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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黏蛋白是泪膜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功能可分为分泌型黏蛋白和跨膜型黏蛋白) 分泌型黏蛋

白主要由结膜杯状细胞分泌#功能包括维持泪膜稳定性(清除及抗菌作用(保护眼表*跨膜型黏蛋白主要由眼

表上皮细胞表达#承担泪膜稳定性的维持(屏障及信号转导功能) 黏蛋白质和量的异常都会引起泪膜稳定性

下降#进而导致干眼的发生#而干眼可导致眼表上皮完整性破坏#进而加重黏蛋白的异常) 黏蛋白的检测手法

包括泪液蕨样变检查法(眼表染色法(印迹细胞学检测(激光扫描共焦显微镜检查(泪膜破裂模式检查及黏蛋

白定量测定) 临床上改善黏蛋白分泌的药物有 R"g" 受体激动剂和黏蛋白分泌激动剂两类) 眼科临床医生

应了解眼表组织中黏蛋白的基本特征及功能#关注目前眼科黏蛋白的临床检测方法及其与干眼的关系#跟踪

或参与黏蛋白相关研究和黏蛋白异常型干眼的精准诊疗研究#并更好地对混合型干眼(中重度干眼或免疫相

关干眼进行综合治疗)

$关键词%!黏蛋白* 杯状细胞* 干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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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眼为一种多因素引起的慢性眼表疾病#其发病
机制是由泪液的质(量及动力学异常导致的泪膜不稳

定或眼表微环境失衡#可伴有眼表组织炎症反应(组织
的损伤及神经分布和功能异常#引起各种眼部不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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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甚至可能导致视功能障碍) 我国研究者强调泪膜
稳定性为干眼发病的核心机制#其次为泪液渗透压升
高和眼表炎症反应#并依据泪膜结构和功能将干眼分
为泪液缺乏型(蒸发过强型(黏蛋白缺乏型(泪液动力
学异常型和混合型

+ $, #目前的干眼治疗多基于泪液缺
乏型(蒸发过强型#而目前仍缺乏简单易行的泪液黏蛋
白定量检测方法#故建议应进行相关研究#以达到干眼
精准治疗的目标

+ ", ) 黏蛋白是泪膜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维持泪膜的稳定性中发挥重要作用#产生黏蛋白
的细胞或组织结构或功能的异常可导致泪膜稳定性变

化) 然而#由于相关的检测方法有限#目前在常规临床
实践中对泪膜中黏蛋白的定量评估还有较多困难) 随
着黏蛋白检测手段的不断完善以及对相关研究的重

视#对于黏蛋白结构和功能的认知将会逐渐深入#黏蛋
白与干眼发生和发展的关系也会逐渐明确) 了解眼表
组织黏蛋白特性和功能对于推动干眼综合治疗方法的

进展至关重要)

<8黏蛋白的结构和分类

<3<!黏蛋白的结构
黏蛋白是一种高度糖基化的高分子亲水蛋白家

族#由各自相应名称的黏蛋白核心多肽基因 &&04(-#
bYU'编码产生#共同结构特点是分子中的串联重复
序列#不同的串联重复序列使黏蛋白基因及其合成的
蛋白具有多态性#也为糖基化过程提供空间) 丝氨酸
和苏氨酸是蛋白质核心的 " 种氨基酸#糖链通过糖基
转移酶的活化有序添加#占总相对分子质量的 H#VW
>#V+ @aA, ) 分泌型黏蛋白是由位于黏蛋白骨架 T末端
和 U末端的各种富含半胱氨酸的结构域形成的二硫
键聚合而成) 跨膜型黏蛋白是一种单体黏蛋白#由短
胞质尾区(跨膜结构域(自我酶解区域和延伸高度糖基
化的细胞外结构域组成

+ H, )
<3>!黏蛋白的分类

目前已知人体组织至少包含 "# 个黏蛋白基因#眼
表组织表达 $# 个以上) 黏蛋白按照功能共分为"分泌
型黏蛋白 & =<4+<L5+K&04(-# Qb' 和跨膜型黏蛋白
&&<&P+'-<I'==54('L<* &04(-#b7b'#前者包括成胶型
黏蛋白 &bYU"(bYUH7U(bYUH (̂bYU2(bYU$?'和
可溶性黏蛋白&bYUB(bYU?'#后者主要包括 bYU$(
bYUA(bYU$2 和 bYU"#+ @#2, ) 这些黏蛋白有自身的
结构特点和功能特性)

