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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指南 ( 简称 “ 指南” ) 的制订应在系

使专家的主要专业判断或行动受到次要利益的不恰当

在利益冲突的临床专家和方法学家ꎬ 通过讨论和共识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 Ｇ￣Ｉ￣Ｎ) 和美国胸科学会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统检索和评价当前研究证据的基础上ꎬ 由尽可能不存
后给出 对 患 者 而 言 最 佳 的 推 荐 意 见 [１￣ ４] ꎮ 利 益 冲 突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ꎬ ＣＯＩｓ) 是影响指南制订独立性
和可靠性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５￣ ８]

ꎮ 最近一项调查发现ꎬ

影响的情况[１] ꎮ 国际指南联盟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ＡＴＳ) 将利益冲突定义为: 个人的私人利益
与其专业义务之间存在分歧ꎬ 让独立第三方可能有
理由质疑该个体的专业行为或决定是出于个人利益

近一半的美国医师在一年内接受过医药企业的资助ꎬ

驱动 ( 如财务、 学术进展、 临床收入来源和社会地

究机构、 学会、 协会负责人未充分报告其接受资助的

响其以开 放 的 心 态 解 决 科 学 问 题 的 能 力 [ ２０] ꎮ 目 前

总金额达 ２４ 亿美元ꎻ 此外还有大量医药卫生领域的研
情况[９] ꎮ 基 于 指 南 研 究 与 评 价 工 具 (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Ⅱꎬ ＡＧＲＥＥ Ⅱ) 对
我国指南方法学质量的评价结果显示ꎬ 在 “ 指南制订
的独立性 ( 即利益冲突) ” 方面得分最低ꎬ 为 ２％ ~

１２％

[１０￣ １５]

ꎮ 基 于 指 南 报 告 清 单 (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ꎬ ＲＩＧＨＴ) 对我国指南
报告质量的评价结果显示ꎬ “资金资助与利益冲突声明
和管理” 领域的报告率仅为 １０％ ~ １５％
作为本专栏

[１８]

[１６￣ １７]

ꎮ

第 ３ 篇文章ꎬ 我们将分析、 比较

国内外主要指南制订组织机构对利益冲突的定义、 分
类和管理办法ꎬ 在此基础上就我国如何应对指南中的

位等) ꎬ 或因 为 存 在 经 济 或 专 业 上 的 关 系ꎬ 可 能 影
国际上对指南利益冲突的基本分类和具体内容详见

表 １ꎬ 按照利益冲突是否可用金钱来 衡 量 可 分 为 经
济利益冲突和非经济利益冲突ꎬ 按照利益冲突与指
南制订人员之间的关系 ( 即是否可明确追溯到相关
责任人) 可分为直接利益冲突和间接利益冲突ꎮ 一
般情况下ꎬ 经济与非经济利益冲突的划分和使用更
为普遍ꎻ 而直接利益冲突特指与经济相关ꎬ 间接利
益冲突既包含了经济方面的利益冲突ꎬ 也包含了非
经济方面的利益冲突ꎮ

２

利益冲突对指南的影响及其管理办法

利益冲突提出思考与建议ꎮ

１

在指南制订过程中ꎬ 存在经济利益冲突的专家在

临床实践指南利益冲突的定义与分类

临床问题的收集与遴选阶段、 制作或使用系统评价阶
段、 讨论和共识推荐意见阶段ꎬ 更倾向于作出有利于

对于指南的利益冲突ꎬ 国内外主要指南制订组织

机构大部分对其进行了定义ꎮ 世界卫生组织 (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ＷＨＯ) 指 出: 任 何 可 能 或 被 认
为会影响到专家提供给 ＷＨＯ 建议的客观性和独立性
的专家利益ꎬ 均可构成利益冲突ꎮ 利益冲突可能引起
有益的效果被高估而危害性被低估ꎬ 是指南制订过程
中重要的潜在偏倚来源ꎮ 在推荐意见的形成过程中ꎬ
当相关的主要利益 ( 如专家对患者获益和研究有效
性的判断) 受到次要利益 ( 如专家在制订指南过程
中收到来自医药企业的酬劳) 的过度影响时ꎬ 便会
产生 利 益 冲 突

[１９]

