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现代中药》稿件体例要求 

（2014版） 

 
1  文题、作者、单位及脚注 

标明论文题目、作者姓名、工作单位[全称，地名（省、市或县）及邮政编

码]。论文题目，若有基金项目资助的课题请在论文题目结尾以“△”上标。论

文署名不宜过多，应限于对该论文能负责并解答有关问题者。相同单位作者不用

加注序阿拉伯数字号，若不同工作单位的作者，应在姓名右上角加注阿拉伯数字

序号，并在工作单位名称之前加以与作者姓名序号相同的序号。同一作者不同单

位以不同序号标注，序号间以“，”间隔。责任作者(通信作者)应加注“*”上

标。作者之间用“，”间隔。工作单位全称与地名之间以“，”间隔，省，市或

县以两字符量间隔，省，市或县与邮编以“1 个中文字符量间隔”，不同单位以

“；”间隔。在单位中单位与部门或学院之间空半个字符。脚注注释于文章首页

左下方，应包括，基金项目及通信作者。基金项目包括，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

多个项目用“；”间隔，且在“基金项目”前以“△”上标。通信作者包括姓名、

职称、研究方向、联系方式（固定电话，电子邮箱）且在通信作者姓名前以“*”

上标，姓名与联系方式之间以“，”间隔。如下示例： 

附子不同产区生态因子及栽培方式的考察与评价
△ 

周海燕1,2，周应群1,2，羊勇3，汪明德3，赵润怀2 

（1.中国医学科学院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药用植物研究所，北京  100193；2.中

国药材公司，北京  102600；3.四川江油中坝附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四川，绵

阳  621700）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支撑下计划项目（2006BAI09B05-2） 

[通信作者]  *

文稿须附中、英文摘要和关键词。中文摘要一般 200～500 字，关键词 5～8
个，尽量选用《汉语主题词表》和《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主要

的自由词和未被词表收录的新学科、新技术中的重要术语也可作为关键词标出。

赵润怀，主任中药师，研究方向：中药资源与中药材生产加工；

Tel：(xxx)xxxxxxxx，E-mail：xxxxx 

2  摘要、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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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关键词之间用“；”分隔。研究性论文的中、英文摘要均采用四要素结构式书

写，即目的（Objective）、方法（Methods）、结果（Results）和结论（Conclusion）。
综述性论文需写出叙述形式的指示性摘要，要突出文章的创新内容。 
如下示例： 

[摘要]  目的：量化分析不同产区的生态因子……。方法：对四川江油、陕

西汉中……。结果：3 个月产区生长期有效积温较为接近……。结论：附子质量

和气候因子……。 

[关键词]  附子；生态因子；气候因子；土壤；重金属；栽培管理 

3  引言 

不宜超过 300 字，应概述本研究的理论依据、实验基础、研究方法及其文献

来源，以及国内外相关领域内前人所做的工作及研究概况，明确提出本文研究目

的。注意尽量避免与文题及摘要文字上的雷同。引言文字要简练，要求简单综述

以前与本文有关的、有代表性的文献，仅说明作者研究的必要性和新颖性即可，

不需大篇幅介绍业内熟知的技术方法和研究方向。 

4  正文 

4.1 序号标题 

正文层次序号以 1、1.1、1.1.1 表示。层次序号不超过 4 级，其后写明各层

次标题，第三、四层次标题后接排正文。标题顶行不缩进。如下示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供试土壤  在江油、汉中、布托 3 个主产区的不同乡镇……。 

4.2 实验材料 

写明规格和来源，药名符合《中国药典》、《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国际

非专有药名》（International Nonproprietry Names，INN）等，药用植物名符合《中

国植物志》，不用代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新药则用批准的药名。

首次出现的中文、外文简称（缩写语）应先写出全称（中、外文全名），然后才

能直接使用。动植物实验材料必须附正确的拉丁学名，并提供鉴定人姓名、职称

及其工作单位。中成药质量标准文章中处方需写出药物组成、主要制备工艺（以

标明剂量为佳）。写明主要仪器、设备名称、型号、生产厂家及试剂的规格。 

4.3 数字 

数字用法应执行国家标准（GB/T 15835-2011）》规定。数字作为量词及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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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使用，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如“1 个，2 种，3 次”等；但古籍文献的卷次、页

