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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黑体，四号） 

正文(五号，宋体） 

1 一级标题（黑体，四号） 

正文（宋体，五号） 

······· 

1.1 二级标题（黑体，小四号） 

正文（宋体，五号） 

······ 

1.1.1 三级标题（黑体，五号）   正文（与三级标题之间空一格，宋体，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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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所有统计值的符号：斜体，举例：均数±标准差( x ±s)， t，χ
2，（P>0.05）； 

2、量的单位格式：举例：100 g·mL
-1（数字与单位之间空格，1 个阿拉伯数字宽）； 

3、文中引用参考文献的上标（请参考格式：xxx
[1-2]

……。xxxxxx
[3-5,8]）； 

4、文中第一次出现的英文缩写请标明相应的英文全称，如：肠外营养（parenteral nutrition，

PN）； 

5、数字修约：同一类量的数值应保持有效数位一致，举例；“腹泻、脱发的发生率分别为

12.8%、 10.89%”中，两个数值应都修约到一位小数（12.8%、10.9%）或两位小数（12.80%、

10.89%）。 

6、图表示例：正文 XXXXX（表 1、图 1、图 2）。 

表 1  表题 XXX（小五，宋体）  

Tab.1  XXX（小五，Times New Roman） 

组别（表中的内容为宋体，小五） 
ALC/%  ALB/(g·L-1)  PA/(g·L-1)  TP/(g·L-1)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干预组 
  

 
  

 
  

 
  

t 
  

 
  

 
  

 
  

P 
  

 
  

 
  

 
  

注：（小五，宋体）注意表头的格式（量的名称/单位符号）。 

Note: （小五，Times New Roman）. 

 

注：（宋体，小五）注意横坐标与纵坐标标目的格式（量的名称/单位符号），数字与单位符号之间空

格。 

Note: Time New Rom，小五 

图 1 宋体，小五 

Fig. 1 Time New Rom，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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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宋体，小五 

Fig. 3 Time New Rom，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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