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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参考文献著录格式
! !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基本参照执行 "# $ % &&’()*++,《 文后参考文
献著录规则》，采用顺序编码制。
!" 文内引用参考文献的标注
’- ’! 采用顺序编码制，即按文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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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按下述 . 种格式之一标注：
/- 薛社普等［’］指出棉酚从体内排泄缓慢。
0- 麦胶敏感性肠病的发病有 . 种机制参与［*，()1］。
2- 间质细胞 2345 含量测定方法见文献［&］。

正文指明原始文献作者姓名时，序号标注于作者姓名之后（ 如例 /）；正文未指明作者或非
原始文献作者时，序号标注于句末（ 如例 0）；正文直接述及文献序号时，不用角码标注（ 如
例 2）。
标注应尽可能靠近有关引文，写在标点符号之前。在同一处同时引用几条文献时，文献序
号应排放在 ’ 个方括号内，文献序号不连续时，用逗号分隔，连续时文献序号不必一一列出，用
“ 6 ) 6 ”的形式。例如，关于麻风的化学治疗，曾有多次报道［(，1)’+，’.)’(］。文内若引用文献中的
某段文字，则文献角码应标注于有关引文的右上角。若引文在全句之末，其中引文句号在引号
［ 6］
［ 6］
）；否则应标注在句号之内（“ ……”
。）。
之内，文献角码应标注在引号之外（“ ……。”

’- *! 文献作者为 * 位时，文内引用处应列出 * 位作者的姓名，之间用“ 和”连接，在第 * 位作者
姓名右上角标注文献角码。
’- .! 专著类多次引用同一著者的同一文献时，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文献序号，并在序号
的“［ ］”外著录引文页码。无论“［ ］”是否为角码，引文页码均处于角码位置。如包含多次引
［’，
,］
［.］’,1)’1+
。
用同一著者的同一文献时，方括号外需标注页码，同一处可排放多个方括号，如：
［*］’’7(
例如：由于“ 思想”的内涵是“ 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
，所以“ 编

辑思想”的内涵就是编辑实践反映在编辑工作者的意识中，
“ 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 方针”指
［*］.,(
“ 引导事业前进的方向和目标”
。

参考文献
……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 修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
’771……

’- (! 图中引用参考文献，按其在全文中出现的顺序编号，标注写在图的说明或注释中，图中不
应出现引文标注。表中引用参考文献，按其在全文中出现的顺序编号，在表注中依次标注；或
在表中单列一栏说明文献来源，该栏应列出文献第一作者姓名，在姓名右上角标注文献角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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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 %&’ 序号的文献可于该条文献的最后标注 %&’ 号码。
例如：
［ (］……" %&’：
!)" *+,) - ./0" 1" 2334" !,+!5+*,6" ())6" )7" ))*"

!" 文后参考文献表
参考文献应采用小于正文的字号，排印在正文之后。“ 参考文献”字样可以左顶格排，句
末不用“ ：”；也可以居中排。同一种期刊体例应一致。文后参考文献表中的各篇文献应按文
中引文的顺序左顶格依次排列，序号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与正文中的序号格式一致，
序号后空一字。只有 ! 条参考文献时，序号写为 !。著录文字原则上要求用原文献文字，除版
次、期号、册次、页数、出版年等数字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外，均应保持文献原有的形式。
每条文献著录项目应齐全，不得用“ 同上”或“ 2829”表示。同一文献作者不超过 * 人，全部
著录；超过 * 人，可以只著录前 * 人，后依文种加表示“ ，等”的文字（ 如西文加“ ，:; 0<”，日文加
“，
他”）。作者姓名一律姓氏在前，名字在后，外国人的名字采用首字母缩写形式，缩写名后不
加缩写点；不同作者姓名之间用“ ，”隔开，不用“ 和”、
“ 049”等连词。题名后标注文献类型标志
对电子文献是必选著录项目，其他文献可选择标注。文献类型和电子文献载体标志代码参照
=> *?,7《 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途径为联机文献必须著录的项
目。出版项中的出版地（ 者）有多个时，只著录第一出版地（ 者）。无出版地（ 者）的中文文献著
录“ 出版地（ 者）不详”；外文文献出版地著录“ @" <" ”，出版者著录“ 3" 4" ”，并置于方括号内。出
版项中的出版年采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著录。如有其他纪年形式时，将原有的纪年形式
置于“（ ）”内。例如：
!+)#（ 康熙四十四年）。出版年无法确定时，可依次选用版权年、印刷年、
估计的出版年，估计的出版年需置于方括号内。例如：.!766，
!7## 印刷，
［ !7*,］。出版项中的
期刊名称，中文期刊用全称；外文期刊名称用缩写，以 !"#$% &$#’()* 中的格式为准。每条参考
文献均须著录起止页码。每年连续编码的期刊可以不著录期号。著录格式示例如下：
(" !$ 期刊
著录格式：主要责任者" 题名［ 文献类型标志 - 文献载体标志，电子文献是必选著录项目，
其他文献可选择标注］" 刊名，年，卷（ 期）：起页5止页［ 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 !" !$ 期刊分卷，连续编页码
［! ］ A0<B:C4 @%，D8:< EF，G0B<04 FH" @I<295ICJ04 ;C043B<04;0;2I4 24 A’K524L:.;:9 B0;2:4;3" M N4J< O P:9，
())(，
*?+（ ?）：
(6?5(6+"
［(］ 陈敏华，吴薇，杨薇，等" 超声造影对肝癌射频消融筛选适应证的应用价值" 中华医学杂志，())#，6#
（?7）：
*?7!5*?7?"

