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492  ·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22 年 5 月第 34 卷第 5 期  Chin Crit Care Med，May   2022，Vol.34，No.5

·论著·

从肾移植术后感染新冠肺炎谈免疫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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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分析 1 例肾移植术后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过程，谈对免疫

宿主低下人群的管理策略。方法  回顾本医疗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尔果斯市定点医院 2021 年 10 月收治

的 1 例肾移植术后合并新冠肺炎患者的诊治经过，分析其病史、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治疗方案及转归。结果   

受者为中年男性，在肾移植后 3 年发病，以中低热起病，伴咳嗽、乏力。胸部 CT 示双肺胸膜下多发磨玻璃影，以

双下肺为著，渐进性加重，直至出现“白肺”，早期合并肾功能及心功能不全。在治疗过程中，免疫抑制剂应用减

量，并增大了糖皮质激素的用量，早期因肾功能不全和高钾血症透析 3 次，给予阿比多尔及连花清瘟胶囊口服

抗病毒治疗，抗感染治疗，使用特种免疫球蛋白及恢复期血浆静脉滴注增强患者的免疫力，最终患者临床治愈。 

结论  肾移植术后合并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表现及诊断与其他人群无明显差异，但此类免疫宿主低下患者更

易出现器官功能的损害，肾移植受者合并重型新冠肺炎治疗过程中免疫抑制剂及糖皮质激素用量如何调整、呼

吸支持、抗菌药物选择、器官保护、营养支持及中医药干预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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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treatment process of a renal transplant patient infected with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and discuss  the management strategy  for  the  immunocompromised hosts.  Methods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  case  of  transplant  patients  with  COVID-19  admitted  to  Horgos  design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in October 2021 were  reviewed. The medical history  and  laboratory  and  imaging 
examination  treatment  and  outcome  of  this  case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recipient  was  a  middle-aged  male 
with  a  time  from  renal  transplantation  of  3  years.  The  onset  was  moderate  to  low  fever,  accompanied  by  cough  and 
fatigue. Chest CT  showed multiple  ground  glass  shadows under  the  pleura  of  both  lungs, mainly  in  both  lower  lungs, 
gradually worsening until "white lung" appeared, with early renal and cardiac insufficiency. In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immunosuppressants  were  reduced  and  the  dosage  of  glucocorticoid  was  increased.  In  the  early  stage,  due  to  renal 
insufficiency and hyperkalemia, dialysis was conducted for 3 times. Oral abidol and Lianhua Qingwen capsule were given 
as antiviral and anti-infection treatment. Special  immunoglobulin and convalescent plasma of COVID-19 were used to 
boost the immunity of patients. The patient was eventually clinically cured.  Conclusions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diagnosis of COVID-19 for the kidney transplantation recipient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other populations, 
but immunocompromised hosts are more likely to suffer from organ dysfunction. The adjustment of immunosuppressants 
and  glucocorticoids,  respiratory  support,  selection  of  antibiotics,  organ  protection,  nutritional  support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rven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with  severe  COVID-19  need  further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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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0 月霍尔果斯市定点医院收治 1 例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的肾移植受者，经积极

治疗受者临床症状明显好转，病情稳定，目前已临床

痊愈。本研究通过分析肾移植术后新冠肺炎感染的

病例，探讨免疫宿主低下人群继发新冠肺炎的管理

方法。

1　病例资料

  患者男性，49 岁，因“间断发热 4 d”于 2021 年 

10 月 3 日入院。患者于 9 月 30 日晚无明显诱

因自觉全身肌肉酸痛，乏力、口干明显，自测体温

37.5 ℃，当时未引起重视。于 10 月 1 日出现阵发性

干咳，无咽痛、鼻塞、流涕、咳痰、嗅味觉减退，无胸

闷、气喘，无腹痛、腹泻，给予头孢克肟及 999 感冒

灵颗粒（具体剂量不详），效果欠佳，体温在 38.5 ℃

左右，自服散列通片降温，效果欠佳，咳嗽剧烈，咽

痒。10 月 3 日为进一步诊治就

诊于发热门诊，以“发热待查”