各种黏蛋白分泌和存在的部位决定了其功能和意

义) Qb以 bYUH7U含量最多#作用也最重要#主要由
结膜杯状细胞分泌#存在于结膜杯状细胞及泪液中#在

泪膜的形成和泪膜稳定性的维持中起重要作用)
bYU" &ST7在人结膜组织及泪液中均呈阳性表达*
bYU$? 是目前所发现的相对分子质量最大的分泌型
黏蛋白#主要表达于杯状细胞和角膜上皮细胞中#在维
持眼表稳态中发挥关键作用

+ 2, ) 可溶性黏蛋白为单
体形式#缺乏半胱氨酸结构域#是目前所知的相对分子
质量最小的黏蛋白#如 bYUB 由泪腺和结膜复层上皮
所产生#可能具有抑菌作用) 跨膜型黏蛋白 bYU$(
bYUA 和 bYU$2 位于角膜和结膜复层鳞状上皮最顶
端#在上皮细胞与泪膜交界处形成一个密集的多糖a

蛋白质复合物#且这些黏蛋白也能从细胞表面释放#在
泪膜中可检测到) bYU"# 是眼表上皮细胞中广泛分
布的膜结合型黏蛋白#位于角膜和结膜复层上皮细胞
中的中间细胞层的细胞膜上

+ >, )

>8眼表黏蛋白的来源和功能

>3<!眼表黏蛋白的表达及调控
Qb主要由结膜上皮的杯状细胞分泌) 杯状细胞

来源于结膜上皮细胞底层的圆柱状细胞#是嵌入到结
膜上皮细胞间的特化细胞#具有高度极性#集中分布于
睑结膜和穹隆部结膜#下穹隆鼻侧结膜和半月皱襞处
最多) 杯状细胞的细胞核被推向基底侧#黏蛋白颗粒
在表层#这样的结构更利于黏蛋白的分泌) 杯状细胞
是固有免疫系统的主要细胞成分#产生和分泌黏蛋白(
三叶因子(防御素和其他抗微生物制剂以提供屏障保
护#防止外部微生物的入侵#从而避免慢性炎症反应的
发生

+ ?, )
bYUH7U的分泌及调控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如

变应原(神经刺激(炎性介质(温度和渗透压变化) 正
常情况下杯状细胞持续内分泌 bYUH7U#并且在受到
内外源性物质的刺激下通过浆顶分泌的方式分泌

bYUH7U) 正常情况下杯状细胞分泌黏蛋白受角膜和
结膜感觉神经产生的神经反射的调节#该反射激活杯
状细胞周围的副交感神经) b受体表达于杯状细胞
表面#胆碱能激动剂和血管肠肽可诱导结膜杯状细胞
分泌黏蛋白) 除了神经介质外#腺嘌呤核苷酸也是通
过激活 R"g" 嘌呤能受体以及促炎介质#如白三烯(组
胺而有效刺激 bYUH7U的分泌 + $#, )

不同 b7b表达的调控通路不同#如在人结膜细
胞系的培养基中添加维甲酸或血清可以观察到

bYUA(bYU$2 的选择性扩增 + $$, ) 地塞米松可以上调
人角膜上皮细胞中 bYU$ &ST7和 bYU$2 &ST7表
达#下调 bYUA4&ST7表达) $H=I羟化二十碳四烯酸
可选择性促进 bYU$ 的分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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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眼表黏蛋白的功能
>3>3<!分泌型黏蛋白的功能!眼表组织中的 Qb具
有重要的功能) &$'泪膜稳定性的维持!Qb具有高
度亲水性#黏蛋白层能黏附于结膜和角膜表面的微绒
毛和多糖复合物上#在上皮层表面和水层之间构成一
亲水界面