(" !" ($ 期刊分卷，每期单独编页码
［*］ 汪国华，马进，季适东，等" 急性出血坏死性膜腺炎的手术治疗" 中级医刊，
!77#，
*)（ 6）：
((5(#"

(" !" *$ 期刊不分卷
［?］ QRC04 ’，SC:9/0CT Q，U:<<049:C5Q302 H" FC;VCI3.IB2. 04T<: 0C;VCI9:323 24 CV:R/0;I29 0C;VC2;23" G<24 &C;VIB，
!77#（ *()）：
!!)5!!?"

(" !" ?$ 期刊无卷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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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1223+$’$456 78,837 $9 8:& 6,+6&# ;,85&+87 ,+- 8:& &99&687 $9 <’$$- 8#,+79375$+ $+
ABBC：
CD!ECCC0
,+85832$# #&7;$+7&70 =3## >;5+ ?&+ @3#4，

D0 A0 !F 卷的增刊
［G］ 汪晓雷，凌祥，刘祖舜0 家兔迷路破坏眼震电图描记0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DHHI，
CH 增刊：
AC0
［I］ ?&#,3- ?，@;5&#5+47 J*，K&L%$$- =0 .$’&#,<5’58L ,+- 7,9&8L $9 9#$M,8#5;8,+ %58: 7:$#8E ,+- ’$+4E8&#2 37& 9$#
8#&,82&+8 $9 254#,5+& ,+- 5+ 6$2;,#57$+ %58: 732,8#5;8,+0 N&,-,6:&，
DHHD，
OD @3;;’ D：@BCEBB0

D0 A0 GF 卷中分部
［P］ )<&+- @Q，K3’57: R0 .:& ;7L6:$,+,’L856 2&8:$- 9#$2 ,+ &;578&2$’$456,’ M5&%;$5+80 1+8 S T7L6:$,+,’，
DHHD，
PC T8 D ：
OBAEOB!0

D0 A0 IF 期的增刊
［B］ ?’,37&# .)0 1+8&4#,85+4 6’5+56,’ 8#5,’ -,8, 5+8$ 6’5+56,’ ;#,6856&0 R&3#$’$4L，
DHHD，
!P（ AD @3;;’ I）：@GEAD0

D0 A0 PF 期中分册
［AH］ ):#,# K，Q,-$99 (=，?3;8, @，&8 ,’0 (&M&’$;2&+8 $9 , ’,#4& ,+52,’ 2$-&’ 9$# ’3+4 832$#70 S U,76 1+8&#M
V,-5$’，
DHHD，
AC（ B T8 A）：
BDCEBDP0

D0 A0 BF 两期合刊
［AA］ V$7& QJ，N3&#<5+ Q"，Q&’56W S，&8 ,’0 V&43’,85$+ $9 5+8&#78585,’ &X658,8$#L ,25+$ ,65- 6$+6&+8#,85$+7 ,98&#
6$#856,’ 6$+8375$+ 5+Y3#L0 "#,5+ V&7，
DHHD，
BC!（ A Z D）：
OHEOG0

