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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中药》稿件体例要求（2021 版）

按照国家新闻出版署《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要求，以《中医

药期刊编排规范》（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为指导，在《中国现

代中药》稿件体例要求（2020 版）基础上，结合 2020 年度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主管期刊审读报告及同行高质量期刊规范进行修订完善

2021版稿件体例要求。

1 题名

题名一般使用能充分反映论文主题内容的短语，简明扼要；题名

的短语间如需分隔，用空格表示，不用逗号分隔；题名转行时应保持

词语的完整性，避免将一个意义完整的词拆开转行；助词（如“的”

字留在行末），连词（如“和”“与”“及其”等）在转行的行首；

一般不设副标题，确有必要时，副标题前加破折号（破折号起另起行），

英文副标题前加冒号；题名中系列研究用罗马字母Ⅰ、Ⅱ表示，不用

中文一、二表示；尽量删去题名中的“研究”“实验研究”等多余字

段；自拟方命名采用汉语拼音，应以词为音节列出拼音。如“补肾活

血丸”应写为“Bushen Huoxue Wan”或“Bushen Huoxue Pill”；若

有基金项目资助的课题请在论文题目结尾以“
△
”标注。

作者投稿时应上传著作权专有许可使用授权书，请所有作者签名

并加盖第一作者单位公章（部门或单位公章）。如文章知网首发前，

作者署名顺序有变动，需重新提交著作权专有许可使用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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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基金项目，投稿时应上传基金项目任务书关键信息页扫描

件。

2 作者、单位

2.1 作者

1)第一作者必须是文章的主要完成者；2）通信作者对文章的选

题及内容进行辅导，可对文章的真实性、科学性负责；3）其余作者

也有参与选题和设计，或参与资料的分析和解释；4)起草或修改论文

中关键性理论或其他主要内容。

稿件网络首发后作者不能再变动。

相同单位的作者不用加注阿拉伯数字序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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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作者姓名处序号相同的序号；作者工作单位应按照作者署名顺序依

次著录；同一作者不同单位以不同序号标注，序号间以“，”间隔；

中英文通信作者右上角均应加注“
*
”；并列第一作者右上角加注“

a
”，

并在脚注按下例格式标注。

所有署名作者的英文姓名应全部列出，中国大陆作者姓名用汉语

拼音标注，汉语人名姓在前，名在后，姓名之间用空格分开，复姓连

写，姓氏字母全部大写，名首字母大写，双名中间用“-”分开，如

WANG Xing-min；大写字母“ü”可以用“YU”代替，如“吕”拼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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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U”。如下示例：

李耿1，李振坤2，郭宇博3，程煜华4，刘立营5，张秀梅5，杨洪军6*

LI Geng1，LI Zhen-kun2，GUO Yu-bo3，CHENG Yu-hua4，LIU Li-ying5，ZHANG Xiu-mei5*，
YANG Hong-jun6*

2.2 单位

工作单位全称与地名之间以“，”间隔，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或县以 1个中文字符间隔，省、市或县与邮编以 1 个中文字符间隔，

不同单位以分号“；”间隔，在单位中单位与部门或学院之间空半个

中文字符；同一单位 2 种名称以“/”隔开；英文作者单位应在邮编

后面加注国别，只标注城市，不标注省份；凡以“a、o、e”开头的

非第一音节的拼音字母，在“a、o、e”前用隔音符号“
，
”隔开（Xi

,
an）,

如下示例：

注：陕西英文标注为“Shaanxi”，山西英文标注为“Shanxi”；西安英文标注为“Xi’
an”；乌鲁木齐英文标注为“Urumqi”；呼和浩特英文标注为“Huhhot”；哈尔滨英文

标注为“Harbin”。

3 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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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项目

如果有两个项目编号，则以逗号“，”间隔，且在基金项目前标注“
△
”。

除作者特殊要求以外，国家级基金项目放到前面，地方基金项目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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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通信作者包括姓名、职称、研究方向、联系方式（固定电话及

E-mail），且在通信作者姓名前标注“
*
”，研究方向与联系方式之

间以“；”间隔，其余以逗号“，”间隔；如有两个通信作者，则作

者间做换行处理。如下示例：
△
[基金项目] 中国科协项目（2018-6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项目（GZY-KJS-2018-016-09，

