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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麻醉学杂志》 稿约
《中华麻醉学杂志》 是中华医学会主办的麻醉学专业学术期刊、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会刊，以广大麻醉学专业人员为主

要读者对象，报道麻醉学领域领先的研究成果和临床经验，以及对麻醉科临床有指导作用、且与麻醉科临床密切结合的基础
医学研究。 本刊的办刊宗旨是：贯彻党和国家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贯彻理论与实践、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反映我国麻
醉学科临床、科研工作的重大进展，促进国内外麻醉学的学术交流。 对从事麻醉学的科研人员和临床工作者提高自身业务素
质和技术水平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欢迎踊跃投稿。
一、投稿内容

麻醉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及临床经验；麻醉学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与麻醉科临床密切结合的基础医学研

究等方面的文稿，具体栏目：述评、学科建设、专家论坛、综述、心血管麻醉、气道管理、神经外科麻醉、小儿麻醉、产科麻醉、器官
移植麻醉、全身麻醉、监测、局部麻醉、麻醉药理、疼痛诊疗与研究、重症医学、容量治疗、麻醉并发症、病例讨论、个案报道。 述
评、专家论坛和综述稿件主要为约稿。
二、撰稿要求

１．文稿应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实用性和逻辑性。 要求资料可靠，观点明确，文字精炼，层次清楚，书写工整规范，数据准确

并经过统计学处理。

２．文题要求以最准确、最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最重要的特定内容。 一般使用能充分反映论文主题内容的短语，不必使用

具有主、谓、宾结构的完整语句，最好不使用标点符号。 中文文题一般不宜超过 ２０ 个汉字。 一般不设副题名。 尽量避免使用
使用英文缩略语、字符和代号，也不应将原形词和缩略语同时列出。 题名中的外文人名用原文。 文稿最好独立成篇。 英文文
题应与中文文题含义一致。
３．作者及其工作单位

作者姓名的排序不分院所、科室，统一按对本文贡献大小的顺序排列在题名之下。 作者排序应由

全体作者讨论后在投稿前确定，投稿后一般不得改动。 作者姓名应置于题名的下方。 作者单位名称（ 到科室） 及邮政编码置
于作者姓名的下方，第一作者单位变动或作者中有研究生、进修医师等情况，均在括号内标注。 作者应是：（ １） 参与选题和设

计，或参与资料的分析和解释者；（２） 起草或修改论文中关键性理论或其它主要内容者；（３） 能对编辑部的修改意见进行核修，
在学术界进行答辩，并最终同意该文发表者。 以上 ３ 条均需具备。 对文章中的各主要结论，均必须至少有 １ 位作者负责。 作
者署名在 １ 人以上以及集体作者署名的文章，应标注一位通信作者，通信作者的姓名、工作单位（ 到科室） 及 Ｅｍａｉｌ 置于作者单

位的下方。 外籍作者的姓名和研究进行及完成的单位名称应标注原文，并附其本人亲笔签名同意在本刊发表的书面材料。
作者署名有争议或投稿后申请变更作者顺序者，需附全部作者签名的作者贡献说明。 著录示例如下：
ｍｉＲＮＡ 表达谱在大鼠肾缺血再灌注损伤过程中的变化
马龙

８３００５４

吴昆

刘坤

顾硕

王毅

徐宗源

于湘友

孟峻

乌鲁木齐市，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 马龙、王毅、于湘友） ；２２３３００

安第一医院泌尿外科（ 吴昆、刘坤、徐宗源、孟峻） ，肾病科（ 顾硕）

淮安市，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

通信作者：孟峻，Ｅｍａｉｌ：ｍｊｓｏｎｇ＠１２６．ｃｏｍ
４．摘要

论著须附中、英文摘要，摘要必须包括目的、方法、结果（ 应给出主要数据） 、结论 ４ 部分，各项分冠以相应的标题。

采用第三人称撰写，不用“ 本文” 、“ 作者” 等主语，不列图、表，不引用文献，不加评论和解释。 考虑到我国读者可参考中文原著
资料，为节省篇幅，中文摘要可简略些，一般 ２５０ ～ ４００ 字，英文摘要与中文摘要原则上相对应，考虑到国外读者的需要，可更详
细。 英文摘要尚应包括文题、作者姓名（ 作者应全部列出；汉语拼音姓和名均是首字母大写，名字间不加分隔，例如：熊利泽应
写为 Ｘｉｏｎｇ Ｌｉｚｅ） 、单位名称、所在城市名、邮政编码及国名。 著录示例如下：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ｉｎ ａ ｌａｒｇ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ｏｆ 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ｉｃ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Ｌｉｕ Ｊｉｅ，Ｌｉｕ