D0 A0 AHF 集体作者
［AD］ (5,<&8&7 T#&M&+85$+ T#$4#,2 V&7&,#6: ?#$3;0 NL;&#8&+75$+，5+73’5+，,+- ;#$5+73’5+ 5+ ;,#8565;,+87 %58: 52E
;,5#&- 4’36$7& 8$’&#,+6&0 NL;&#8&+75$+，
DHHD，
OH（ !）：
GIBEGPG0
［AC］ 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0 检验科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标本检测安全管理指南（ 暂行）0 中华检验医学杂
志，
DHHC，
DG（ !）：
CDHECDA0

D0 A0 AAF 作者未署名
［AO］DA78 6&+83#L :&,#8 7$’385$+ 2,L :,M& , 785+4 5+ 8:& 8,5’0 "QS，
DHHD，
CD!（ IC!I）：
APO0

D0 A0 ADF 同一期刊连载
［A!］ 北京市检验学会继续教育委员会0 临床免疫学检验练习题0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DHHD，D!（!）：CAOE
CA!；
DHHD，
D!（ G）：
CIBECPA0

D0 A0 ACF 电子期刊
［AG］ )<$$- @0 [3,’58L 52;#$M&2&+8 5+585,85M& 5+ +3#75+4 :$2&7：8:& )R) ,687 5+ ,+ ,-M57$#L #$’&［ S Z >*］0 )2
S R3#7，
DHHD，
AHD（ G）：
DC［ DHHDEHPEAD］0 :88;：Z Z %%%0 +3#75+4%$#’-0 $#4 Z )SR Z DHHD Z Y3+& Z /,%,86:0 :820
［AI］ 莫少强0 数字式中文全文文献格式的设计与研究［ S Z >*］0 情报学报，
ABBB，
AP（ O）：
AEG［ DHHAEHIEHP］0
:88;：Z Z ;&#5$-56,’0 %,+9,+4-,8,0 6$20 6+ Z ;&#5$-56,’ Z \<X< Z \<X<BB Z Z \<X<BBHO Z BBHOHI0 :820
［AP］ 何文，胡向东，邬冬芳，等0 超声引导经皮穿刺微波凝固治疗周围型肺癌的临床研究［ S Z =(］0 中华医
学超声杂志：电子版，
DHH!，
D（ D）：
AHEAD0

D0 A0 AOF 译文
［AB］ K5+#, @，*&%&+-$+ ?，R&’-&# V，&8 ,’0 化学气体污染突发事件中的人群疏散：横断面调查0 陈雷，译0 英
国医学杂志中文版，
DHH!，
P（ !）：
DP!EDP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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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书
!" !" $# 著作或编著
著录格式：主要责任者" 题名：其他题名信息［ 文献类型标志 % 文献载体标志，电子文献是
必选著录项目，其他文献可选择标注］" 其他责任者（ 例如翻译者）" 版本项（ 第 $ 版不著录）"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起页&止页［ 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 王家良" 临床流行病学：临床科研设计、衡量与评价" ! 版"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
［!$］ 吴阶平，袭法祖" 黄家驷 * 外科学" + 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
［!!］ /01123 45，56789:;2< =>，=6?2327;@ A>，8: 2<" /8B@C2< D@C16?@6<6E3" +:; 8B" >:" F60@7：/67?3，!’’!：
+.&+,"
［!(］ 忽思慧" 饮膳正要" 影印明刻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
［!+］ 王夫之" 宋论" 刻本" 金陵：曾氏，
$G).（ 清同治四年）：
(("
［!.］ H?12D7 IJ，J8817 /K，J81L6M 5" 默克老年病手册" 陈灏珠，王赞舜，刘厚钰，等，译" ! 版" 北京：人
$,,)：
!!&!."
民卫生出版社，
［!)］ 赵耀东" 新时代的工业工程师［ / % NF］" 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G［$,,G&’,&!)］" ;::O：% % MMM" @8"
9:;0" 8B0" :M % @9P6 % @8" 98M@8" ;:D（ J@E.）"
［!-］ Q6<83 =/，A8<?29B K" RDO16S@9E O2<<@2:@S8 C218 P61 C29C81［ / % NF］" I27;@9E:69：T2:@692< HC2B8D3
!’’$［!’’!&’-&’,］" ;::O：% % MMM" 92O" 8B0 % ?66L7 % ’(’,’-+’!, % ;:D<"
41877，
［!G］ 林江涛" 支气管哮喘的诊断与治疗［ / % U=］" 北京：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
+."
［!,］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王忠诚神经外科手术学术系列多媒体教程［ / % VU］" 北京：中华医学电子音
像出版社，
!’’$"