GZY-FJS-2018-612）
*[通信作者] 杨洪军，研究员，研究方向：基于整合药理学的中药新药设计与大品种培育；

Tel：（010）57730848，E-mail：hongjun0420@vip.sina.com

注：基金项目及通信作者结尾处均不加句号“。”；基金项目中年份的括号用“〔〕”。

4 摘要、关键词

中英文摘要前分别冠以[摘要][Abstract]字样；中文摘要一般

200～500 字，关键词 3～6 个，尽量选用《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

中的规范词或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科技名词术语

（http://www.termonline.cn/index.htm）。关键词要紧扣主题。多

个关键词之间用“；”分隔；研究性论文的中英文摘要均采用目的

（Objective）、方法（Methods）、结果（Results）、结论（Conclusion）

四要素的结构书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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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摘要、正文中，如原词过长且文中又多次出现，

第一次出现时一律先写出中文全称后在圆括号内标注缩写词，以后出

现则用简称（摘要、正文、图、表中都要独立出现）；英文摘要无比

号“︰”，应该用英文状态下的冒号“:”表示；英文题名或摘要中

的书名用斜体；摘要中不能出现“本研究”“本文”等字样；摘要及

中文中的英文单词尽量避免转行。

［摘要］ 目的：建立超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串联质谱法（UPLC MS/MS）同时

测定…。方法：采用 ACQUITY UPLC BEHC18色谱柱（100 mm×21 mm,18 μm），…。结果：

９个维生素类成分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结论：该方法操作简便、准确、重复性好，…。

［关键词］ 雪莲；维生素；超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串联质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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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关键词应以[Keywords]作为标识排在行首，各关键词之间用

“；”隔开；英文关键词与中文关键词需一一对应；关键词如涉及植

物拉丁名要有定名人；关键词如果有英文缩写可直接缩写；英文关键

词一般采用小写格式，专有名词首字母大写，如下示例：

[Keywords] Cassiae Semen；modern application；chemical components；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5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每篇文章加入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如有多个中

图分类号，分类号之间用分号“；”间隔，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之间各空两个中文字符。标注格式如下：

[摘要]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doi：

注：为便于文献的统计和期刊评价，确定文献的检索范围，提高检索结果的适用性，每

一篇文章或资料应标识一个文献标识码。本规范共设置以下 5种：

A：理论与应用研究学术论文（包括综述报告）；

B：实用性技术成果报告（科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总结（社科）；

C：业务指导与技术管理性文章（包括领导讲话、特约评论等）；

D：一般动态信息（通讯、报道、会议活动、专访等）；

E：文件、资料（包括历史资料、统计资料、机构、人物、书刊、知识介绍等）。

不属于上述各类的文章及摘要、补白、广告、启事等不加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由每一期刊的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出版年、期次及文章首页页码和页数 5

段共 20 位数字组成，其结构为：XXXX-XXXX（YYYY）NN-PPPP-CC。其中：“XXXX-XXXX”为

文章所在期刊的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编号（ISSN），“YYYY”为文章所在期刊的出版年，“NN”

为文章所在期刊的期次，“PPPP”为文章首页所在期刊页码，“CC”为文章页数，“-”为

短横线。如文章有转接页的情况，转接页也应计入页码数。

6 正文主体

6.1 引言

不宜超过 300 字，实验研究文章引言中要说明实验目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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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前人研究文献，指出本文的新颖性所在。删去“现将结果报道如

下”等罗嗦字句。注意尽量避免与文题及摘要文字上的雷同。切忌写

成文献综述。

正文构架一般分为目的（引言）、材料（或仪器与试药）、方法、

结果、讨论 5 个部分，删去“实验目的”“实验方法”“实验结果”

“实验讨论”中的“实验”二字。研究性文章中的“材料”和“方法”

应分别列出，“方法”“结果”可分别列出，也可合并。

6.2 材料与方法

写明规格和来源，药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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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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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学名（依据 2020 年版《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中药材和饮片拉丁名排序为属名+种加词在先，药用部

位在后），并提供鉴定人姓名、职称及其工作单位。植物来源中植物

名后的拉丁名不用括号，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再次出现属名可用缩写，

省略定名人。

研究对象为实验动物，需注明动物的名称、种系、等级、来源、

动物许可证号及动物实验的伦理学审查（注明单位及批号）、数量、

性别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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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及化学试剂使用通用名，并注明来源、批号、规格、剂量。