ꎮ 原 美 国 医 学 科 学 院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ＩＯＭ) 将利益冲突定义为: 一系列可能会
６８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ꎬ ２０１９

药企的判断和决定 [２６] ꎻ 而存在非经济利益冲突的专
家ꎬ 则更倾向于作出有利于自己专业或领域的判断和

决定ꎮ 例如ꎬ 对于 ４０ ~ ４９ 岁女性是否应常规进行乳
腺 Ｘ 线钼靶筛查的指南ꎬ 放射科医师及曾经发表过
乳腺疾病包括乳腺癌相关论文的全科医师ꎬ 相对于其
他医师ꎬ 更容易作出推荐筛查的建议和决定 [２７] ꎮ 事
实上ꎬ 利益冲突对医学的影响涉及到从研究到教育的

各个方面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ＪＡＭＡ 发布了 “ 利益冲突” 专
刊ꎬ 系统、 全面地介绍了利益冲突的概念及定义ꎬ 对
医疗系统中不同机构、 不同人员在经费评审、 科研、
教学、 医疗、 指南制订、 继续教育等方面的利益冲突
情况进行了分析ꎬ 同时提出了关注、 声明、 管理和解

如何应对指南制订中的利益冲突

决利益冲突的思路和方法ꎮ 表 ２ 列举了近 ３ 年文献报

管理方法详见表 ３ꎮ ＷＨＯ 采用了新的利益冲突管理

况ꎻ 关于国内外主要指南制订组织机构对利益冲突的

分从 ２０ ９％提升到 ７３ ６％ [２８] ꎮ

道的部分专业领域指南制订专家声明的利益冲突情

办法后ꎬ 其指南制订质量显著改善ꎬ 利益冲突方面得

表 １ 临床实践指南中利益冲突的分类、 定义和内容
分类
经济利益冲突

定义和内容
[２１]

经济利益冲突可用金钱衡量ꎮ 包括: 个人经济收入ꎬ 如工资、 咨询费、 酬劳、 礼物和差旅费等ꎻ 拥有公司股份或
股票ꎻ 个人专利ꎻ 研究经费ꎬ 包括直接金钱支持或设备、 实验室支持ꎻ 基金 (个人或机构提供的经济) 支持ꎮ 部
分组织确定了需要声明的个人经济利益的界限值ꎬ 如 ＷＨＯ 提出若一次指南制订过程中ꎬ 专家的经济利益额度低

非经济利益冲突 [２２￣ ２５]

于 ５０００ 美元则无须报告ꎬ 而研究支持 (包括超过 １０００ 美元的非经费支持) 都必须公开

非经济利益冲突一般无法用金钱衡量ꎬ 而且相对来说不易识别ꎮ 主要包括: 某专家是相关单位的领导、 董事会或
委员会成员ꎻ 是可能接受利益的提议小组成员ꎻ 为公司提供撰写或咨询服务ꎻ 持有与指南主题相关的、 可能影响
循证评价或推荐意见形成的个人信念 (政治、 宗教、 思想或其他)ꎻ 参与相关研究和出版物工作ꎻ 优先发表指南
制订过程中涉及的研究ꎬ 如系统评价ꎻ 优先公开与指南相关的观点或立场ꎻ 家属存在目标疾病或相关问题ꎻ 与提

交或评估文章的人员 (如作者、 评价者、 编辑或科学期刊编辑委员会成员) 有私人关系 ( 如朋友、 配偶、 家属、
导师、 竞争对手等)ꎻ 社会地位得到提升
直接利益冲突 [７]

间接利益冲突

[７]

直接的付款服务、 股票期权ꎮ 如: (１) 参加与某条推荐意见相关的干预性研究的付款ꎻ (２) 为相关技术 / 干预措
施的厂商提供咨询服务ꎻ (３) 支持某种技术 / 干预措施的演讲费或会议费ꎻ (４) 带薪董事会成员、 专利申请和研
究补助金 (无论何种来源)ꎻ (５) 荣誉和礼物

学术进展、 临床收入来源、 社会地位、 科研兴趣ꎮ 如: 发表与干预措施有效性相关的研究或对可能受推荐意见影
响的研究 (如根据推荐意见的方向和强度作出进一步的资助决定)ꎻ 作为某干预措施领域的公认专家ꎻ 从推荐意
见中获得临床收入ꎻ 委员会的领导层、 董事会或成员ꎻ 参与可能从指南中获益的宣传组织ꎻ 为教育公司提供咨询