Ｗｅｎｌｉｎｇ，Ｈｕ Ｄａｙｉ，Ｚｈｕ Ｔｉａｎｇａｎｇ，Ｌｉｕ Ｗｅｎ，Ｍａ Ｚｈａｎｆｅｎｇ，Ｙａｎｇ Ｊｉｅ，Ｘｉｅ Ｗｅｎｌｉ，Ｌｉ Ｃｕｉｌａｎ，Ｌｉ Ｌｅｉ，Ｐａｎ Ｇｕｏｚｈｏｎｇ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ａ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６８，Ｃｈｉｎａ

（Ｌｉｕ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 Ｌｉｕ ＷＬ，Ｈｕ ＤＹ，Ｚｈｕ ＴＧ，Ｌｉｕ Ｗ，Ｍａ ＺＦ，
Ｙａｎｇ Ｊ）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Ｂｅｉｊｉｎｇ Ｄｉａｎｌｉ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７３，Ｃｈｉｎａ （ Ｘｉｅ ＷＬ）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 Ｌｉ ＣＬ，Ｌｉ Ｌ）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Ｄｏｎｇｚｈｉｍｅ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 Ｐａｎ ＧＺ）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Ｌｉｕ Ｗｅｎｌｉｎｇ，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ｗｅｎｌｉｎｇ＠ｍｅｄｍａｉｌ．ｃｏｍ．ｃｎ
５．关键词

一般每篇论文标引 ２ ～ ５ 个关键词。 中文、英文关键词应一致。 请尽量使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编辑的最新
版《 医学主题词表（ ＭｅＳＨ） 》 内所列的词，可通过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ｎｃｂｉ． ｎｌｍ． ｎｉｈ． ｇｏｖ∕ｅｎｔｒｅｚ∕ｑｕｅｒｙ． ｆｃｇｉ？ ｄｂ ＝ ｍｅｓｈ 查询。 如果最新版
ＭｅＳＨ 中尚无相应的词，处理办法有：（１） 可选用直接相关的几个主题词进行组配；（ ２） 可根据树状结构表选用最直接的上位
主题词；（３） 必要时，可采用习用的自由词并排列于最后。 每个英文关键词第 １ 个字母大写，各词汇之间以“ ；” 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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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医学名词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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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名词应使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 尚未通过审定的医学名词，可选用最新版

《 医学主题词表（ ＭｅＳＨ） 》 、《 医学主题词注释字顺表》 、《 中医药主题词表》 中的主题词。 尚未有通用译名的名词术语，于文内
第 １ 次出现时应注明原词或注释。 中西药名以最新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和中国药典委员会编写的《 中国药品通用名称》

为准，不应使用商品名。 中医名词术语按 ＧＢ∕Ｔ １６７５１．１－１９９７《 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证候部分、治法部分》 执行，经络
针灸学名词术语按 ＧＢ∕Ｔ １６７５１．２－１９９７《 经穴部位》 和 ＧＢ∕Ｔ １６７５１．３－１９９７《 耳穴名称与部位》 执行。 中药应采用正名，药典未
收入者应附注拉丁文。