+ $@, ) 结膜和角膜上皮层的表面为疏水性#如
果没有黏蛋白层#水质层只能在其表面形成泪珠#而不
能湿润其表面) Qb因其吸水性强#能够形成高度水化
凝胶#起到润滑眼表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增强空气a水
表面泪脂膜的均匀扩散#使脂质与水的分布更加均一)
&"'清除与抗菌作用!分泌型黏蛋白能够作为表面化
学捕集器来捕获(清除疏水污染物#如脂类(灰尘(眼表
脱屑细胞(变应原和病原体等#在防止角膜损伤和感染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Aa$H, ) 黏蛋白可包裹结膜囊内的
细小异物(脱落细胞及细菌#然后随瞬目逐渐带入下穹
隆部) 黏蛋白的黏附作用还可防止外来抗原进入上皮
层) 此外#分泌型黏蛋白可作为病原体的相应受体#并
且能黏附免疫球蛋白#如 EN7#因此有助于清除黏膜表
面的病原体) &@'保护眼表!分泌型黏蛋白给泪膜提
供了非牛顿剪切稀释特性#即黏度随着剪切速率的增
加而下降) 当眼睑张开时泪膜更黏#相反#在瞬目时眼
睑施加的高剪切力打破了黏蛋白网络间的相互作用#
泪液层更容易流动#从而防止持续的高黏度对底层角
膜上皮可能造成的损害

+ H, )
>3>3>!跨膜型黏蛋白的功能!&$'泪膜稳定性的维
持!b7b形成糖萼覆盖于角结膜上皮表面#与眼表上
皮微皱襞结合#使疏水性的角结膜上皮变为亲水性#维
持眼表湿润#使泪膜稳定地贴附着于眼表) 眼表的
b7b具有亲水性#以吸附泪膜中的水分#从而起到稳
定泪膜的作用) bYUA 和 bYU$2 是眼表重要的水化
分子) bYU$2 细胞质结构域与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结
合#并与参与表膜突起形成的特定蛋白#如微绒毛和微
绒毛相互作用#确保泪膜的稳定) bYU$2 与角膜表面
的抗黏附特性有关#使眼表高度湿润并呈现亲水特性#
动物模型研究和临床研究结果也表明 bYU$2 对保持
角膜表面的湿润和维持泪膜的稳定至关重要) &"'屏
障作用!眼表的黏蛋白可以形成眼表上皮细胞的保护
屏障#防止病原微生物入侵) 当眼表上皮缺损或变性
时#泪膜中的黏蛋白可填充于跨膜型黏蛋白缺损区#从
而代偿角膜上皮缺损区的屏障完整性#防止病原微生
物侵入眼组织#bYU$ 和 bYU$2 的这些作用是通过糖
依赖性与半乳凝素I@ 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 + $2a$B, )
&@'信号转导!跨膜黏蛋白通过与细胞外域介导的配
体结合或与生长和分化因子的受体相互作用发挥信号

转导功能) bYU$ 含有多个潜在的酪氨酸磷酸化位
点#这些位点可能参与生长因子受体的信号通路及与
细胞间黏附分子 &(-L<+4<))0)'+4<))'*J<=(5- &5)<40)<#
EU7b'的相互作用和细菌的结合#从而发挥信号转导
作用

+ $>, #而 bYUA 的表皮生长因子片段可以作为配体
调节受体酪氨酸激酶 %+P "̂ 的活性#从而调节上皮细
胞的生长

+ $?, )

?8黏蛋白的检测

?3<!泪液蕨样变检查法
泪液培养是评估眼表黏液缺乏的一种简单的非侵

入性测试方法#主要是利用黏蛋白形成结晶的能力进
行定性判断) 这项测试基于黏蛋白的物理特性#即当
室温干燥时其可在干净光滑的表面出现结晶并形成树

枝状) 黏蛋白缺乏型干眼可出现结晶图的分支数量减
少(结晶形态小和结晶间的间隔增大等表现 + "#, )
?3>!眼表染色法

点状结膜染色是评价角膜和结膜上皮完整性的简

单可行的方法#常用的染料是虎红(丽丝胺绿和荧光素
钠

+ $H, ) &$'虎红染色!可显示黏蛋白缺失或不足(细
胞死亡或变性) 虎红染色阳性表明变性性病变和缺乏
黏蛋白覆盖的角结膜上皮细胞) 但是#虎红也可以使
健康上皮细胞染色#且虎红染料局部使用有光毒性和
明显不适感#这些反应呈剂量依赖性#所以虎红染色现
在很少用于临床) &"'丽丝胺绿染色!丽丝胺绿是一
种无毒的染料#越来越多地用于眼表损伤的检查和评
估) 丽丝胺绿染色主要评价结膜细胞的死亡或变性)
丽丝胺绿染色阳性表明角膜结膜上皮细胞的失活或变

