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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临床神经外科杂志》增设全媒体出版功能通知

网络时代的到来，为我们学术交流也带来了新的技术。为了便于神经外科同行能直观、可视地进行交

流，欢迎各位作者将自己文章中的影像做成动态单一影像或融合影像，将手术或血管内介入手术操作录相截

取关键精彩片段以动态录相的形式提供给编辑部，我们会将您的宝贵动态资料以“二维码”的形式发表嵌于

文章内，读者在阅读论文时，可利用手机的“二维码”功能阅读文中的动态影像和手术操作过程。这样可增加

同行交流的直观可视性，增加论文的阅读价值。

我刊2016年第3期在“述评”栏目中刊登了马廉亭教授撰写的《脊髓血管造影对脊髓血管疾病诊断的进

展》，其中21幅图像以“二维码”的形式动态显示单一或融合医学影像图像，是本刊的首次尝试，供大家参考并

提出建议。

《中国临床神经外科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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