冠以外国人名的体征、病名、试验、综合征、方法、手术等，人名可以译成中译名，但人名后不加“ 氏” 字（ 单字名除外，例如

福氏杆菌） ；也可以用外文，但人名后不加“ ′ｓ” ，例如：Ｂａｂｉｎｓｋｉ 征，可以写成巴宾斯基征，不写成 Ｂａｂｉｎｓｋｉ′ｓ 征，也不写成巴宾斯
基氏征。

名词术语一般应用全称，若全称较长且反复使用，可以使用缩略语或简称。 凡已被公知公认的缩略语可以不加注释直接

使用。 例如：ＤＮＡ、ＲＮＡ、ＨＢｓＡｇ、ＨＢｓＡｂ、ＰＣＲ、ＣＴ、ＤＩＣ 等。 不常用、尚未被公知公认的缩略语，若为中文，可于文中第 １ 次出现

时写出全称，在圆括号内写出缩略语；若为外文，可于文中第 １ 次出现时写出中文全称，在圆括号内写出外文全称及其缩略语，
例如：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流脑）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ｓｌｅｅｐ ａｐｎｅａ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ＯＳＡＳ） 。 西文缩略语不得拆开
转行。 不要使用临床口头简称（ 例如：将“ 人工流产” 简称“ 人流” 、“ 静脉注射” 简称“ 静注” 等） 。
７．图表

图表集中附于文后，分别按其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连续编码。 每幅图表应冠有序号和图（ 表） 题。 说明性的

资料应置于图（ 表） 下方注释中。 本刊采用三横线表（ 顶线、表头线、底线） ，如遇有合计或统计学处理时（ 如 ｔ 值、Ｐ 值等） ，则

在这行上面加 １ 条分界横线。 表和图中注释用的角码符号一律采用单个右上角码的形式，按英文字母形式顺序选用：ａ、ｂ、ｃ、
ｄ……在表或图注中依先纵后横的顺序依次标出。 表注栏要有“ 注：” 字样。 线条图应墨绘在白纸上，高度与宽度之比约为 ５ ∶

７ 左右。 以计算机制图者应提供激光打印图样。 照片图要求有良好的清晰度和对比度。 图中需标注的符号（ 包括箭头） 请用
另纸标上，不要直接写在照片上，每幅图的背面应贴上标签，注明图号、作者姓名及图的上下方向。 图片不可折损。 人体照片
只需显示必要部位，但应能看出是人体的哪一部分。 若刊用人体照片，应征得本人的书面同意。 涉及尺寸的照片应附有表示
目的物尺寸大小的标度。 病理照片要求注明染色方法和放大倍数。 图表中如有引自他刊者，应注明出处。
８．计量单位

实行国务院 １９８４ 年 ２ 月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并以单位符号表示，具体使用参照 ２００１

年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编辑的《 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应用》 一书。 注意单位名称与单位符号不可混合使用，如 ｎｇ·ｋｇ －１·天 －１
应改为 ｎｇ·ｋｇ －１·ｄ －１ ；组合单位符号中表示相除的斜线多于 １ 条时应采用负数幂的形式表示，如 ｎｇ∕ｋｇ∕ｍｉｎ 应采用ｎｇ·ｋｇ －１·ｍｉｎ －１

的形式；组合单位中斜线和负数幂亦不可混用，如前例不宜采用 ｎｇ∕ｋｇ·ｍｉｎ －１ 的形式。 应尽可能使用单位符号，也可与非物理
单位（ 如：人、次、个等） 的汉字构成组合形式的单位，如次∕ｍｉｎ。 在叙述中，应先列出法定计量单位数值，括号内写旧制单位数
值，如 １０ ｋＰａ（７５ ｍｍＨｇ） ；但如同一计量单位反复出现，可在首次出现时注出法定计量单位与旧制单位的换算系数，然后只列
法定计量单位数值。 压力计量单位可用毫米汞柱（ ｍｍＨｇ） 或厘米水柱 ｃｍＨ２ Ｏ，但首次出现应注明与 ｋＰａ 的换算系数（ １ ｍｍ⁃
Ｈｇ ＝ ０．１３３ ｋＰａ，１ ｃｍＨ２ Ｏ ＝ ０．０９８ ｋＰａ） 。

时间的表示方法：天（ 日） 应用“ ｄ” ，小时应用“ ｈ” ，分钟应用“ ｍｉｎ” ，秒用” ｓ” 。 非单位时可用天、小时、分钟、秒，如：在描述

第×天、第×小时、第×分钟，或每天、每小时、每分钟等时，均用汉字。
９．数字

执行 ＧＢ∕Ｔ １５８３５－１９９５《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 阿拉伯数字使用规则（１） 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