ＷＨＯ: 世界卫生组织

或撰写服务ꎻ 个人信念或职位 (政治、 宗教、 意识形态等)

表 ２ 近 ３ 年文献中部分专业领域指南存在的利益冲突情况

指南

利益冲突情况

急性缺血性卒中领域指南 [２９]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美国心脏学会及美国卒中学会发布的 ２ 部指南ꎬ 共涉及 ３４ 位指南作者ꎬ 其中 １２ 位 (３５％) 作

肿瘤领域指南 [３０]

２０１６ 至 ２０１７ 年间日本发布 ６ 部肿瘤领域指南ꎬ 共涉及 ３２６ 位指南作者ꎬ 其中 ２５５ 位 (７８ ２％) 作者收到了医药公

皮肤病领域指南 [３１]

２００８ 至 ２０１８ 年间美国皮肤病学会发布 １６ 部指南ꎬ 共涉及 １０２ 位指南作者ꎬ 其中 ６０ 位 (５８ ８％) 作者声明存在经

者存在经济利益冲突

司的经济报酬ꎬ 平均报酬为 １０５６５ 美元ꎬ ８４ 位 (２５ ８％) 作者接受了 １ 万美元以上的报酬
济利益冲突

内分泌领域指南 [３２]

泌尿外科领域指南 [３３]

耳鼻喉头颈外科领域指南 [３４]

心脏病领域指南 [３５]

肝病和感染病领域指南 [３５]

中国的指南

[３６]

２０１０ 至 ２０１７ 年间全球内分泌领域发布 ２６ 部指南ꎬ 共涉及 １６９ 位指南作者ꎬ 其中 ７１ 位 (４２％) 作者报告了相关经
济利益冲突ꎻ 其中来自美国的 １１３ 位作者中有 ８４ 位 (７４％) 作者收到过报酬ꎬ 其中研究经费为 ３０９０ 万美元ꎬ 非
研究费用为 ５５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４ 至 ２０１６ 年间美国泌尿外科学会发布 ６ 部指南ꎬ 共涉及 ６８ 位指南作者ꎬ 其中 ３２ 位 (５９ ３％) 作者获得了至少
一笔收款ꎮ 其中 ２４ 位 (４４ ４％) 作者接受了 １０００ 美元以上的报酬ꎬ ２０ 位 (３７ ０％) 作者接受了 １ 万美元以上的
报酬ꎬ ６ 位 (１１ １％) 作者接受了 ５ 万美元以上的报酬

２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７ 年间美国耳鼻喉头颈外科学会发布 ６ 部指南ꎬ 共涉及 ４９ 位指南作者ꎬ 其中 ３９ 位 (８０％) 作者收到了经
济报酬ꎬ 平均为 １８ ４３１ 美元ꎬ ２１ 位 (４３％) 作者接受了 １０００ 美元以上的报酬ꎬ １２ 位 (２４％) 作者接受了 １ 万美元
以上的报酬ꎬ ７ 位 (１４％) 作者接受了 ５ 万美元以上的报酬ꎬ ２ 位 (４％) 作者接受了 １０ 万美元以上的报酬

２０１４ 年美国心脏病学会和美国心脏协会发布的胆固醇管理指南ꎬ 共涉及 １６ 位指南委员会成员ꎬ 其中 ７ 位 (４４％)

成员声明了经济利益冲突ꎬ 且均报告接受医药公司赞助的研究ꎬ ６ 位 (３８％) 成员报告了咨询服务ꎬ 在 ３ 位指南
主席和联合主席中ꎬ １ 位 (３３％) 存在经济利益冲突

２０１５ 年美国肝病研究学会和美国感染病学会发布的丙型肝炎指南ꎬ 共涉及 ２９ 位指南委员会成员ꎬ 其中 ２１ 位

(７２％) 成员报告了经济利益冲突ꎬ １８ 位 (６２％) 成员接受了医药公司的研究赞助ꎻ 在 ６ 位指南联合主席中ꎬ ４
位 (６７％) 报告了经济利益冲突ꎬ 并且在其他出版物中公开了此指南中未列出的其他利益冲突