收住入院。胸部 CT 提示双肺

胸膜下多发磨玻璃影，以双下

肺为著（图 1）；鼻咽拭子新型

冠状病毒（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呈阳性（野生型）。患者发病

以来精神、饮食及睡眠尚可，

大便正常，小便较前减少，体质

量未见明显变化。既往有高

血压、慢性乙型肝炎病史。患

者曾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在

武汉做了右侧肾移植手术，长

期口服泼尼松 5 mg、每日 1 次

（qd），吗替麦考酚酯片（赛可平） 

0.5 g 每日 2 次（bid），他克莫司

早 2.5 mg、晚 2.0 mg，恩替卡韦

0.5 mg、qd，非布司他 20 mg、隔

日 1 次（qod）。2021 年 7 月 患

者因右侧原位肾脏肿瘤（具体

病理不详）在新疆某医院行右

侧原位肾脏摘除术。否认有药

物及食物过敏史，否认中高风

险地区旅居史，否认毒物及放

射线接触史，否认吸烟、饮酒

史。未接种新冠疫苗。

  入院后体检：体温39.6 ℃， 

脉 搏 85 次 /min，呼 吸 频 率 

图 1　1例 49岁男性肾移植术后新冠肺炎患者住院期间胸部CT变化　A为2021年 10月 3日 
CT，表现为双肺胸膜下多发磨玻璃影，以双下肺为著；B 为 10 月 6 日 CT，表现为右肺病灶较
前范围明显扩大，左肺外带亦有较多渗出；C 为 10 月 9 日 CT，表现为双肺纹理增多，边缘模
糊，双肺可见多发斑片样磨玻璃样密度增高影，边缘模糊，以胸膜下为主，双肺下叶显著并相
互融合，呈实变影，其内见含气支气管影；D 为 10 月 21 日 CT，表现为双肺异常影像表现，间
质性肺炎改变，存在胸腔积液，心包积液，纵膈气肿；E 为 11 月 3 日 CT，表现为双肺异常影
像表现，间质性肺炎改变，心包不规则增厚，纵膈气肿；与 10 月 26 日胸部 CT 相比，双肺病灶
范围减小，密度较低，实变范围缩小；F 为 12 月 3 日 CT，表现为间质性肺炎改变，病灶较前明 
显吸收

图 2  1 例 49 岁男性肾移植术后新冠肺炎患者住院期间的体温变化

26次 /min，血压132/78 mmHg（1 mmHg≈0.133 kPa）， 

脉搏血氧饱和度（pulse  oxygen  saturation，SpO2）

0.97（2 L/min 吸氧状态下）；意识清，精神欠佳，发热

面容，焦虑，咽部充血，双侧扁桃体Ⅱ度肿大，胸廓对

称无畸形，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心率

87 次 /min，律齐，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软平坦，可

见手术瘢痕，双下肢无水肿。患者入院后体温变化

见图 2，实验室检查见表 1，免疫功能分析见表 2。

  患者入院后给予阿比多尔片 0.2 g、每日 3 次

（tid），连花清瘟胶囊 1.4 g tid。免疫抑制剂调整方案

见表 3。10 月 9 日再次出现发热，呼吸困难明显，给

予经鼻高流量吸氧，吸入氧浓度（fraction of inspired 

oxygen，FiO2）0.35，SpO2 维持在 0.88～0.92，6 min 步 

行距离 10 m，改为无创呼吸机辅助呼吸。胸部 CT

提示有感染，考虑患者长期使用激素及免疫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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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方案，或仅将抗代谢类药物（吗替麦考酚酯等）减