且很得体的地方，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 （２） 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和计数、计量必须使用阿拉伯数字。 （ ３） 日期可
采用全数字式写法，例如：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８ 日，可写作 ２００６⁃０２⁃１８ 或 ２００６０２１８ 或 １９９９．０２．１８（ 年、月、日之间应留 １ 个数字的空
隙） 。 （４） 日的时间表示，按 ＧＢ∕Ｔ ７４０８－９４《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规定的写法，如下午 ３ 时 ９

分 ３８．５ 秒写作 １５：０９：３８．５ 或 １５０９３８．５。 （５） 计量单位前的数字和统计表中的数值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 （ ６） 引文标注中的
版次、卷号、期号、页码等用阿拉伯数字。 （７） 多位数的阿拉伯数字不能拆开转行。 （８） 小数点前或后若超过 ３ 位数，应从小数

点起向左或向右每 ３ 位空半个阿拉伯数字（１∕４ 汉字） 的空隙，不用千分撇“ ，” 分节法，如“１，３２９．４７６，５” 应写成“ １ ３０９．４７６ ５” 。
恰好 ４ 位的整数不分节。 但年份、部队代号、仪器型号、标准号等非计量数字不分节。 （ ９） 附带尺寸单位的数值相乘，按下列
方式书写：４ ｃｍ×３ ｃｍ×５ ｃｍ，而不写成 ４×３×５ ｃｍ３ 。

汉字数字的用法 （１） 数字作为词素构成定型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词句，应使用汉字，例如：二倍体、

一氧化碳、九五规划、十二指肠等。 （２） 邻近的两个数字并列连用表示概数时，应使用汉字，连用的两个数字之间不加标点，如
七八公里、五十二三岁、两三家医院等。 （３） 部队医院编号有“ 第” 字者，其编号用汉字，例如：解放军第三〇四医院。 （ ４） 不定
数词一律用汉字，例如：任何一个病人，这是一种免疫反应，无一例死亡。

参数与偏差范围的表示 （１） 数值范围号的使用应统一，一般使用浪纹连接号“ ～ ” ，例如：５ 至 １０ 可写成 ５ ～ １０；但 ５ 万至

１０ 万应写成 ５ 万 ～ １０ 万，不能写成 ５ ～ １０ 万。 （２） 幂次相同的参数范围，前一个参数的幂次不能省略，例如：３×１０９ ～ ５×１０９ 不能
写成 ３ ～ ５×１０９ ，但可以写成（３ ～ ５） ×１０９ 。 （３） 百分数范围，前一个参数的百分号不能省略，例如：２０％ ～ ３０％不能写成 ２０ ～ ３０％。
（４） 单位相同的参数范围，只需写出后一个参数的单位，例如：１５ ～ ２５ ℃ 不必写成 １５ ℃ ～ ２５ ℃ ，但不能写成 １５° ～ ２５ ℃ 。 （ ５）

单位不完全相同的参数范围，每个参数的单位必须全部写出，例如：３６° ～ ４２°１８′。 （６） 偏差范围：参数与其偏差单位相同时，单
位可以只写 １ 次，例如：（１５．２±０．３） ｍｍ。 表示带中心值的百分数偏差时，可以写成（２７±３） ％，也可以写成 ２７％±３％，而不应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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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ＧＢ ８１７０－１９８７《 数值修约规则》 （１） 数值修约不能简单地采用“４ 舍 ５ 入” 。 （２） 简明口诀为 “ ４ 舍 ６ 入 ５

数值修约

看齐，５ 后有数进上去，尾数为零向左看，左数奇进偶舍弃” ，例如：修约到 １ 位小数，１２．１４９→１２．１，１２．１６９→１２．２，１２．１５１→１２．２，

１２．１５０→１２．２，１２．２５０→１２．２。

对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的数据，以标准差的 １∕３ 来决定保留的有效位数，如：３．６５±０．４２，其标准差的 １∕３ 为 ０．１４，小数点后