性) 丽丝胺绿在健康的上皮细胞中不会染色#也不会
影响细胞活性) 如果在裂隙灯显微镜下用红色滤光片
作为屏障滤光片#则染色效果会增强) &@'荧光素钠
染色!角膜荧光素钠染色可显示细胞的缺失(细胞间
连接破坏或细胞膜渗透性增加) 角膜染色阳性表示角
膜上皮细胞层的完整性受到破坏

+ "$a"", )
?3?!印迹细胞学检查

印迹细胞学检查是一种眼表上皮活检方法#可收
集眼表的不同类型细胞#包括上皮细胞(杯状细胞和炎
性细胞

+ "@, ) 用醋酸纤维膜从结膜提取的细胞可通过
不同方法进行观察研究) 印迹细胞学检查可直接反映
眼表的形态学变化#也可作为鳞状化生严重程度分级)
采用不同的染色方法或相关标志物的测定方法可对杯

状细胞的数量和黏蛋白类型进行观察分析) 目前结膜
印迹细胞学检查不是评估干眼的首选检查方法#但常
用于干眼的诊断和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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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膜和角膜激光扫描共焦显微镜或活体共焦显
微镜检查

激光扫描共焦显微镜检查或活体共焦显微镜检查

是有效的(非侵入性的辅助诊断工具#用于眼表疾病的
活体组织学评估#可对炎性细胞密度(上皮细胞大小和
密度以及眼表形态学改变进行观察) 杯状细胞在活体
共焦显微镜检查中呈现为较大的高反光细胞#在结膜
上皮聚集分布#可用于辅助评估干眼的严重程度#并有
助于干眼的鉴别诊断和预后判断

+ "A, )
?3A!泪膜破裂模式观察

泪膜不稳定会发生泪膜破裂#角膜荧光素染色后
可在裂隙灯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亚洲干眼协会干眼共
识中指出#不同泪膜异常成分对应不同的泪膜破裂形
态#可通过泪膜破裂模式的观察判断泪膜缺失的成分)
黏蛋白异常的干眼患者泪膜破裂模式为点状或窝

状
+ "$, )

?3B!黏蛋白的定量测定
目前临床上很少采用黏蛋白的定量测定法#这种

检查法主要用于实验室和基础研究中) 目前黏蛋白的
研究主要是采用定量测定泪液中黏蛋白浓度的方法#
也可通过结膜上皮细胞活检来测定结膜杯状细胞中

bYUH7U或跨膜黏蛋白 &ST7的表达量)

@8黏蛋白与干眼

干眼与黏蛋白异常密切相关#二者可能互为因果)
干眼发病机制中#不同原因所致的泪膜渗透压升高可
激活一系列炎症反应#导致眼表上皮完整性的破坏#包
括杯状细胞异常(细胞凋亡等#进而导致分泌型及膜相
关型黏蛋白的异常) 黏蛋白的异常引起泪膜稳定性下
降#进而加剧泪液渗透压的升高#形成恶性循环 + "H, )
@3<!干眼导致黏蛋白异常的机制