２０１７ 年中国发布的 ５４ 部临床实践指南中ꎬ １４ 部 (２６ ４％) 指南报告了利益冲突情况ꎬ 但仅 １ 部指南在其声明中
承认接受了医药公司的资助

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６ ６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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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国内外主要指南制订机构或研究组织对利益冲突的管理方法
组织

具体要求及处理利益冲突的方法
ＷＨＯ 指南制订利益冲突管理过程概况:

ＷＨＯ [１９]

(１) 参与指南制订的专家、 顾问等所有成员在参与指南会议之前ꎬ 均需填写 ＷＨＯ 利益声明表ꎻ

(２) ＷＨＯ 指导小组在各成员参会之前评价其利益声明ꎬ 以判断是否存在可能限制其参与指南制订的利益冲突ꎻ
(３) 应就利益冲突的严重性 (对指南制订过程产生不良反应的风险) 进行评价并制定管理计划ꎻ

(４) 在每次指南制订会议上ꎬ 每位成员的利益声明表均会被总结并告知整个小组ꎬ 每位成员都有机会更新和 ( 或) 修正
利益声明ꎬ 所有成员的利益声明处理策略也会告知整个小组ꎻ

(５) 所有成员的利益声明都会在终版指南文件中作出报告ꎮ
ＩＯＭ 关于利益冲突管理的标准:

ＩＯＭ [１]

(１) 临床问题确定之前ꎬ 指南小组候选人应声明其利益冲突ꎻ

(２) 指南小组应在指南制订工作开始之前讨论参加指南制订成员的利益冲突ꎻ
(３) 每个有利益冲突的成员都应描述其潜在的影响ꎻ

(４) 指南小组成员不应接受所有与指南主题相关的可能会导致利益冲突的资助ꎻ
(５) 在可能的情况下ꎬ 任何小组成员都不应该有利益冲突ꎻ
(６) 有利益冲突的成员应占指南小组成员的极少数ꎻ
(７) 主席或共同主席不应存在利益冲突ꎮ
Ｇ￣Ｉ￣Ｎ 关于利益冲突管理的基本原则:

Ｇ￣Ｉ￣Ｎ [７]

(１) 指南制订者应尽可能不纳入具有直接经济利益冲突或相关间接利益冲突的成员ꎻ

(２) 利益冲突的定义及管理原则适用于指南制订小组的所有成员ꎬ 并且应在组建专家组之前就确定ꎬ 不论他们代表何种
学科或利益相关者ꎻ

(３) 指南制订小组应使用标准化的形式进行利益冲突声明ꎻ

(４) 指南制订小组应公开声明利益冲突ꎬ 包括所有直接经济利益冲突和间接利益冲突ꎬ 并且让指南的使用者能够便捷地
获取这些资料ꎻ

(５) 指南制订小组的所有成员应在该小组的每次会议上并且定期 (如每年一次的指南制订小组会议) 声明和更新任何利
益冲突的变化ꎻ

(６) 指南制订小组的主席不应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冲突或相关间接利益冲突ꎬ 当不可避免地需要其担任主席时ꎬ 应任命一
位没有利益冲突的共同主席来牵头指南小组ꎻ

(７) 具有相关利益冲突和特定学术专长的专家可以参加各个主题的讨论ꎬ 但在寻求提供意见的参与者之间应该有适当的
观点平衡ꎻ

(８) 在决定推荐意见的方向或强度时ꎬ 不可纳入具有直接经济利益冲突的成员ꎻ
美国医师协会

[２１]

(９) 监督委员会应负责制定和实施与利益冲突相关的规则ꎮ

(１) 要求参与指南制订的成员在工作正式开始之前就提交利益声明表ꎬ 整个制订工作中不断审查和更新参与者的利益声
明情况ꎬ 并在工作结束后 １ 年再次更新利益声明ꎻ

(２) 成立专门的利益冲突审核小组ꎬ 将利益冲突分为 ３ 个级别进行管理: 严重的利益冲突 ( 除非解除相关利益ꎬ 否则不
允许参加指南制订的全过程)、 中等利益冲突 (可参加指南的讨论ꎬ 但不能参加投票和作者署名) 和不严重的利益
冲突 (成员不受限制地参与指南制订)ꎻ

ＡＧＲＥＥⅡ [３７]