仪器应注明名称、型号（型号后需要加“型”字）、生产者。

采用中药汤剂、中成药，应列出组成的药物名称、剂量、炮制方

法、服用方法。

提取物需要提供质控标准；对照品需要提供批号和纯度。

药材或饮片鉴定信息中属名用全称。

6.3 结果

结果部分应实事求是、简单明了，应与观察指标对应。

6.4 讨论

讨论部分应着重讨论研究结果的创新点及从中得出的结论，也可

提出建议、设想或改进意见。

7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数量不少于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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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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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著录格式执行国家标准（GB/T 7714-2015）的规定。

每条参考文献著录项目应齐全。

各篇参考文献与正文中的序号一致。

正文中的参考文献按照文献出现的先后顺序连续编码，并将阿拉

伯数字序号置于方括号“[]”中，以上角标的形式标注于相关文字后。

文献序号作为语句的组成部分时，不用角标标注，如参照文献[2]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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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类风湿关节炎模型；指明原始文献作者姓名时，序号标注于作者

姓名右上方，如吴中平等[1]研制了“古今医案查询统计分析系统”；

未指明作者或非原始文献作者时，序号标注于句末（“相关研究”此

类语句的参考文献也标注到句末）。正文中如需指明英文参考文献的

作者，列出姓氏即可，首字母大写。

表中引用参考文献可在表中单列一栏说明文献来源。

参考文献著录文字原则上要求用原文献文字，除版次、期号、出

版年、起迄页码等数字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外，均应保持文献原有形式。

作者姓名均为姓在前，名在后（不加缩写点），姓用全称且全部大写，

名缩写（大写），中间以半个中文字符分隔；英文刊名使用缩写（不

加缩写点），每个词的首字母大写，其余小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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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要用原语种；

文献中注意植物拉丁名要斜体；如刊名为“PLoS ONE”，注意其中各

字母的大小写问题；“X，X，X，等译.”此类“等”与责任方式之间

不用标点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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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N]。常用参考文

献写法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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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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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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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5：

184.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台湾光复六十五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6] 马欢.人类活动影响下海河流域典型区水循环变化分析[D].北京：清华大学，2011.

[7] 段金廒，郭盛，钱大玮.酸枣的活性部位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201210137229.0[P].2013-11-06.

[8] 丁文详.数字革命与竞争国际化[N].中国青年报，2000-11-20（15）.

[9]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机构制剂注册管理办法．［EB／OL］．（2005-06-22）［2019-09-19］．ｈ

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ｏｎｇｂａｏ／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０６／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９２１４６．ｈｔｍ，２００５．６．２２．

[10] 裴丽生.在中国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C]//中国科学技术学会.中国科协学术

期刊编辑工作经验交流会资料选.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1981.

注：正文中标注参考文献出处时，如同时参考连续序号的多篇文献，参考文献序号用短横

线“-”间隔，而不用逗号“，”间隔，如正文 1[7-11]；期刊类“[J]”参考文献应注明卷号

及期号，如无卷号则删除“年”与“期”之间的逗号“，”，如 2014（2）；参考文献类型

标识符不能出现在行首；正文中如重复引用同一篇参考文献（文献类型为[M],且参考部分

的文献页码不只一页），应在正文引用时标注出此处参考的页码，而此文献在参考文献著

录时就无需标注具体页码，如正文 1[1]260……正文 2[1]287；序号与作者之间空 1 个中文字符；中

文增刊标注为“（增刊）”，英文增刊标注为“（suppl）”；合刊，如 1、2 期合刊应标注

为“（1/2）”，如 1、2、3 期合刊标注为（1/2/3）。

8 论文编排格式

8.1 层次标题及序号

层次标题不宜使用非公知公认的缩略语；层次标题层次不宜过

多，一般不超过 4 级，即“1”“1.1”“1.1.1”“1.1.1.1”；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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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顶行不缩进；一、二、三、四级标题和序号之间均空一个中文字

符；第三、四级层次标题后接正文，并与正文之间空一个中文字符；

一级标题及序号均加粗；二、三、四级序号加粗；文中按照“2.2.3”

方法不用引号，加粗；语段中出现多层次接排序号时，可依次用“1）”

“（1）”“①”排序。如下示例：

2 方法

2.1 车前草药材细粉的制备

2.2 不同提取方法的考察

2.2.1 水煎煮法 取一定量车前草，将其置于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2.2.2 回流提取法 称取车前草粉末 1.0 g，加 20 mL 的 50％乙醇…