不同类型干眼的共同特征是杯状细胞丢失#进而
导致黏蛋白分泌的减少#同时结膜杯状细胞通过调节
抗原分布和抗原特异性免疫反应而参与眼表免疫耐

受#杯状细胞丢失可能导致眼表免疫耐受性的丧
失

+ "2a"B, ) 此外#研究者认为在干眼发病期间可以发生
黏蛋白糖基化的变化#黏蛋白糖基化程度决定其极性#
糖基化程度的改变使黏蛋白失去极性#影响黏蛋白的
亲水性#降低泪膜稳定性#影响屏障功能 + 2, ) 炎症作
为干眼发病机制中的重要环节#眼表上皮组织局部炎
症影响黏蛋白的分泌及功能) 角膜和结膜上皮损伤时
会产生多种促炎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 #&L0&5+
-<4+5=(=,'4L5+I##6T9I#'(白细胞介素&(-L<+)<0\(-#E_'
$"(E_I2(E_I> 等) !干扰素 &(-L<+,<+5-I!#E9TI!'在诱

导结膜上皮化生和减少杯状细胞数量中起关键作

用
+ ">, ) 此外膜相关黏蛋白受到炎症的影响#E9TI!或

6T9I#可促使培养的角膜上皮细胞膜结合型 bYU$2 脱
落

+"?, ) 总之#干眼可通过多个机制导致黏蛋白异常)
@3>!干眼患者黏蛋白改变

干眼初始阶段杯状细胞减少#跨膜型黏蛋白代偿
性增多) 随着病情的进展#黏膜上皮细胞的结构和功
能受损#导致整体黏蛋白水平下降) 关于干眼患者黏
蛋白检测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干眼严重程度不同#黏
蛋白的表达量不同) 一项在日本进行的横断面研究发
现#长期使用电子显示屏人群中干眼病患者泪液中的
bYUH7U浓度降低#但结膜中 bYUH7U&ST7的表达
水平与非干眼受试者无显著差异

+ @#, ) 另一项研究中
发现不同类型干眼患者的 bYUH7U&ST7和 bYU$2
&ST7表达明显低于正常人 + @$, ) 在一项关于中重度
干眼综合征的前瞻性研究中发现#患者结膜上皮细胞
bYU$(bYU"(bYUA(bYUH7U表达量明显低于正常
人

+ @", ) 此外在对干眼患者 bYU$ 糖基化变化的观察
中发现#轻度到中度患者的 bYU$ 唾液酸化增加#重度
患者的 bYU$ 糖基化减少 + @@, #认为可能为轻度干眼时
跨膜型黏蛋白对 bYUH7U降低的一种代偿机制)

A8治疗

改善黏蛋白分泌的药物有 R"g" 受体激动剂和黏
蛋白分泌激动剂两类) 质量分数 @V地夸磷索钠滴眼
液是一种二核苷酸衍生物#作用于眼表的 R"g" 嘌呤
受体#可以增加细胞内钙离子浓度#激活氯通道#促进
结膜上皮细胞和杯状细胞分泌泪液和黏蛋白#上调膜
结合型黏蛋白基因的表达#增强泪膜稳定性#加强角膜
上皮屏障功能#改善干眼症状 + @A, ) @V地夸磷索钠滴
眼液对于合并有干眼症状的其他眼表疾病也有治疗作

用#如干燥综合征(睑板腺功能障碍(白内障术后并发
干眼和青光眼相关干眼等) 黏蛋白分泌激动剂有质量
分数 "V瑞巴派特混悬液和质量分数 #e@V吉法酯滴
眼液#这 " 种药物是胃黏膜保护剂) 瑞巴派特是喹啉
酮衍生物#其滴眼液可作用于眼表黏蛋白#使 " 种黏蛋
白分泌增加#此外还具有抑制炎症的作用 + @H, ) 吉法酯
可促进结膜组织分泌黏蛋白样糖蛋白

+ @2, )

B8展望

黏蛋白是泪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持泪膜稳
定性(保持眼表湿润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技
术限制#目前尚无法进行体内或体外泪膜中黏蛋白的
相互作用进行观察#因此黏蛋白在眼表的具体作用机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UJ(- Z%.M 8MJLJ')&5)#T5;<&P<+"#"##[5)3@>#T53$$

Q2xvdWRWZXJzaW9uLQo?