!" !" !# 专著中析出文献
著录格式：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 文献类型标志 % 文献载体标志，电子文献
是必选著录项目，其他文献可选择标注］% % 专著主要责任者" 专著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 版本项
（第 $ 版不著录）"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析出文献起页&止页
［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 诸骏仁" 昏厥与休克 % % 董承琅，陶寿淇，陈灏珠" 实用心脏病学" ( 版"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G."
［($］ /8<:W81 4>，=2<<@69@8D@ H，X189: Y/" V;16D676D8 2<:812:@697 @9 ;0D29 76<@B :0D617 % % Z6E8<7:8@9 J，=@9W<81
=I" X;8 E898:@C ?27@7 6P ;0D29 C29C81" T8M [61L：/CA12M&K@<<，
!’’!：
,(&$$("
［(!］ 邓小平"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
!-+&!-)"
［((］ 陈彪" 帕金森病［ / % VU］% % 贾建平，张新卿" 神经系统疾病诊治进展" 北京：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
!’’."
社，
［(+］ H9B81769 >V，460<789 =J" H9B81769\7 8<8C:169@C 2:<27 6P ;8D2:6<6E3［ / % VU］" 4;@<2B8<O;@2：F@OO@9C6::
!’’!"
I@<<@2D7 ] I@<L@97，

!" (# 会议文献
!" (" $# 会议文集或汇编
著录格式：主要责任者" 题名：其他题名信息［ 文献类型标志 % 文献载体标志，电子文献是
必选著录项目，其他文献可选择标注］" 其他责任者（ 例如翻译者）"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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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起页!止页［ 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注：文集或汇编题名后应注明会议地点和年份。
［#$］ 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医学分会，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第一届全国医药卫生期刊管理
%&&%" 北京：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医学分会，
%&&%"
和学术研讨会资料汇编，北戴河，
［#’］ ()*+,-+ .，/011- /2，/0+-3 45" 5-*6 7-88 9:60:*3 ;" .*07--,<+=3 01 9>- $9> 5-*6 ?-88
%&&C" D-E F0*G：HI*<+=-*，
%&&%"
@:60:* ?0+1-*-+7-，A--,3，B2，
%" #" %J 会议文献中析出文献
著录格式：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 文献类型标志 K 文献载体标志，电子文献
是必选著录项目，其他文献可选择标注］K K 会议文献主要责任者" 会议文献题名：其他题名信
息"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页!止页［ 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L］ 董家祥，关仲英，王兆荃，等" 重症肝炎的综合基础治疗 K K 张定凤" 第三届全国病毒性肝炎专题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南宁，
CMNO"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CMN$：
%&#!%C%"
［#N］ ?>*<39-+3-+ H，PII)7>-* Q" R+ )+)8S3<3 01 20T)U3 706I:9)9<0+)8 -110*9 39)9<39<7 10* =-+-9<7 I*0=*)66<+= K K
Q039-* /R，A:990+ V，W<88-* /，-9 )8" 5-+-9<7 I*0=*)66<+=" V:*05. %&&%：.*07--,<+=3 01 9>- $9> V:*0I-)+
?0+1-*-+7- 0+ 5-+-9<7 .*0=*)66<+=，2<+3,)8-，X*-8)+,，
%&&%" Y-*8<+：HI*<+=-*，
%&&%：
CN%!CMC"
［#M］ Y:*=-* /，507>1-8, W" A-), 8-Z-83 <+ -[I03-, >-**<+= =:883：,<11-*-+7-3 <+ 9>- 1<-8, )+, 8)\0*)90*S［ ? K
PA］K K @>- X+9-*+)9<0+)8 ?0+=*-33 0+ ()T)*,0:3 4)39-：X6I)79 0+ (:6)+ )+, V7080=<7)8 (-)89>，R98)+9)，
CMM$［%&&’!&O!%%］" >99I：K K EEE" )93,*" 7,7" =0Z K 7M$)\" >968"