8.2 色谱柱、梯度洗脱

色谱柱参数格式表述形式统一为：XXX 色谱柱（长度×内径，粒

径），举例：Agilent Extend C18色谱柱（250 mm×4.6 mm，5 μm）。

梯度洗脱格式参见下图：

8.3 图表

凡是能用文字说明者，尽量不用图表；既有图又有表，则去图留

表；每个图表都要有图题或表题，且图题、表题自明性要强，避免与

文中相关层次标题相同；图序与图题之间间隔一个中文字符，图题位

于图的下方，如有图注，标于图题上方，以句号“。”结尾。表序与

表题之间间隔一个中文字符，表题连同表序置于表的上方，表注置于

表的下方，并以句号“。”结尾；图表应穿插在正文的适当位置（紧

跟正文叙述）；图、表序号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分别按照其在正文中

出现的先后次序连续编码，并在正文中标示（见表 X或见图 X），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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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只有一个图或表，也标注图 1或表 1；正文中如参见表或图的文字

出现在括号中，则标注为“图或表 X”不用“见”字。

8.3.1 图的要求：1）病理照片要求注明染色方法和放大倍数。2）

HPLC 图、MS 图、红外图，均无纵坐标，横坐标为 t/min 或波数/cm
-1
；

刻度值保留到个位即可，小数点后删去；一般成方制剂要提供样品、

阴性、对照品图；单味药提供药品及对照品图；一个样品及相关的阴

性对照品用一个 HPLC 图表示，用 ABC 表示不同样品（A、B、C各自

要有独立的坐标系），123 表示不同的色谱峰；图的横纵坐标注意量

和单位之间用“/”分开；图题、横纵坐标量均用中文表示，不用英

文。3）柱状图尽可能用不同线形区分分组，线条图尽可能用不同形

状的图形区分分组（目的是减少不必要的彩印）。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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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折线图、柱状图等用 AI或 PS 等相关软件制作。5）通栏图宜排在所

在页的顶部或底部。6）数据点应与标值刻度对齐；坐标轴刻度标值

线要等距，标值覆盖要全；散点图一定要有样本量，且点数与样本量

一致。

如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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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表的要求：1）表题 “***表”删除“表”字；表中单列数字

相同要提出来用表注表示；表中的数字注意千分位空格。2）少于 9

个数据不用表，可用文字叙述。3）表的顺序要分清主次，主谓分明。

4）加样回收率统一为：称样量，样品中含量，对照品加入量，测得

量，回收率，平均回收率，RSD。如加入量相同则提出为表注。5）表

题及标目词均用中文表示，不用英文。6）研究对象为患者，不用“n”

表示，以人为观察对象，用“例数”表示；按伦理规范要求，表中如

果涉及动物数，则标目词用“动物数”，不用“n”，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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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用三线表，两端开口，不用纵线，栏头左上角不用斜线。表

的编排一般是内容和测试项目由左向右横读，数据依序竖读。表中各

栏标明标目词，参数栏的标目词一般为量或测试项目及其单位。表内

数据要求同一指标有效位数一致。表需转页或有续表时，应在续表上

注明“续表 X”。有续表时，前一页表格最下面的一条线和续表的第

一条线，要细线。

表中内容较多时，可做通栏表（通栏表要置顶或置底），通栏排

不下的才用折栏形式。

若表中所有参数的单位相同，单位可标注在表的右上方（表题的

下一行），单位前不加斜线“/”；若各栏参数的单位不同，则应将

单位前加“/”，标注在各栏目词后，标目词和单位之间如需换行，

“/”放到上一行的行尾；表中不设“备注”栏；表内不宜用“同上”

“同左”等类词，应一律填入具体数字（包括“0”）或文字；表内

“空白”代表无此项，若用符号代表“未测”或“未发现”，应在表

格下方以表注的形式体现；统计表中应列出样本数；平方和（ss）、

动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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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度（f）、均方差（Ms）在表中均用中文表示；植物拉丁名或属

名在表之前的正文中已经出现全称，表中属名可直接缩写。

表中某些行与上面各行表述内容不同时，需在该行上方加入辅助

线。如下示例：

表中如有均值加减标准差（x±s）一定要标明样本量。即在表题

后面加括号“（）”，括号中注明“（x±s，n=样本量）”。

表中表示统计学差异的标注符号，基础研究及中药工业栏目用特

殊符号
“*”“#”“△”