量并停止口服糖皮质激素。如果病情较重且胸部 

CT 有典型、较广泛的阳性表现，在适量应用糖皮质

表 3　1 例 49 岁男性肾移植术后新冠肺炎患者 
住院期间药物治疗及调整方案

日期 药物治疗及调整方案

10 月   3 日 泼尼松 5 mg qd + 吗替麦考酚酯片（赛可平）0.5 g bid +
　他克莫司早 2.5 mg、晚 2.0 mg + 恩替卡韦 0.5 mg qd +
　非布司他 20 mg qod

10 月   7 日 地塞米松注射液 10 mg + 吗替麦考酚酯片（赛可平）
　0.25 g bid + 他克莫司早 1.5 mg、晚 1.5 mg +
　恩替卡韦分散片 0.5 mg qd + 非布司他 20 mg qod

10 月 10 日 泼尼松片 5 mg qd + 吗替麦考酚酯片（赛可平）
　0.25 g bid + 他克莫司早 1.5 mg、晚 1.5 mg +
　恩替卡韦分散片 0.5 mg qd + 非布司他 20 mg qod

10 月 25 日 泼尼松片 5 mg qd + 吗替麦考酚酯片 0.25 g qd + 他克莫司
早 1.5 mg、晚 1.5 mg + 恩替卡韦分散片 0.5 mg q3 d

11 月 11 日 泼尼松片 5 mg qd + 吗替麦考酚酯片 0.25 g bid + 他克莫司
　早 1.5 mg、晚 1.5 mg + 恩替卡韦分散片 0.5 mg q3 d

11 月 17 日 泼尼松片 5 mg qd + 吗替麦考酚酯片 0.25 g bid + 他克莫司
　早 2.5 mg、晚 2.0 mg + 恩替卡韦分散片 0.5 mg q3 d

11 月 23 日 泼尼松片 5 mg qd + 吗替麦考酚酯片 0.5 g bid + 他克莫司
　早 2.5 mg、晚 2.0 mg + 恩替卡韦分散片 0.5 mg qd

表 2　1 例 49 岁男性肾移植术后新冠肺炎患者住院期间免疫功能指标变化

日期
CD4

（个 /μL）
CD8

（个 /μL）
CD3

（个 /μL）
CD4/CD8

比值

补体 C3

（个/μL）
补体 C4

（个/μL）
IgG

（g/L）

IgA

（g/L）

IgM

（g/L）

10 月   7 日 125   80    208 1.56 0.88 0.36 21.90 5.36 1.53
10 月 11 日 436 227    658 1.92 1.08 0.32 23.00 6.54 1.77
10 月 15 日 192 292    494 0.66 0.95 0.33 18.90 12.00 1.50
10 月 24 日 127   44    160 2.89 1.38 0.39 18.00 4.29 1.62
10 月 29 日 558 216    775 2.58 1.17 0.36 12.10 6.08 1.17
11 月 10 日 208 296    324 0.70 1.30 0.42 11.40 5.29 1.04
11 月 23 日 440 320    776 1.30 1.27 0.36 15.80 3.28 0.60
12 月   3 日 656 688 1 412 0.95 1.32 0.42 17.45 3.11 0.65