码，农历及我国清代以前的历史纪年用汉字，如《中国植物志》（第四十二卷 第

二分册）。固定词语中作词素的数字用汉字，如二倍体、三氯甲烷、十二指肠等。

4.3.1 阿拉伯数字使用规则  ①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和时刻用阿拉伯数

字表示，年份不能简写，如 1990 年不能写成 90 年；②多位的阿拉伯数字不能拆

开转行；③计量和计数单位前的数字；④数字以小数点开始，每个千分位加空格，

如 786 438，－0.126 11；⑤数值的增加可用倍数表示，减少只能用分数或%表示，

例如增加 2 倍，减少 1/2 或 50%。 

4.3.2 参数与偏差范围  ①数值范围：中文正文中范围表示用波浪号（～），如

200～300 只，英文摘要及参考文献中用短横线（-）200-300 g；②百分数范围：

10%～20%不能写成 10～20%，（20±2）%不能写成 20±2%；③具有相同单位的

量值范围：1.0～3.0 mg 不必写成 1.0 mg～3.0 mg；④偏差范围：（20±1）℃不

能写成 20±1 ℃。 

4.3.3 数值修约  应执行国家标准(GB/T 8170-2008)的规定，简明口诀为“4 舍 6

入 5 看齐，奇进偶不进”。 

4.4 单位、符号   

常用度量衡单位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并以单位的国际符

号表示，如：长度单位 1 m、3 cm、4 mm等；时间单位 1 s、2 min、3 h、4 d等。

数字与单位符号间空半个字符，如 16 mg，20 mL。土地面积单位应将“亩”等

单位换算为m2、km2或hm2；浓度单位用摩尔浓度表示，如：1 M硫酸应为 1 mol·L-1

硫酸；1 N硫酸应为 0.5 mol·L-1硫酸；RSD(相对标准偏差)不用CV(变异系数)；A(吸

收度)不用OD(光密度)；μg，μL或μm,不用μ；r·min-1(转速)不用rpm；压力单位应

换算为Pa或kPa；表示微量物质含量的ppm应写成 10-6；以往用来表示化学位移量

值的ppm已废弃，如δ=2.5 ppm应写作δ=2.5。以分数形式的单位符号应写成乘积

负次方“-1”，如“mg/mL”应作“mg·mL-1”，“mL/min”应作“mL·min-1”；

但不能全部用英文单位表示的中文、英文单位之间用“/“表示，如“g/株”；分

子量、相对分子量全部用相对分子质量表示，当用符号表示时再分Mr，Mn。 

4.5 图表 



《中国现代中药》稿件体例要求（2014） 

 4 / 7 
 

力求少而精，能用文字简要说明者尽量不用图表，文字与图表不应重复表达。

图、表应具有自明性。图和表中的量与单位表示法应为：量的名称或符号在前，

单位符号在后，其间用斜线相隔，如，t/min，回收率/%。应能够提供原图或其

电子扫描件，图片必须清晰，显微镜照片应具长度标尺。表格用三线表，栏目项

不应有空缺。图题、表题及图表中内容尽量用中文表示，无中文名可用英文表示。

图表应穿插在文字适当位置（紧跟正文叙述），不能罗列附在正文后。表题在表

前，图题在图下。附图应有图示，图示应以字母或数字列清标明于图下图题上。

如下所示： 

 

表 1  梣酮回收率测定结果 

序号 
样品取样

量/mL 

样品中含

量/mg 

加入量/ 

mg 

测得量/ 

mg 

回收率/ 

% 

平均回收

率/% 

RSD/ 

% 

1 15 0.405 0.360 0.750 1 95.86 97.81 1.64 

2    0.755 6 97.39   

3    0.763 8 99.66   

4    0.762 5 99.30   

5    0.759 7 98.53   

6    0.751 1 9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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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梣酮对照品色谱图 

图 1  止痒消炎酊液相色谱图 

4.6 讨论 

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主要阐述本研究的新发现、结果分析及存在问题等，

应避免不成熟的论断。讨论中一般不列图表。 
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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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依照其在文中出现的顺序于上角方括号内标明阿拉伯数字序号，文

献数量不少于 5 篇，应尽量引用近期公开发表的原始文献。综述性文章应尽量使

用 10 年以内文献，文献数量一般控制在 50 条以内。作者应对所引文献的准确性

和完整性负责，在网站投稿时务必使用“参考文献检测”功能，以便帮助发现并

及时修改参考文献中的错误。参考文献著录格式按执行国家标准(GB/T 

7714-2005)的规定。国外参考文献一律用原始文种著录，作者姓名均为姓在前，

名在后（不加缩写点）；英文杂志名使用缩写（不加缩写点）；日文不可用中文

简化字。作者为 3 人以内者，全部注明姓名，并以“，”间隔，作者在 3 人以上

时在第 3 作者后加“，等”其余作者省略。文献应标注类型标志：期刊[J]，普通

图书[M]，专利[P]，学位论文[D]，会议录[C]，汇编[G]，标准[S]，报告[R]。常

用参考文献写法举例如下： 

期刊： 

[序号] 作者.题目[文献类型标识].刊名，出版年，卷（期）：起迄页.序号与

作者之间空半个字符。 

例：[1] 钟继洪，林兰稳，谭军，等.化橘红产地土壤与幼果的重金属研究[J].