等，上标；中药农业栏目用“a”“b”“c”“d”等，

非上标。如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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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量和单位

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3100-1993、

GB3101-1993、GB3102-1993 中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规定及其书写

规则。各种量、单位和符号除在无数值的叙述性文字和科普期刊中可

使用中文符号外，均应使用量和单位的国际符号。非物理量的单位，

例如个、次、件、人、年、周等用汉字表示。

数值与单位符号之间空半个中文字符，但平面角的单位度（°）、

分（′）、秒（″），数值和单位符号之间不留空隙。

10
6
以上的词头符号（如 M、G、T）大写，其余小写。词头不能单

独使用（如“μm”不能写作“μ”），也不能重叠使用（如“nm”不

能写成“mμm”）。

中药的计量单位一般用克（g）表示，但涉及古籍中的药物计量

应以原文计量表示，如“钱”“两”“升”等。

引用古籍文献时，应按原文中的表述方式使用汉字单位。

土地面积单位应将“亩”等单位换算为 m
2
、km

2
或 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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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r”表

示；A(吸光度)不用 OD(光密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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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些常用量及符号已经停用，如“比重（sg）”应改为“相对密度（d）”,

“原子量（aw）”应改为“相对原子质量（Ar）”，“分子量（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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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改为“相对分子质量（Mr）”；“50万 kg”应写作“50万千克”；

“0.35×40 mm”应写作“0.35 mm×40 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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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kg/d”

应写作“mg·kg
-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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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i”应在后面加括号，标注

与 Pa的换算关系( 1 psi=6. 895 kPa)；“arb”应换算成“L·min-1
”。

注：“Kg”应改为“kg”；“ML”应改为“mL”；“PH”应改为“pH”；“MV”应改为“mV”。

8.5 数字的用法

数字用法应执行国家标准（GB/T 15835-2011）规定。

在使用数字进行计量、编号的场合，应采用阿拉伯数字，已定型

的含阿拉伯数字的词语应采用阿拉伯数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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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二…第一天、第二天”等我刊统一用

中文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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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示例：

1） 用于计量的数字，如，34%、525 km、1 个、2 种、3次等；

2） 用于编号的数字，如国办发﹝1987﹞9 号、CN 11-1399 等；

3） 特定词语，如 3G 手机、MP3 播放器、G8 峰会等。

为便于阅读，4 位以上的整数或小数，我刊采用千分空方式分节，

4位整数我刊不分节。如下示例：55 235 367.346 22、5000。

中文中表示范围用“～”，英文中表示范围用“-”；表示范围

的前后 2 个数值的附加符号或计量单位相同时，在不造成歧义的情况

下，前一个数值的附加符号或计量单位可省略。如果省略数值的附加

符号或计量单位会造成歧义，则不应省略。如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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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18～60 岁、1000～5000 元、9 亿～15 亿（不写成 9～16 亿）、15%～30%（不写成

15～30%）、15°～20°（不写成 15～20°）、4×10
-4
～5×10

-4
（不写成 4～5×10

-4
）、（20

±2）%（不能写成 20±2%）

年、月、日的表达应按照口语中的自然顺序书写，如 2018 年 3

月 3日或 2018-03-03；3月 3 日不写为“3-3”,2018 年 3 月也不写

成“2018-3”；年份不能简写，如 1990 年不写成“90年”。

多位阿拉伯数字不能拆开转行；竖排文字中的阿拉伯数字按顺时

针方向旋转 90°，旋转后要保证同一个词语单位文字方向相同；阿

拉伯数字“0”有“零”和“○”2种汉字书写形式，如三千零五十

二、二○一八年。

数值的增加可用倍数表示，减少只能用分数或%表示。

含有月日的专有名称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时，应采用“·”将月、

日分开，并在数字前后加引号，如“3·15”消费者权益日。

数字联用表示概数时，应采用汉字数字，如三四个月、五六十岁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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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3.1403 修约到一位小数得 3.1；

3.1603修约到一位小数得3.2；3.1503修约到一位小数得3.2；3.2503

修约到一位小数得 3.2。

数值不用科学计数法表示，以幂的形式表示。10
-2
用 0.01 表

示，小于 10
-3
、大于 10

2
再用科学计数法表示。。

8.6 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应根据 GB/T 15834—2011《标点符号用法》，正确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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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 连接号 连接号的形式有短横线“-”、一字线“—”和浪