(３) 所有的利益冲突相关结果都进行公开ꎮ
ＡＧＲＥＥⅡ在 “领域六
ＲＩＧＨＴ 在 “领域六

ＲＩＧＨＴ [３８]

指南制订的独立性” 中的 ２ 个条目 (条目 ２２: 赞助单位的观点不影响指南内容ꎻ 条目 ２３: 记录并

公示指南制订成员的利益冲突)ꎬ 均对利益冲突声明进行了陈述ꎮ

资金资助与利益冲突声明和管理” 中的 ４ 个条目 [ 条目 １８ａ: 指南应描述其制订各个阶段的资金来

源情况ꎻ 条目 １８ｂ: 应描述资助者在指南制订不同阶段中的作用 (如适用ꎬ 也应描述后期在推荐意见的传播和实施过程中
的作用)ꎻ 条目 １９ａ: 应描述指南制订相关的利益冲突类型ꎻ 条目 １９ｂ: 应描述对利益冲突的评价和管理方法以及指南用户
如何获取这些声明]ꎬ 均对利益冲突声明进行了要求ꎮ

中华医学会

[３９]

在指南发表的内容中ꎬ 必须声明指南的经费来源ꎻ 全体受邀且切实参与指南制 / 修订过程的人员都必须填写利益声明表ꎬ
且必须同意在指南中发表ꎬ 并给出了利益声明的具体要求ꎮ

ＷＨＯ: 同表 １ꎻ ＩＯＭ: 美国医学科学院ꎻ Ｇ￣Ｉ￣Ｎ: 国际指南联盟ꎻ ＡＧＲＥＥⅡ: 指南研究与评价工具ꎻ ＲＩＧＨＴ: 指南报告清单

３ 对我国指南制订中利益冲突管理的思考与
建议

面ꎬ 利益冲突最为重要ꎮ 因为即使对指南所涵盖的问
题作了最全面的证据检索和客观评价ꎬ 在对证据进行
解读和形成推荐意见的过程中ꎬ 专家仍然可能作出受
利益影响的判断和对患者不恰当的建议ꎮ 即便与医药

从某种程度来说ꎬ 在所有影响指南制订的因素里
６８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ꎬ ２０１９

企业无任何经济上的往来ꎬ 也很难完全排除其专业背

如何应对指南制订中的利益冲突

景、 学术主张和个人偏好对推荐意见的影响ꎮ 而对于
如何有效避免和管理利益冲突ꎬ 全球尚无公认的行之
有效的方法ꎮ 另一方面ꎬ 我国的指南制订在利益冲突

益冲突对推荐意见的影响程度ꎬ 选择是否采纳该指南
( 或仅采纳指南中的部分推荐意见) ꎬ 或放弃而改用
其他组织制订的利益冲突更小的指南ꎮ

(４) 患者和公众层面ꎮ 应加强宣教ꎬ 增强患者

声明与 管 理 方 面 又 存 在 一 定 特 殊 性ꎬ 主 要 表 现 为:
(１) 多数指南对利益冲突不进行报告ꎬ 因此无法判

和公众对指南利益冲突的关注和对推荐意见的正确认

量和临床实践的影响ꎻ (２) 部分中国指南本质上是

ＰＶＧ) 是近年来指南研究的重点和热点ꎬ 一方面能够

断制订指南的专家是否存在利益冲突ꎬ 以及对指南质

识ꎮ 指南 的 患 者 版 本 (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ꎬ

改编或翻译国际指南的推荐意见ꎬ 但在成文的过程

将指南的推荐意见以通俗易懂、 图文并茂的形式传

中ꎬ 对原指南的利益冲突情况却未进行阐述和说明ꎻ
(３) 我国整个医疗界尚未建立和形成主动声明和公
开利益冲突的习惯与环境ꎬ 管理部门和学术期刊也未
对指南的利益冲突声明和管理作出强制性要求ꎮ

基于此ꎬ 本文建议从以下 ４ 个方面加强我国指南

播ꎻ 另一方面ꎬ 也可通过对原指南的再评估ꎬ 更加明
晰地向患者呈现利益冲突的情况 [４１￣ ４２] ꎮ

４

结语

制订中利益冲突的声明与管理:

