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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J简介

•成立于 1840 年，有 180 多年的历史

•直属于英国医学会

•以其旗舰期刊《英国医学杂志》缩写命名

•致力于促进世界医学发展和患者健康改善

•影响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读者和用户

•总部设于伦敦，在美国、印度、巴西、中国有分部



•在临床实践及科研方面，涵盖各学科最

新临床进展BMJ期刊专辑不仅包括著名

的《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而且还收录有从医疗保健管

理到神经学等领域的共30种期刊。

http://intranet.bmj.com/projects/project-status/archived-projects/branding-project/the-logo-centre/logo-files/product-and-service-logos/bmj-journals/Heart.tif/image_view_fullscreen
http://intranet.bmj.com/projects/project-status/archived-projects/branding-project/the-logo-centre/logo-files/product-and-service-logos/bmj-journals/Gut.tif/image_view_fullscreen


•涵盖学科：涉及综合医学、临床专科、流行病学、药品、病历、医学教育、循证

医学和健康等领域。

•被SCI收录的期刊中：

5本在其专业领域排名第一

十余本排名前五

近一半期刊在它们所属领域排名前10



检索

单刊浏览

跨刊主题检索

高级检索设置



检索
单刊主题检索



最新一期（Current Issue）



Topic collections

‘
Current Issue’ 标签页下的‘Topic 
collections’可以帮读者找到感兴趣的内容.

BMJ Journals online的每一篇文章都被划
分到一个主题类别，作为BMJ电子版的原创
设计，可以更容易的跨刊检索
BMJ Journals 有超过250 临床和非临床
的topic collections.



在线优先出版

已被接收但尚未出版的文章可提前从
网站获取，通过我们的网站，可浏览
这些文章的原始手稿
通过期刊首页的‘Online First’ 可以
查看这些文章



过往巻期查询

可查看该刊历年文献



文章浏览方式

每篇文章都有摘要、题录、
全文或pdf格式
文章摘要和题录免费获取



文章内特色功能-与作者互动



邮件提醒服务可帮助读者知晓期刊的最新在线发行动态；通过该邮件，读者还可以直接浏览最新内容，如文
章、信件和评论。

邮件提醒

在期刊任意页面都
有该图标



提交手稿

通过ScholarOne 系统， BMJ 所有期
刊均可在线进行手稿提交及跟踪。可通
过 期刊首页的‘Submit a paper’ 或
‘About the journal’ 了解详情。



是BMJ出版集团旗下享誉世界的顶级综合医学期刊，以直接改善
患者健康为宗旨，吸引、启发医生、研究人员和其他卫生专业人
士参与全球卫生大讨论，为其提供知识与信息以做出更好的临床
决策。

● 收稿率：7% （原创研究文章）
● 2019影响因子：27.604

● 投稿至初步决定用时：2至3周
● 创刊时间：1840年
● 官网主页：http://www.bmj.com/thebmj

部分资源展示—The BMJ



BMJ旗下第一本纯开放获取期刊，接收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和流行
病学的研究文章，接收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的研究文章。

● 收稿率：55%

● 2019影响因子：2.496

● 出版频率：不间断出版
● 出版速度：投稿至初步决定：平均55天

接收至发表：3周或更短
● 被索引情况：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Web of Science), PubMed, 

PubMed Central, Medline, Scopus, Google Scholar, CAB Abstracts, Global 

Health (CABI)

● 创刊时间：2011年
● 官网主页：http://bmjopen.bmj.com

● 作者指南（中文）： http://www.bmjchina.com.cn/uploads/soft/160729/4-

160H9132551.pdf

部分资源展示

http://bmjopen.bmj.com/
http://www.bmjchina.com.cn/uploads/soft/160729/4-160H9132551.pdf


是欧洲抗风湿病联盟的官方期刊，学科排名第一，内容涵盖肌肉骨
骼、关节炎和结缔组织疾病等所有风湿病学相关的基础、临床和转
化研究。

● 收稿率：12% （原创研究文章）
● 2019影响因子：16.102（风湿免疫科全球第一）
● 出版频率：月刊
●出版速度：投稿至初步决定：平均17天 （原创研究文章）

接收至发表：平均13天（线上发表）
● 被索引情况：Science Citation Index, Index Medicus (Medline), Excerpta

Medica (Embase), BIOSIS Previews, Sociedad Iberoamericana de Informacion

Cientifica (SIIC)

● 创刊时间：1939年
● 官网主页：http://ard.bmj.com/

●作者指南（中文）： http://www.bmjchina.com.cn/uploads/soft/160729/4-

160H9122F4.pdf

部分资源展示

http://ard.bmj.com/
http://www.bmjchina.com.cn/uploads/soft/160729/4-160H9122F4.pdf


是英国胃肠病学会的官方期刊，在胃肠病和肝脏病学科的期刊中排
名全球第二。发表与消化道、肝脏、胆道系统和胰腺相关的一流临
床研究文章。

● 收稿率：12% （原创研究文章）
●即时拒稿率：54% （所有投稿，在1-3天内决策）
● 2019影响因子：19.819 （胃肠病和肝脏病领域期刊全球第二）
● 出版频率：月刊
● 出版速度：投稿至初步决定：平均10天 （Fast Track Review为2-7天）
投稿至最终决定：平均13周
接收至发表：平均17天（线上发表） 平均8个月（纸刊发表）
● 被索引情况：Index Medicus (Medline), Science Citation Index, ISI Current 

Contents (Clinical Medicine/Life Sciences), Excerpta Medica (Embase), BIOSIS 

Previews

● 创刊时间：1960年
● 官网主页：http://gut.bmj.com/

● 作者指南（中文）： http://www.bmjchina.com.cn/uploads/soft/160729/4-

160H9121119.pdf

部分资源展示--Gut

http://gut.bmj.com/
http://www.bmjchina.com.cn/uploads/soft/160729/4-160H9121119.pdf


旨在发表与以下主题相关的研究文章：1）世界烟草使用的
本质和效应对人群健康、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影响，2）通
过人群教育与政策修改为预防和控制全球烟草流行所做出的
努力，3）烟草控制政策的道德层面讨论，以及4）烟草行业
及其盟友的活动。

● 收稿率：24% （原创研究文章）
● 2019影响因子：6.726

● 出版频率：双月刊
● 出版速度：投稿至初步决定：平均27天
接收至发表：平均19天（线上发表）
●被索引情况：Medline and Index Medicus, Current Contents/Clinical 

Medicine, Current Contents/Social & Behavioural Sciences,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 创刊时间：1992年
● 官网主页：http://tobaccocontrol.bmj.com/

● 作者指南（中文）：
http://www.bmjchina.com.cn/uploads/soft/160802/4-
160P2140928.pdf

部分资源展示—Tobacco Control

http://tobaccocontrol.bmj.com/
http://www.bmjchina.com.cn/uploads/soft/160802/4-160P2140928.pdf


更多期刊信息，请访问BMJ中国区网站：
http://www.bmjchina.com.cn/journals/aboutj

ournals/overview/

http://www.bmjchina.com.cn/journals/aboutjournals/overview/


Contact：Kitty Hu

Email: kitty@igroup.com.cn

Tel: 010-8233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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