%" OJ 科技报告
著录格式：同 %" %。
［O&］ 40*8, (-)89> P*=)+<T)9<0+" Q)790*3 *-=:8)9<+= 9>- <66:+- *-3I0+3-：*-I0*9 01 4(P H7<-+9<1<7 5*0:I" 5-+-!
Z)：4(P，
CML&：
C!LO"

%" $J 学位论文
著录格式：论文作者" 题名" 学位授予单位所在城市：学位授予或论文出版单位，年份"
［OC］ 杨宁" (AR!5 诱导肝脏移植免疫耐受的研究"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
%&&O"
［O%］ Y0*G0E3G< WW" X+1)+9 38--I )+, 1--,<+=：) 9-8-I>0+- 3:*Z-S 01 (<3I)+<7 R6-*<7)+3" W0:+9 .8-)3)+9
（ WX）：?-+9*)8 W<7><=)+ B+<Z-*3<9S，
%&&%"

%" ’J 专利文献
著录格式：专利申请者或所有者" 专利题名：专利国别，专利号［ 文献类型标志 K 文献载体
标志，电子文献是必选著录项目，其他文献可选择标注］" 公告日期或公开日期［ 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O#］ 刘加林" 多功能一次性压舌板：中国，
M%%COMN$" %" CMM#!&O!CO"
［OO ］ .)=-,)3 R?" Q8-[<\8- -+,0370I<7 =*)3I<+= )+, 7:99<+= ,-Z<7- )+, I03<9<0+<+= 9008 )33-6\8S：BH，
%&&%&C&#OMN" %&&%!&N!&C"
［O$］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光折变自适应光外差探测方法：中国，
&CC%NLLL" %［ . K PA］" %&&%!&#!&’［%&&%!
&$!%N］" >99I：K K %CC" C$%" M" OL K 3<I0)3I K T8]3 K >S]3!S[!+-E" )3I？*-7<, ^ &CC%NLLL" %_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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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令条例
著录格式：主要责任者" 题名" 公布日期。
［%&］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

!" *$ 标准（ 包括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
著录格式：主要责任者"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注：标准编号与标准名称之间留 ( 字空。
［%*］ 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七分委员会" +, - . /(#0)(00! 科学技术期刊编排格式" 北京：中
国标准出版社，
(00!"

!" 0$ 报纸文章
著录格式：主要责任者" 题名［ 文献类型标志 - 文献载体标志，电子文献是必选著录项目，
［ 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其他文献可选择标注］" 报纸名，出版日期（ 版次）
［%0］ 何秉贤" 高新技术代替不了物理诊断" 健康报，
!’’&)’/)(/（ /）"
［1’］ .2343 ." 567894: 8;<=>?6;63@A :>B6= C>;89876 =4@6：A@D72 A66A 7=>< 83 4AA4D:@ =4@6" .C6 E4AC83F@>3
G>A@，
!’’!)’*)(!（ H !）"
［1(］ 傅刚，赵承，李佳路" 大风沙过后的思考［ I - JK］" 北京青年报，!’’’)’%)(!（(% ）
［!’’1)’#)(! ］" C@)
@<：- - BBB" LM2>D@C" 9>;" 93 - ,NL - !’’’’%(! - +, - %!(&O 1PQ’%(!,(%’(" C@;"

!" (’$ 电子文献
除了以上第 ( R 0 条中述及的文献类型的电子文献外，均依据本条款处理。
著录格式：主要责任者" 题名［ 文献类型标志 - 文献载体标志，是必选著录项目］" 出版地：
出版者，出版年（ 更新或修改日期）
［ 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途径"
!" (’" ($ 在线数据库
［1!］ EC>SA T6=@8U867［ Q, - JK］" P?43A@>3（ VK）：.C6 H;6=8943 ,>4=7 >U 567894: W<6984:8A@A，
!’’’［!’’()’1)
’*］" C@@<：- - BBB" 4L;A" >=F - 36BA64=9C" 4A<"
［1/］ X4L:>3AY8 W" J3:836 ;D:@8<:6 9>3F638@4: 43>;4:2 - ;63@4: =6@4=74@8>3（ 5TH - 5Z）A237=>;6A［ Q, - JK］"
,6@C6A74（ 5Q）：I4@8>34: K8L=4=2 >U 56789836（ [W）" (000（!’’()(()!’）
［!’’!)(!)(!］" C@@<：- - BBB"
3:;" 38C" F>? - ;6AC - M4L:>3AY8 - A237=>;6\@8@:6" C@;:"