第 １ 位出现有效数字，则保留小数点后 １ 位，即 ３．６±０．４；８．６±０．２７，其标准差的 １∕３ 为 ０．０９，小数点后第 ２ 位出现有效数字，则
保留小数点后 ２ 位，即：８．６０±０．２７。 表中同一指标的一系列数值并列时，进行统计学比较的数据其有效位数应一致，保留至标
准差 １∕３ 要求的最多位，例如：在 ３．６１±０．４２、５．８６±０．７５、２．３４±０．１５ 这样一组数据中，按标准差 １∕３ 的要求，第 １ 组数据保留至小
数点后 １ 位，第 ２ 组数据保留至小数点后 １ 位，第 ３ 组数据保留至小数点后 ２ 位，则这组数据的有效位数取到小数点后 ２ 位。

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时，其有效位数要以分母确定：分母＜１０，不用百分数表示，用分数表示，如 ５∕７；分母 １０ ～ ９９，百分

数到个位，如 ５７％；分母 １００ ～ ９９９，百分数到小数点后 １ 位，如 ５７．０％；余类推。
１０．统计学处理

（１） 统计学符号

按 ＧＢ ３３５８－８２《 统计学名词及符号》 的有关规定书写，常用如下：①样本的算术均数用

英文小写（ 中位数用 Ｍ） ；②标准差用英文小写 ｓ；③标准误用英文小写 ｓ；④ｔ 检验用英文小写 ｔ；⑤Ｆ 检验用英文大写 Ｆ；⑥卡方
检验用希文小写 χ２ ；⑦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 ｒ；⑧自由度用希文小写 υ；⑨概率用英文大写 Ｐ（ Ｐ 值前应给出具体检验值，如 ｔ
值、χ２ 值、ｑ 值等） 。 以上符号均用斜体。 （２） 统计研究设计

应交代统计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做法。 如调查设计（ 分为前瞻

性、回顾性或横断面调查研究） ；实验设计（ 应交代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
计等） ；临床试验设计（ 应交代属于第几期临床试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 。 主要做法应围绕 ４ 个基本原则（ 随机、对照、重
复、均衡） 概要说明，尤其要交代如何控制重要非试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３） 资料的表达与描述

用（ ｘ±ｓ） 表达近似服从正

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 Ｍ（ Ｑ） 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表时，要合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
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上刻度值的标法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要注意区分百分率与
百分比。 （４） 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

对于计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所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

计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 ｔ 检验和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条
件以及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 χ２ 检验。 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
归类型，不应盲目套用简单直线回归分析；对于多因素、多指标资料，要在一元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
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全面、合理的解释和评价。 （５） 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

在用不等

式表示 Ｐ 值的情况下，一般选用 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和 Ｐ＜０．０１ 三种表达方式；当 Ｐ＜０．０５（ 或 Ｐ＜０．０１） 时，应说明对比组之间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组之间具有显著性（ 或非常显著性） 差异，应写明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 如：成组设计
资料的 ｔ 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 ；当涉及到总体参数（ 如总体均数、总体率等） 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
同时，再给出 ９５％可信区间。
１１．志谢

志谢排在正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 文字应简练，评价得当，用于对本研究在设计、方法等方面有重要指导及帮

助者及对提供资助的团体或个人表示感谢，并应征得被志谢者本人同意。 对例行的劳务不必专门志谢。
１２．参考文献

执行 ＧＢ∕Ｔ ７７１４－２００５《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采用顺序编码制，依照其在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