纹线“～”3种。1）短横线：化合物的名称，如 2-甲基-3-环戊基戊

烷；复合名词中起连接作用，如吐鲁番-哈密盆地；某些产品的名称

和型号，如 WJ-H 红外治疗仪；门牌号，如 3-2-11 室；用阿拉伯数字

表示年月日，如 2018-04-24；英文中表示数值范围的起止用“-”。

2）表示时间、地域的起止用一字线“—”，如 2011—2017 年，北京

—沈阳特快列车。3）中文中表示数值范围的起止用浪纹线“～”，

如 25～30 g。

8.6.2 书名号、引号 标有书名号“《》”及引号“”的并列成分

之间不用顿号，如《中医杂志》《人民日报》，书名号“《》”及引

号“”中间有其他内容则需要用顿号断开。

8.6.3 括号 所有括号应尽量避免套用，必须套用时应采用不同的

括号形式配合，如｛[（）]｝。

8.6.4 顿号 1）用于并列词语之间，如，这里有自由、民主、平等、

开放的风气和氛围。2）用于需要停顿的重复词语之间。如，他几次

三番、几次三番地辩解着。3）用于某些序次语。如，我准备讲两个

问题：一、逻辑学是什么？二、怎样学好逻辑学？4）相邻或相近两

数字连用表示概数通常不用顿号。若相邻两数字连用为缩略形式，宜

用顿号。如，飞机在 6000 米高空水平飞行时，只能看到两侧八九公

里和前方一二十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二、

三产业的基础。5）标有引号的并列成分之间、标有书名号的并列成

分之间通常不用顿号。若有其他成分插在并列的引号之间或并列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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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号之间（如引语或书名号之后还有括注），宜用顿号。如，办公室

里订有《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和《时代周刊》等报

刊。

注意逗号、顿号、分号的区分使用。

逗号用法：参见 GB/T 15834—2011 4.4 项下内容，见附件 1。

分号用法：参见 GB/T 15834—2011 4.6 项下内容，见附件 2。

注：省市与国家不应以并列的形式表示，如：“四川、广西、缅甸、

朝鲜”可以改为“中国四川、广西及缅甸、朝鲜”。

语句中如表述均（都）小于（大于）用文字，表述小于（大于）

用“<（>）”。

8.7 统计学符号

描述统计学方法时应说明所使用的统计软件名称及版本号。

在进行统计学描述时，如果资料服从正态分布，采用均值±标准

差（ x ±s）表示；在图题、表题中涉及样本量（包括例数或动物数）

用“n”表示（要与表中的标目词位置区分）。结论时用“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P＜0.01）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述，不要

应用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P＜0.01）或无显著性差异。

8.8 公式

正文中的公式以“（1）、（2）、（3）……”形式排序，如果

只有一个公式，就标注“（1）”；公式中的单位符号用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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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起来。公式在正文中左齐排版，前面空两个中文字符。示例如下：

“***百分率”应为“***率”，不用“百分”二字，例：“累积

释药百分率”应为“累积释药率” ；公式中“**率（%）=a/b˟100%”

应为“**率=a/b˟100%”；公式中不需要标注单位。

8.9 文字与名词术语

处方中饮片为生品者，有法定名称的遵法定名称，无法定名称

且毒性较强的，用生品时，应在其药材名称前加注“生”字，以免误

用，例：以参附桃红承气汤为方（太子参、制附子、桃仁、红花、生

大黄等十味中药组成）；有特殊煎煮要求的，应在饮片名称后加圆括

号注明煎服法，如薄荷（后下）、生石膏（先煎）、三七粉（冲服）

等；中药名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为准，暂未公布者可依照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中药通用名、新版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统编教

材《方剂学》。

8.9.1 易混淆

症与证 症 单个症状、体征，如发热、口渴、尿黄等

证 即证候，是对疾病一定阶段病变本质的概括，如肝

肾阴虚证、肝郁脾虚证等；“证”还用于“适应证”

“禁忌证”等

淤血与瘀血 淤血 用于西医

瘀血 用于中医

制订与制定 制订 表示创制拟订，如制订工作计划

制定 通常指定出法律、规程、政策等，如制定宪法、制

定章程

无须与无需 无须 为副词，表示不用、不必

无需 为动词，表示不需要、不用

辩证和辨证 辩证 辨别证候

辨证 辨析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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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害和危害 为害 动词，表示“加害于”“使…受到损害”，其强调