!" (’" !$ 电子公告
［1%］ 萧钰" 出版业信息化迈入快车道［ P, - JK］" （!’’()(!)(0）
［!’’!)’%)(1］" C@@<：- - BBB" 9=6476=" 9>; 36BA - !’’((!(0 - !’’((!(0’’(0" C@;:"
［11］ JTKT J3:836 T>;<D@6= K8L=4=2 T63@6=，V39" ]8A@>=2 >U JTKT［ P, - JK］" ［!’’&)’%)’*］" C@@<：- - BBB"
>9:9" >=F - 4L>D@ - C8A@>=2 - 76U4D:@" C@;"

!" (’" /$ 计算机程序
［1&］ W98@>= T>=<>=4@8>3" G=>M69@ A9C67D:6=［ TG - Q^］" T4:8U W：W98@>= T>=<>=4@8>3，9(0*/"

!" (($ 待发表材料
对于已明确被杂志接受的待发表文献，可以标明期刊及年代，其后标注：待发表，或 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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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范红霞，时勘，徐长江，等’ 组织公民行为结构的实证研究’ 心理科学，
())*，待发表’
［%+］ ,#$-.#" /0’ 123#4536" 7#4-6.8$7$ 29 42468.# 6::84;82.’ < =.>3 ? 1#:，
@AAB，0. !"#$$’

(’ @(C 以电子版优先发表的文献
以 #D!5E384 形式优先发表的文献，请注意核对其纸版格式。
［%A］ F5";- G，H6I86.2 ?1，J22K <L’ M."#!2";#: 98.6.4863 :8$432$5"#$ 8. 6 $;5:N 29 78>"68.# 6.: 46":82O6$4536"
())B，
(AB：=@［())BD)AD)+］’ -;;!：P P R676’ 676D6$$.’ 2"> P 4>8 P :6;6 P (AB P S P (+S P
:8$#6$#［ ? P Q,］’ ?/1/，
TJ@ P @’［ !5E38$-#: 2.38.# 6-#6: 29 !"8.; ?53N @+，
())B］’

(’ @SC 中文文献的双语著录
对中文参考文献采用中、英文双语形式著录时，文献序号后先列出完整的中文文献英译
文，并在该参考文献最后加注“（ 8. J-8.#$#）”，另起行齐头列出中文文献。作者姓名的英译文
采用汉语拼音形式表示，姓首字母大写，名用首字母缩写形式，大写。
［B)］ J-#. UV，W-6.> 1T，X6.> YU，#; 63’ V#.$2"N >6;8.> 29 !6;8#.;$ Z8;- 98"$;D#!8$2:# $4-8I2!-"#.86’ <6;3
1#: ? J-8.6，
())%，
+%（ *A）：
S*%&DS*%A’（ 8. J-8.#$#）
C

C 陈兴时，张明岛，王红星，等’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感觉门抑制’ 中华医学杂志，
())%，
+%（ *A）：S*%&D
S*%A’

附录（ 参考 H[ S*BAD+S《 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
文献类型和电子文献载体标志代码
@C 文献类型和标志代码
表 !C 文献类型和标志代码
文献类型

标志代码

普通图书

1

会议录

J

汇编

H

报纸

<

期刊

?

学位论文

T

报告

L

标准

V

专利

\

数据库

T[

计算机程序

J\

电子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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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文献载体和标志代码
表 !" 电子文献载体和标志代码
载体类型

标志代码

磁带（ #$%&’()* ($+’）

,-

磁盘（ .)/0）

12

光盘（ 31456,）

31

联机网络（ 7&8)&’）

69

" " 注：专著、论文集中析出文献类型［ :］，其他未说明的文献类型［ ;］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 年 >! 月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