伯数字连续编码，并将序号置于方括号中。 尽量避免引用摘要作为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必须由作者与其原文核对无误。 参
考文献排在正文之后，各篇参考文献按正文标注的序号依次列出，序号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 日文勿与我国汉字及
简化字混淆。 同一文献作者不超过 ３ 人，全部著录；超过 ３ 人，只著录前 ３ 人，后加表示“ ，等” 的文字。 作者姓名一律姓氏在
前、名字在后，用西文或汉语拼音字母写的著者的姓，采用首字母大写其余字母小写的形式；外国人的名字采用首字母缩写形
式，缩写名后不加缩写点。 不同作者之间用“ ，” 隔开，不用“ 和” 、“ ａｎｄ” 等连词。 文献必须标注文献类型标志。 出版项中的期
刊刊名，中文期刊用全称，外文期刊应采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编印的 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ｕｓ 中列出的刊名缩写形式。 每条参考文献
均须著录起止页码。 文后参考文献为中文时，双语著录。 用双语著录参考文献时，首先应用信息资源的原语种，然后用其他
语种著录。 作者姓名的英译文采用汉语拼音形式表示，姓的首字母大写，名按音节首字母大写的缩写形式。 中文刊名使用其
刊名的英文简称，不使用汉语拼音名称，无规范英文简称者著录全部英文刊名。 对于有 ＤＯＩ 编码的文献，必须著录 ＤＯＩ。 著录
格式示例如下：
（１） 期刊
［１］

黄科昌，马丹丹，孙征，等．线粒体凋亡途径在鞘内注射多塞平诱发大鼠神经细胞凋亡中的作用［ Ｊ］ ．中华麻醉学杂
志，２０１５，３５（１２） ：１４３５⁃１４３８．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１６．２０１５．１２．００６．

Ｈｕａｎｇ ＫＣ， Ｍａ ＤＤ， Ｓｕｎ Ｚ， ｅｔ 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ａｐｏｐｔｏｔｉｃ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ｉｎｔｒａｔｈｅｃａｌ ｄｏｘｅｐｉ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

ｒａｔ ｎｅｕｒｏｎｓ［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２０１５，３５（１２） ：１４３５⁃１４３８．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１６．２０１５．１２．００６．

（２） 图书
［２］

金清尘，彭云水．麻醉学论文英文摘要的撰写［ Ｍ］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８：２８⁃３０．

Ｊｉｎ ＱＣ， Ｐｅｎｇ ＹＳ． Ｂａｓｉｃ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ｏｆ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Ｐａｐｅｒｓ［ Ｍ］ ．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８：２８⁃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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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 Ｊ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Ｖｏｌ．３７，Ｎｏ．１

（３） 会议文献
［３］

Ｈａｒｎｄｅｎ Ｐ， Ｊｏｆｆｅ ＪＫ， Ｊｏｎｅｓ ＷＧ． Ｇｅｒｍ ｃｅｌｌ ｔｕｍｏｕｒｓ Ｖ．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５ ｔｈ Ｇｅｒｍ ｃｅｌｌ Ｔｕｍｏｕｒ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Ｌｅｅｄｓ，
ＵＫ， ２００１［ Ｃ］ ．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２．

（４） 科技报告
［４］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ＷＨＯ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Ｇｒｏｕｐ ［ Ｒ］ ． Ｇｅｎｅｖａ：
ＷＨＯ，１９７０．

（５） 学位论文
［５］

Ｂｏｒｋｏｗｋｉ ＭＭ． Ｉｎｆａｎｔ ｓｌｅｅｐ ａｎｄ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ａ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Ｄ］ ． Ｍｏｕｎｔ Ｐｌｅａｓａｎｔ（ ＭＩ）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２．

（６） 专利文献
［６］

Ｐａｇｅｄａｓ ＡＣ．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ｇｒａｓ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ｔｏｏ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 Ｐ ］ ： ＵＳ， ２００２０１０３４９８．

２００２⁃０８⁃０１．

（７） 报纸文献
［７］

Ｔｙｎａｎ Ｔ．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ｌｏｗｅｒ ｈｏｍｉｃｉｄｅ ｒａｔ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ｅｅｓ ｄｒｏｐ ｉｎ ａｓｓａｕｌｔ ｒａｔｅ［ Ｎ］ ．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２００２⁃
０８⁃１２（ Ａ２） ．

（８） 电子文献
［８］

Ｗｈｏ′ｓ 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 ［ ＤＢ∕ＯＬ］ ． Ｅｖａｎｓｔｏｎ （ ＩＬ ） ：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ｓ，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 ０５ － ０８ ］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ｂｍｓ．ｏｒｇ∕ｎｅｗｓｅａｒｃｈ．ａｓｐ．

