刊上友表;或在 SCI三 区

牧永的学木期千1上 友表 2篇沿文;或在 SCI三 区牧永的学木期千1

上友表 1篤沿文井在医学部指定的 “中準系夕1期 千ぽ 上友表 2篤

与学位沿文有美的研究沿文。同等学力学木学位博士参照以上要

求執行。

3。 申清医学寺立学位博士研究生庄至少在 SCI三 区牧呆的学

木期 IFll上 友表 1篤沿文;或在 SCI四 区牧永的期千J上友表 2篇沿

文;或在 SCI四 区Lll永 的期千1上 友表 1篤沿文井在医学部指定的

“中準系列期刊"上友表 1篤有学位沿文有美的研究沿文。“八



年一貫、本博融通 "1傷 床医学、口腔医学博士寺立学位学生;1傷

床医学、口腟医学在取寺立学位博士参照以上要求執行。

4.博士研究生所友 scェ 学木沿文須在式沢大学四ギ竹出具期

千J、 牧永及分区栓索江明,SCI分 区支持期千1引 江扱告(筒称 」cR)

分区法和中国科学院 SCI分 区法。

二、友表学木沿文単位署名

1.博士研究生在学期同友表的学木沿文,研究生力第一作者 ,

通諷作者庄力博士生指早教岬。単位署名庄遵循武沢大学医学部

有美的教学単位名称表述。

2.咲合培界博士生学刀期同友表的学木沿文,如作力申清武

沃大学博士学位的学木恰文之一,泣符合下列情形:以 武沢大学

培界単位力第一署名単位,研 究生力第一作者或其早りT力 第一作

者、研究生力第二作者,沿文的第一通諷作者泣力博士生指早教

りT;在 以上前提下,合作方早りT可 力其他有妓作者,女口共同第一

作者、同等貢献作者。合作方早りT署名単位可署合作方高校;沿

文的第二通颯作者可力合作方早岬。

三、友表学木沿文特殊情況滉明

1.博 士研究生在演期日政口有重大科学研究成果,医 学部各培

界単位可按特殊情況単独提交核生申情授予学位扱告,提清医学

部学位浮定委員会廿沿,結果予以公示通辻后授予博士学位。

2.凡友表的学木沿文中出現共同第一作者情4,清在申済学

位姿格常核叶提供 “友表学木沿文共同第一作者情況沈明",在

SCI一 区学木期刊 (影 噛因子 IF≫ 20)沿文限前 3位共同第一作

者答丼資格使用;在 ScI一 区学木期千1(影噛因子 IF>9)沿文



限前 2位共同第一作者答丼資格使用;SCI二 区及以下学木沿文

供限 1人 学位申清姿格使用。

3.凡 友表的学木沿文中出現未兄刊情況,清在申清学位姿格

常核叶提供 “友表学木沿文未兄千J情況鋭明 "。 女口学木沿文在残

友表或沿文清祥上已有文章 DOI号 ,可作力学位申清姿格使用。

女口友表的学木沿文尚未兄千1,但有采用通失口、版面奏友票,可 以

申清学位沿文答丼,通辻学位恰文答丼者可以申清半立,但核生

的学位授予同趣不提交到医学部学汗会廿沿。待咳生込至1授 予学

位要求后,各培界単位学汗分会方可者核生的学位授予同題提交

医学部学位汗定委員会廿沿。

四、医学部各培界単位可根据具体情況,+1定不低千医学部

基本要求的博士研究生在学期同友表学木沿文林准,扱 医学部学

位浮定委員会各案后施行。

本規定 白2019奴博士研究生、2019年 起通辻姿格常核的同等

学力博士学位申済者升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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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表学木沿文共同第一作者情況滉明

友表学木沿文未兄千1情況現明



附件一:“ 中準系夕1期 千1"目 永

1中 年医学染志

2中 準外科染恙

3中 準翁核和呼吸染恙

4中 準′む血管病染志

5中 準眼科染應

6中 準神経科tt恙

7中 準全科医りT染 志

8中 準ti傷染志

9中 +放射lll瘤 学染志

10中 牛肝粧病染志

11中 準航空航え医学染志

12中 牛労功工生I・ 立病染志

13中 準流行病学染志

14中 準内分漣代萌1余 恙

15中 準器官移植染恙

16中 準野肛病染志

17中 Hl‐ 手外科染志

18中 準曰声医学染志

19中 年霊微外科未志

20中 準小りし外科余恙

21中 牛血液学染志

医学部博士研究生投稿国内核ノい期刊目永 (78紳 )