制仍有待研究
+ 2, ) 由于黏蛋白的糖基化水平很高及

特异性抗体的形成受到了限制#因此黏蛋白的定性和
定量检测仍有一定困难#但临床上能够准确评估黏蛋
白的水平无疑对黏蛋白缺乏型干眼的诊治具有重要意

义) 因此#对黏蛋白的检测方法及其功能的研究可能
为干眼的精准治疗带来有价值的信息和新的视角#也
是干眼发病机制研究和诊疗研究的新方向) 建议眼科
临床医生更多地理解眼表组织中黏蛋白的基本特征及

功能#关注目前眼表黏蛋白的临床检测方法及其与干
眼的关系#跟踪或参与相关研究和黏蛋白异常型干眼
的精准诊疗研究#并更好地对混合型干眼(中重度干眼
或免疫相关干眼进行综合治疗)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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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E"$#3$@B$FG50+-')3M5-<3##H#B#A3

+"?,C<R'(;'UQ# [())'++<')7_# U5++')<=Sb# <L')3C+K<K<I(-*04<*
45-G0-4L(;')<M(LJ<)(')=/0'&50=&<L'M)'=('(=&5*0)'L<* PK(-L<+,<+5-I
N'&&'+Z,3E-;<=L8MJLJ')&5)[(=Q4(# "##B# A> & 2' h"HH@ a"H2#3
C8E"$#3$$2BF(5;=3#BI##2?3

+@#,R'0)=<- 9# ZpN<+d# i5+)(Lf=4J C# <L')3S<N0)'L(5- 5,bYU$2 PK
(-,)'&&'L5+K&<*('L5+=(- 540)'+=0+,'4<<M(LJ<)(')4<)))(-<=+Z,37--
7-'L#"##>#$?#&$' hH?aB#3C8E"$#3$#$2FG3''-'L3"##B3#H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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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4J(-5g#Y4J(-5b#g5\5(T#<L')37)L<+'L(5- 5,L<'+&04(- H7U(-
5,,(4<O5+\<+=0=(-N;(=0')*(=M)'KL<+&(-')="6J<8='\'QL0*K+Z,3
Z7b7 8MJLJ')&5)# "#$A# $@" & > ' h?>H a??"3C8E" $#3$##$F
G'&'5MJLJ')&5)3"#$A3$##>3

+@", QJ(&'f'\(IC<- Q#C5N+0 b#](N'd#<L')3QK&ML5&=#;(=0'),0-4L(5-#
'-* &04(- <.M+<==(5- 5,<K<=O(LJ L<'+,()& (-=L'P()(LK+Z,3U5+-<'#
"#$@#@"&?' h$"$$a$"$>3C8E"$#3$#?BFEU83#P#$@<@$>"?H'"'H3

+@@,U5++')<=Sb# T'+'K'-'- Q# 9<+-q-*<fE# <L')3840)'+&04(- N<-<
<.M+<==(5- )<;<)='=P(5&'+\<+=,5+LJ<*('N-5=(=5,*+K<K<=K-*+5&<
+Z,3E-;<=L8MJLJ')&5)[(=Q4(#"#$$#H"& $$' h>@2@a>@2?3C8E"$#3
$$2BF(5;=3$$IB2HH3

+@A,]'K'=J(g#d'5ii#d5J-5T#<L')3%.M+<==(5- M'LL<+-=5,=(')K)'L<*
<M(L5M<+<45N-(f<* PKd_I2 &5-54)5-')'-L(P5*K(- 540)'+=0+,'4<
<M(LJ<)(0&5,-5+&')='-* *+K<K<M'L(<-L=+Z,3E-;<=L8MJLJ')&5)[(=

Q4(#"##A#AH&B' h""$"a""$B3C8E"$#3$$2BF(5;=3#@I#?>>3
+@H, K̂0- gQ# g55gQ# dO5- Zg# <L')3C(/0',5=5)M+5&5L<=45+-<')

<M(LJ<)(')J<')(-N;('(-L+'4<))0)'+4')4(0&I&<*('L<* %Sd '4L(;'L(5-
+Z,3%.M %K<S<=#"#$2#$A@ h>?a?B3C8E"$#3$#$2FG3<.<+3"#$H3$#3
#$@3

+@2,d'=J(&'6# EL'\0+']# 7\(K'&']# <L')3S<P'&(M(*<5MJLJ')&(4
=0=M<-=(5- ,5+LJ<L+<'L&<-L5,*+K<K<=K-*+5&<"'4+(L(4')'MM+'(=')
+Z,3U)(- 8MJLJ')&5)# "#$A# > h$##@ a$#$#3C8E" $#3"$ABF8R6]3
QA#B?>3

&收稿日期""#"#a#Ba$H!修回日期""#"#a$#a$?'