（９） 待发表材料
［９］

Ｌｅｓｈｎｅｒ ＡＩ．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ｃｏｃａｉｎ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Ｊ］ ．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１９９６，Ｉｎ ｐｒｅｓｓ．

三、投稿注意事项

１．论文所涉及的课题若取得国家或军队、部、省级以上基金资助或属攻关项目，请写明具体名称及编号，并采用双语著录。

其中、英文分别置于中、英文摘要“ 关键词” 下方。 即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９６３７０５０） ；Ｆｕ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５９６３７０５０） ，并请附基金证书复印件。 论文刊登后获奖者，请及时信函通知编辑部，并附寄获奖证
书复印件。

２．来稿需附单位推荐信。 推荐信应注明对稿件的审评意见以及无一稿两投、不涉及保密及署名无争议等项。 一旦发现一

稿两投现象，且作者在投稿时没有作这方面的说明，将立即退稿；而一旦发现一稿两用，本刊将进行如下处理：（ １） 刊登撤消该
论文及该论文系重复发表的声明，并在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上通报；（２） 向作者所在单位和该领域内的其他科技期刊进行通
报；（３）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 ２ 年内拒绝接受该论文第一作者所撰写的其他文稿。 已经被其他刊物退稿的论文、发表初步报
告后再发表完整的论文、在学术会议宣读过但并未在其他刊物或会议汇编上全文发表或准备全文发表及已用其他文种发表
过（ 需征得首次刊登期刊的同意） 的文稿，不属于一稿两投，但作者在投稿时必须作充分的说明，以免造成一稿两投或重复发
表。

３．当论文的主体是以人为研究对象时，作者应该说明其遵循的程序是否符合负责人体试验的委员会（ 单位性的、地区性

的、国家性的） 所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并得到该委员会的批准，受试对象或其亲属是否签署知情同意书。 提供该委员会的批准
文件（ 批准文号著录于论文中） 及受试对象或其亲属的知情同意书。

４．本刊实行以同行审稿为基础的三审制（ 专家初审、专家函审、定稿会终审） 。 作者如对退稿有异议，可向编辑部提出书面

申诉，编辑部将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审议，并予答复。

四、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并结合本刊具体情况，凡来稿在本刊网站上成功投稿或修改重投后 ３ 个月内，仍在

审阅中者，作者如欲投他刊，请先与本刊联系，切勿一稿两投。

五、作者对来稿的真实性及科学性负责。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本刊对经审核拟刊用的文稿可作文字修改、

删节，凡有涉及原意的修改，则提请作者考虑，退修文稿逾 ２ 个月不返回本刊编辑部者，视作自动撤稿。

六、来稿一经接受刊登，由作者亲笔签署《 论文著作权转让协议书》 ，该论文的专有使用权即归中华医学会所有。 中华医

学会有权以电子期刊、光盘版等其它方式出版接受刊登的论文，未经中华医学会同意，该论文的任何部分不得转载他处。

七、来稿须付稿件处理费，第一作者为中华医学会会员 ５０ 元∕篇（ 需附寄会员证复印件） ，非会员 １００ 元∕篇。 稿件确认刊

载后须按通知数额付版面费。 版面费和彩图印制工本费用可由作者单位从课题基金、科研费或其他费用中支付。 确有困难
者可申请减免。 稿件刊登后酌致稿酬（ 已含其他形式出版稿酬） ，赠当期杂志 ２ 册。

八、登录网站 ｗｗｗ．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ｏｒｇ．ｃｎ 进行网上投稿。 投稿前应认真阅读投稿须知，注册后填写有关信息，务必保证填写

信息的真实性。 投稿时请正确选择论文对应的类型及主题。
九、地址：河北 省 石 家 庄 市 和 平 西 路 ２９９ 号

８５９８９６２１，Ｅｍａｉｌ：ｃｊａ＠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 中 华 麻 醉 学 杂 志》 编 辑 部， 邮 政 编 码： ０５００７１。 电 话 （ 传 真） ： ０３１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