中药材，2005，28(5)：361-362. 

[2] Goodger N M，Gannon J，Hunt T，et al.Cell cycle reglatory proteins  an 

overview with relevance to oral cancer[J].Oral Oncol，1997，33（2)：61. 

书籍： 

[序号] 作者.书名.[文献类型标识].卷次.版次（第 1 版不写）.出版地：出版社，

出版年：页次. 

例：[1] 吴仪洛.本草从新.[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8：100. 

例：[2]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国药典 [S].一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0：184. 
6  其他注意事项 
6.1 语言 

论文避免使用口语语言，文中不以第一人称进行论述，如“我们”应作“笔

者”，“本人、本文”改为“本研究、本实验”等。 

6.2 正斜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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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排印错误，希腊文及斜体字均应在文中书写清晰。涉及统计学的字

母用斜体，如 F, T,t 检验，P 值，（ x ±s, n=6）等。回归方程中的 X,Y, r 等用斜

体,如：Y=1 253X+609，r=0.999 9。化学中表示旋光性、构型、构象、取代基位

置等的符号要用斜体，如：d-（右旋）、dl-（外消旋）、o-（邻位）、p-（对位）、

m-（间位）；含双键化合物的空间结构，如 Z（顺式）、E（反式）；手性化合物空

间结构，如 R（顺时针）、S（逆时针）；氨基酸、肽类、糖类等：D（取代基在右

侧）、L（取代基在左侧）；取代位的元素，如 N、O、P、S。公式中的变量如平

衡常数 K 及速度常数 k 均为斜体，但不变的常数如 e,π以及少数缩写如 RSD 为

正体；药材拉丁名用正体，植物拉丁学名用斜体，体内（in vivo）体外(in vitro)

用斜体。 

6.3 关于 HPLC 

HPLC 不称“HPLC 法，HPLC 色谱法”，HPLC 图不称“HPLC 色谱图”。 

HPLC 图一律不用纵坐标，横坐标单位为 t/min（HPLC）,一般成方制剂要提供样

品、阴性、对照品图；单味药要提供样品图及对照品图。 

其他色谱光谱图横、纵坐标表示方法如下： 

色谱/光谱法 纵坐标 横坐标 

HPLC/GC 无 t/min 

红外 透光率/% 波数/cm-1 

UV 吸光度（A） 波长/nm 

MS 无 m/z 

NMR 无 δ 

X 衍射 无 2θ/° 

6.4 字号问题 

投稿时文中各部分建议用小四宋体 1.5 倍行距，研究论文的中英文摘要及关

键词用小五宋；表格中的文字、公式、参考文献用小五宋，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单倍行距。 

6.5 浓度问题 

废除百分浓度及其他非标准的浓度表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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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浓度  表示具有确切相对分子质量化合物的浓度，采用浓度(cB),即B物质的

量除以混合物的体积，通常为mol·L-1或 mmol·L-1，如B化合物的浓度为 1 mol·L-1

表示在 1 L溶液中有 1 mol B化合物，可直接描述为“B的浓度为 1 mol·L-1”。 

6.5.2 质量浓度  没有确切相对分子质量的化合物（如某些聚合物、糖类等高分

子化合物）的浓度表示，可采用质量浓度（ρB），即B物质的质量除以混合物的

体积，通常为kg·L-1, g·L-1, mg·L-1的形式，如B化合物的质量浓度为 1 g·L-1表示在

1 L溶液中有 1 克B化合物，可直接描述为“B的质量浓度为 1 g·L-1”。 

6.5.3 质量分数  过去通常使用的重量百分浓度应该为质量分数（ωB）表示，即

B物质的质量与混合物的质量之比，如B化合物的质量分数为 10%，表示在 100

克的混合物中有 10 克B化合物，可直接叙述为“B的质量分数为 10%或 0.1”。 

6.5.4 体积分数  体积百分浓度应该为体积分数（φB）即B物质的体积与混合物

的体积之比，如B化合物的体积分数为 10%，表示在 100 mL的混合物中有 10 mL 

B化合物，可直接叙述为“B的体积分数为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