利益冲突只能被尽可能减小ꎬ 无法完全消除ꎮ 尽

(１) 国家和政府层面ꎮ 一方面ꎬ 应出台相关政

管国际上已有声明和管理利益冲突的不同方案ꎬ 但也

策对指南制订机构作出规定ꎬ 要求其制定和完善利

不能生搬硬套ꎬ 需充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制订更

益冲突的相关管理办法ꎻ 另一方面ꎬ 建立全国范围

加可行和落地的政策与措施ꎮ 近年来ꎬ 随着循证医学

内医药企 业 及 医 务 人 员 利 益 冲 突 上 报 和 查 询 数 据

在我国的推广普及和指南方法学的不断发展ꎬ 我国学

库ꎬ 类似 于 美 国 的 公 开 酬 劳 ( ｏｐｅｎ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ꎬ ＯＰ )
数据库

[４０]

ꎮ ＯＰ 数据库是美国国家层面促进医疗卫生

透明化和提高责任心的项目ꎬ 其要求医药企业向医务

者在认识、 研究和管理利益冲突方面ꎬ 展开了积极的
探索ꎬ 取得了一定成果 [４３￣ ４７] ꎬ 但要从根本上促进我
国指南迈向更加客观、 公正和透明化ꎬ 还需未来多方

人员支付的劳务和酬金应通过该系统上报ꎬ 目前里面

持续努力ꎮ

２０１８ 年医务人员平均接受医药企业酬金 为 ３４４２ ９９

志谢: 感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临床研究总监唐

费用的情况ꎮ 此外ꎬ 指南制订的经费来源由政府或政

意见ꎮ

包含 ２０１３ 至 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 ( 据该数据库显示ꎬ 全美
美金) ꎬ 公众可免费检索任何一名医生收取医药企业

金陵教授在本文撰写和成稿过程中给予的宝贵建议与

府监督和管理的非营利性组织、 基金会获得ꎬ 避免医
药企业直接资助ꎮ

(２) 指南制订者层面ꎮ 参考表 ３ 国内外指南制

订权威机构和组织对利益冲突声明和管理的方法ꎬ 不
仅对指南制订者本人严格要求ꎬ 还应对其家庭成员
[ 包括与参与者在同一家庭生活超过 １ 年的伴侣、 家
属或其他任何亲属 ( 经血缘或婚姻) ] 的利益冲突
进行调查

[２１]

ꎮ 建议声明近 ３ 年的经济利益冲突和近 ５

年的学术利益冲突ꎬ 同时建议政府、 媒体、 患者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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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来稿中计量单位及数字的有关要求
本刊执行 ＧＢ３１００ ~ ３１０２￣１９９３ « 量和单位» 中有关量、 单位和符号的规定及其书写规则ꎮ 注意单位名
称与单位符号不可混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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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组合单
位中斜线和负数幂亦不可混用ꎬ 如应采用 ｍｇｋｇ －１ ｄ －１ 或 ｍｇ / ( ｋｇｄ) ꎬ 而不宜采用 ｍｇ / ｋｇ / ｄ 的形式ꎮ
在叙述中应先列出法定计量单位数值ꎬ 括号内写旧制单位数值ꎮ 凡涉及人体及动物体内的压力测定ꎬ 可
以使用 ｍｍ Ｈｇ 或 ｍｍ Ｈ ２ Ｏꎬ 但首次使用时应注明与 ｋＰａ 的换算关系ꎮ
本刊执行 ＧＢ / Ｔ１５８３５￣ １９９５ «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中有关数字的规定及其书写规则ꎮ 定型的
词、 词组、 成语、 惯用语、 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词语中作为语素的数字ꎬ 必须使用汉字ꎬ 如二倍体、
第三季度ꎮ 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ꎬ 特别是当所表示的数目比较精确时ꎬ 均应使
用阿拉伯数字ꎮ 统计表中的数值ꎬ 如正负整数、 小数、 百分比、 分数、 比例等ꎬ 必须使用阿拉伯数宇ꎮ
公历世纪、 年代、 年、 月、 日、 时、 分、 秒要求使用阿拉伯数字ꎬ 年份不能简写ꎮ 物理量量值必须用阿
拉伯数字ꎬ 并正确使用法定计量单位ꎮ 非物理量一般情况下应使用阿拉伯数字ꎬ 如 ４５ ６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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