&本文编辑"尹卫靖'

读者!作者!编者

本刊稿件处理流程

!!本刊实行以同行审稿为基础的三级审理制度&编辑初审(专家外审(编委会终审'稿件评审) 编辑部在稿件审理过程中坚持客

观(公平(公正的原则#郑重承诺审稿过程中尊重和保护审稿专家(作者及稿件的私密权) 专家审理认为不宜刊用的稿件#编辑部将

告知作者专家的审理意见#对稿件处理有不同看法的作者有权向编辑部申请复议#但请写出申请理由和意见)

稿件审理过程中作者可通过/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远程稿件管理系统0查询稿件的审理结果) 作者如需要采用通知或退稿通知

可与编辑部联系) 编辑部发给作者修改再审的稿件#如 " 个月没有修回#视为作者自行撤稿) 编辑部的各种通知将通过 %&'()发

出#投稿后和稿件审理期间请作者留意自己的电子信箱) 作者自收到采用通知之日起#即视为双方建立合约关系#作者如撤稿必须

向编辑部申诉理由并征得编辑部同意) 一旦稿件进入编排阶段#作者不应提出自撤稿件#在此期间因一稿两投或强行撤稿而给本

刊造成不良影响和F或经济损失者#编辑部有权给以公开曝光(通报并实施经济赔偿#作者自行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

根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版权法2的相关条文#本刊编辑可对待发表的来稿按照编辑规范和专业知识进行文字加工(修改和

删减#修改后的稿件作者须认真校对核实#修改涉及文章的核心内容时双方应进行沟通并征得作者同意) 除了编辑方面的技术加

工以外#作者对已经发表论文的全部内容文责自负) 稿件编辑流程中编辑退回作者修改的稿件逾期 " 个月不修回者#视作自行撤稿)

本刊对来稿中作者署名的著录要求

!!作者向本刊投稿时署名应符合以下条件"&$'参与课题的选题和实验设计#参与实验资料的收集(分析和论证) &"'参与论文

的起草或能够对论文中的方法学或关键部分进行修改) &@'能对审稿专家和编辑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核修#能够答辩并承担责任)

&A'对论文的诚信负责) 仅参与筹得资金或收集资料者以及仅对科研小组进行一般管理者均不宜署名为作者) 文中如有外籍作

者#应附外籍作者亲笔签名的在本刊发表的同意函) 集体署名的文章应于题名下列出署名单位#于文末列出论文整理者的姓名#并

须明确该文的主要责任者)

作者署名的名次应按对论文贡献大小顺序排列于文题下方#每篇论文须列出通信作者 $ 名) 如无特殊约定#则视第一作者为

通信作者) 作者&包括通信作者'的署名及其排序应在投稿前由所有研究者共同讨论确定#在编排过程中不宜变更或增减#尤其是

通信作者和前三名作者#若确需变动者须提供所有署名作者的签名同意函并出示单位证明) 有英文文题的论著和综述应有全部作

者姓名的汉语拼音#列于英文文题之下)

本刊对论文发表过程中利益冲突问题的处理和要求

!!本刊严格遵守1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2关于/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一要求0#恪守公正(客观(科学性对待作者研究论文

的原则#最大限度规避在稿件发表的各个环节中存在的潜在利益关系或冲突#尽量减少发表偏倚) 作者投稿过程中应注明存在利

益关系或冲突的审稿人姓名或机构#同时提供该研究获得的资助机构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或文件的复印件) 稿件在同行评审过程中

实行三级审理制#同行评审过程至少要求在不同医疗机构的 @ 人中进行#审稿过程中严格遵守保密原则#编辑部在综合评价多个同

行评审专家的意见后确定稿件的录用与否) 作者还应在文后致谢对该研究提供资助和帮助的人员并申明理由#或就该研究与文中

涉及的医疗机构(生产厂家和药商之间有无利益关系进行声明)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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