的是行为本身而不在其结果

危害 动词和名词两种词性，做动词用时着眼于行为的结

果，程度比“为害”重

8.9.2 易错

错 误 更 正

2 者 两者

2 人 两人

其它 其他

基源 基原

正交实验 正交试验

空腹血糖（TG） 空腹血糖（GLU）
三酰甘油（GLU） 三酰甘油（TG）
甘油三酯 三酰甘油

总胆固醇（CHO） 总胆固醇（TC）
载脂蛋白（APB） 载脂蛋白（APOB）
心肌酶 CK 心肌酶（CK）
乳酸脱氢酶 LDH 乳酸脱氢酶（LDH）
粘液（膜） 黏液（膜）

副作用 不良反应

生存质量 生活质量

死亡率 病死率

《内经》 《黄帝内经》

《肘后方》 《肘后备急方》

比重 密度或相对密度

绝对温度或开氏温度 热学温度

载重 载质量

体重 体质量

干重 干质量

鲜重 鲜质量

氯仿 三氯甲烷

茵陈 茵陈蒿

薏仁 薏苡仁

帕金森患者 帕金森病患者

血流变学 血液流变学

高血压 高血压病

消症散结 消癥散结

生理盐水 0.9%氯化钠溶液

心肌梗塞 心肌梗死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HPLC 法、HPLC 色谱法 HPLC

HPLC 色谱图 HPLC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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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 机制

粘性 黏性

标准品（中药） 对照品

我院 医院全称

报导 报道

重量 质量

分子量 相对分子质量

PH/ pH 值 pH

紫外可见 紫外-可见

相对标准偏差 RSD RSD

均值±标准差（ x ±s）
（ sx ）

正交实验 正交试验（正交试验中的“验证实验”用“实

验”），农田、方法学中的各项均为“试验”，

临床研究要用“试验”

含量、浓度 质量分数（m/m）、体积分数（V/V）、质量

浓度（m/V）、浓度（mol·L
-1
）。

RT tR

柱层析 柱色谱

降血脂 调血脂

每 mL 每毫升

建立模型 制备模型（非首次自己做的模型）

甲醇溶液/乙醇溶液 甲醇/乙醇

革兰氏 革兰

阿尔茨海默症 阿尔茨海默病

过滤 滤过（描述实验时）

Ⅱ型糖尿病 2 型糖尿病

蒸汽 蒸气

震荡 振荡

取上清 取上清液

药代动力学 药动学或药物代谢动力学

单位“lux” lx

注：各中医药大学有更名的请注意；注意区分χ2
与 x 。

8.10 正斜体

涉及统计学的字母用斜体，如χ
2

、F、t检验、P 值、（ sx , n=6）

等；回归方程中的 X,Y,r（r、R2
要区别开）等用斜体,如：Y=1253X+609，

r=0.999 9（表述中的 Y、X也用斜体）；基因名称（字母和数字）均

斜体；化学中表示旋光性、构型、构象、取代基位置等的符号要用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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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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常数“J”

斜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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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植物应注明拉丁学名，书写格式为属名（首字母大写，斜

体）+种名（小写，斜体）+命名人名（首字母大写，正体），如“当

归”写作“Angelica sinensin (Oliv.)”；质谱质量的质量扫描范

围 m/z 斜体；Tmax、Cmax为正体；吸光度（A）,“A”斜体；考察因素“ABCD”

用正体；“Taq”斜体；“sp.、spp.”正体；信噪比 S/N 为正体；比

移值（Rf）正体；希腊字母都斜体。

8.11 正交试验

正交试验中，用 LN（m
k
）安排试验，N表示试验次数，k表示最

多可安排的因素个数，m表示各因素的水平数。

9 其他注意事项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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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本研究、本实验”等。

《中国药典》首次出现要用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文中

如多次出现可在首次出现全称后面加“（以下简称《中国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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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每次出现都要标注版本，且版本标注到书名

号后面。

“0.123~0.456 mg 内/之间/范围内”中的“内/之间/范围内”