28中 半病理学染it

29中 年月え腺病染志

30中 牛メヨ■科染志

31中 準耳鼻咽喉共頚タト科染志

32中 準ll輪 医学染志

33中 準口腔医学染志

34中 準口腔正崎学染恙

35中 II‐ 超声影像学ft志

36中 準念1傷染恙英文版

37中 牛ス湿病学染志

38中 準骨科染志

39中 準核医学染志

40中 年老年医学染志

41中 牛麻酔学染恙

42中 準皮朕科余志

43中 準燒傷染志

44中 半実強和 臨床病毒学染志

45中 準創侮骨科染志

46中 準胃月カタト科染恙

47中 年消化内境染志

48中 年′む律失常学染志

55中 準医学余志 C英 文版 )

56中 年内科染志

57中 準ノし科染恙

58中 準放射学染志

59中 準精神科染志

60中 準預防医学染志

61中 半竹染病染恙

62中 準戒射医学寺防ゲ染恙

63中 準肝胆クト科染志

64中 準航海医学寺高気圧医学染志

65中 半急珍医学染志

66中 準・l・ 康管理学染恙

67中 準洪尿外科染志

68中 準普通外科染恙

69中 牛神姪外科染志

70中 準実輪外科染志

71中 準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染恙

72中 準物理医学与康夏染恙

73中 準消化染志

74中 準胸ッむ血管外科染志

75中 準 脇床感染病染恙

76中 準医学遺侍学余志

77中 準整形外科染志

78中 準医学教育染志 (限 管理炎学生)

22中 準医学科研管理染恙 (限 管理美学生)49中 準日艮底病染志

23中 準貯瘤余恙            50中 準医学美学美容染志

24中 ■t医 院管理奈恙 (限 管理美学生) 51中 準■姪医学―tt

25中 準消化外科染志         52中 年現代■理‐t志

26中 準脇床菅界染恙         53中 年生物医学工程tt恙

27中 準目腱祝光学寺視党科学染志 54中 牛糖尿病染恙



附件二:武沢大学医学部有美的教学単位名称表述

1、 中文:武沃大学基拙医学院

夢tメこ: Wuhan University Schoo1 0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2、 中文:武沃大学人民医院

夢t'こ : Dept of Cardio10gy, Renmin Hospita1 0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60, Hubei Province, P.R C

3、 中文 :武渓大学 中南医院

夢こメこ: Zhongnan Hospital ol‐  Wuhan University

4、 中文 : 口腟基拙 医学省部共建 国家重点実船室培育基地和 口腟生物医学

教育部重点実聡室,武沢大学 口腔医学院

夢こメこ: 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Breeding Base Of Basic Science of

StomatO10gy (Hubei一 MOST)& Key Laboratory of Oral Biomedicin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 HOspita1 0f StOmatO10gy, Wuhan University

5、 中文 :式沃大学健康学院

夢こメこ: Wuhan University School of Health sciences

6、 中文 :武沢大学方学院,姐 合生物合成有新方友現教育部重点実詮室

英 」モ: Wuhan university SchOO]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Key

Laboratory of COmbinatorial BiOsynthesis and Drug Discovery,Ministry of

Educat10n

7、 中文 :武 滉大学医学研究院

夢t,こ : Medical Research lnstitute, lVuhan University



附件三 :

友表学木沿文共同第一作者情況説明

企人基本情況 :

姓  名:     学 号:      を 立:     早りT:

学木沿文洋如情況 :

(1)学 木 lL‐ 文題 目:

(2)期 千1名 称 :

(3)期 千1属 性 :

(4)学 木恰文共同第一作者署名 :

(5)学 木沿文第一署名単位 :

本人滉明 :

早りT意見 :

此篇学木沿文共同第一作者有 ,核沿文供限千

学生作力博士沿文答丼姿格常核使用。

」「子ニリT``S:名 :

年 月  日

学生答名 :

年  月   日



附件四:

友表学木恰文未兄刊情況悦明

企人基本情況 :

学木沿文洋_//E情 汎 :

(1)学 木ぬ文題 目:

(2)期 千1名 称 :

(3)期 千1属 性 :

(4)学 木沿文第一作者署名 :

(5)学 木沿文第一署名単位 :

(6)日 前状恣:   □只有接 1文 函  □清祥上己有 DOI号    □在残友

表,未正式牧采

本人承港滉明 :

早りT意見 :

早岬答名 :

年 月 日

学生答名 :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