应删除。

bp（沸点），mp（熔点）不用缩写点。质谱的质量扫描范围 m/z10～

100,不用 amu。

文中及表中的化合物英文名首字母均用小写（文章标题及句首除

外）。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注意区分“重复性”“重现性”。

离心要注明离心半径，如下例：

信号通路也需要补充中文全称。

细胞的 G1、G2期，取代基 R1、R2中的 1、2均为下标。

9.2 地图插图问题

期刊中涉及的地图，应执行国务院第 664 号令《地图管理条例》

(2015 年 12 月 14 日发布，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规定。

作者在科技论文中应慎用地图插图，如必须使用，应选用测绘行

政主管部门网站上发布的标准地图作为地图底图，并在其上进行相应

的标注。

新版《地图管理条例》第 1章第 15 条规定：“向社会公开的地

图，应当报送有审核权的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审核。但是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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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街区图、地铁图等内容简单的地图除外。”也就是说出小范围的

地图不用送审外，其他地图一律要送审。

审图号不用“下同”处理。

9.3 港澳台问题

在行文中提到我国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时不能与我国和（或）其他国家相提并论。不得将香港、澳门与中国

并列提及，如“中港”“中澳”等。不宜将内地与香港、澳门简称为

“内港”“内澳”，可以使用“内地与香港（澳门）”，或者“京港

（澳）”“沪港（澳）”等。尤其是与其他国家名称连用时，应注意

以“国家和地区”来限定。“台湾”与“祖国大陆（或大陆）”为对

应概念，“香港、澳门”与“内地”为对应概念，不得弄混。

港澳台问题补充：

1. 不使用“台湾政府”一词。对台湾当局"政权"系统中所谓"中央"机构的名称，无

法回避时应加引号，如台湾"立法院""行政院""监察院""选举会""行政院主计处"等。

不得出现"中央""国立"等字样，如不得不出现时应加引号，如台湾"中央银行"等。台

湾"行政院长""立法院长""立法委员"等均应加引号表述。台湾"清华大学"可称"台湾

新竹清华大学"。"故宫博物院"等也应加引号。严禁用"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称

呼台湾地区领导人，即使加注引号也不得使用。

2. 不得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称为“大陆法律”。对台湾地区施行的“法律”称

之为“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如果在新闻报道中必须引用台湾当局颁布的“法律”

时，应加“所谓”两字和引号。报道法律问题时如涉及两岸，不得使用“两岸法律”

等具有对等含义的词语，可就涉及的有关内容和问题进行具体表述，如“海峡两岸律

师事务”“两岸婚姻、继承问题”“两岸投资保护问题”等。

3. 对台湾当局及其所属机构的法规性文件与各式官方文书等，应加引号或变通处理。

对台湾当局或其所属机构的所谓“白皮书”，可用“小册子”“文件”一类的用语称

之。

4. 不得将海峡两岸和香港并称为"两岸三地"。

5. 不得说"港澳台游客来华旅游"，而应称"港澳台游客来大陆（或：内地）旅游"。

6. "台湾独立"或"台独"必须加引号使用。

7. 台湾的一些社会团体如"中华道都文化团体联合会""中华两岸婚姻协调促进会"等

有"中国""中华"字样者，应加引号表述。

8. 对台湾冠有“国立”字样的学校和机构，报道时均须去掉“国立”二字。如“国

立台湾大学”，报道时应称“台湾大学”；“××国小”“××国中”，应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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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中学”。对台北“国父纪念馆”不直接称谓，可称台北中山纪念馆。

9. 对台湾的某些与我们名称相同的大学和文化事业机构，如“清华大学”“故宫博

物院”等，应加引号并在前面加上台湾、台北，如台湾“清华大学”、台北“故宫博

物院”。

10. 宣传报道中不得将台湾民众日常使用的汉语方言闽南话称为“台语”，各类出版

物、各类场所不利使用或出现“台语”（如“台语歌星”“台语金曲”）字样，应称

“闽南语歌星”“闽南语金曲”。

11. 对台湾少数民族不称“原住民”，在报道两岸少数民族交流时，可统称为台湾少

数民族或称具体的名称（如“阿美人”）。在国家正式文件中仍称为“高山族”。

12.对台湾方面所谓“小三通”一词，报道中可称“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地区直接

往来”，不用“小三通”提法。也不用“大三通”的提法。

10 广告

刊登广告应在明显位置注明“广告”字样。文字禁止使用夸大事实的用语，如“世

界排名第×名”“全球发行量最大”“中国唯一”“获奖最多”等都不能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