注：正常参考值分别为CD4 688～1 955个/μL，CD3 688～1 955个/μL，CD4/CD8比值0.92～3.41， 

免疫球蛋白 G（IgG）8/17 g/L，IgA 0.72～4.29 g/L，IgM 0.60～2.60 g/L

表 1　1 例 49 岁男性肾移植术后新冠肺炎患者住院期间血常规及血生化指标变化

日期
WBC

（×109/L）

NEU%

（%）

LYM

（×109/L）

hs-CRP

（mg/L）

PCT

（μg/L）
SCr

（μmol/L）

BUN

（mmol/L）

PaO2

（mmHg）

PaCO2

（mmHg）

NT-proBNP

（ng/L）

K+

（mmol/L）

10 月  3 日 5.14 55.2 1.63 40.2 ＜0.10 131 6.3   75 37.8    166 4.5
10 月  6 日 2.89 62.5 0.62 49.2 未测 141 9.4   71 34.1 未测 4.5
10 月  7 日 5.38 77.7 0.72 17.2 未测 163 11.5   72 29.4 1 257 未测
10 月  8 日 16.60 95.6 0.29 23.4 5.48 158 13.6   86 31.9 2 859 4.4
10 月 10 日 13.10 93.0 0.33 19.8 2.61 120 14.7   90  0.5 3 434 4.2
10 月 13 日 9.69 85.9 0.91 204.0 2.83 208 18.2   89 36.5    986 3.4
10 月 15 日 13.10 90.8 0.61 236.5 8.86 172 18.8   77 53.2    563 4.8
10 月 20 日 10.40 82.2 1.02 62.5 1.55 116 22.8   58 59.3    431 5.9
10 月 24 日 9.66 92.2 0.26 27.3 0.71 112 19.7   83 73.0    127 6.2
10 月 30 日 8.55 78.9 0.86 22.4 0.12   79 5.6   87 49.0 未测 5.0
11 月 12 日 10.20 76.9 1.26 45.8 0.22   77 8.6 103 27.0 未测 4.2

注：WBC 为白细胞计数，NEU% 为中性粒细胞比例，LYM 为淋巴细胞计数，hs-CRP 为超敏 

C- 反应蛋白，PCT 为降钙素原，SCr 为血肌酐，BUN 为血尿素氮，PaO2 为动脉血氧分压，PaCO2 为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NT-proBNP 为 N 末端脑钠肽前体；1 mmHg≈0.133 kPa

剂致免疫功能低下，给予亚胺

培南西司他丁 0.5 g、8 h 1 次 

（q8 h），复方新诺明 2 片 tid；

伏立康唑胶囊首剂 0.4 g，之后 

0.2 g qd 抗真菌感染；静脉滴注

（静滴）更昔洛韦注射液 0.2 g、

12 h 1 次（q12 h）抗病毒治疗。

期间因血钾升高间断行 3 次连

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CRRT）；使用特种免疫球蛋

白及恢复期血浆增强患者免

疫力；低分子肝素钠 4 000 U  

q12 h 皮下注射抗凝；配合营养

支持治疗及中医药干预。

  入院时患者为鼻导管吸

氧，逐渐改为经鼻高流量吸氧

及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由于

患者俯卧位依从性差，呼吸困

难逐渐加重，氧合指数难以维

持，胸部 CT 表现进行性加重，

10 月 14 日行气管插管进行有

创呼吸机辅助通气，保护性通

气策略。由于气道阻力高，人机

对抗，10 月 29 日气管切开继续

行机械通气。11 月 26 日拔出气管套管，给予经鼻高

流量氧疗，逐渐过渡到间断脱离氧气床旁活动，现已

康复。

2　讨　论

  肾移植术后患者因需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受

体免疫系统处于抑制状态，故病毒感染是肾移植术

后的常见并发症之一［1］。因此，肾移植受者感染新

冠病毒后病情进展相对较快，易发展为重症［2］。现

探讨免疫宿主低下人群继发新冠肺炎的管理。

2.1　院感防控方面：免疫低下受者是新冠肺炎的易

感人群，该患者明确诊断为德尔塔变异株新冠病毒

感染。肾移植患者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机体免疫

力差，要严格落实手卫生的执行情况，避免出现院内

感染及交叉感染。

2.2　免疫抑制药物方案及激素的调整：肾移植受者

一旦确诊新冠病毒感染，需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及

动态变化来调整免疫抑制方案。对于胸部 CT 无阳

性表现且发热症状轻微的受者，可暂不调整免疫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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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的情况下（甲泼尼龙≥每日 40 mg），可考虑减

量或停用其他所有口服免疫抑制剂。免疫抑制剂的

恢复使用则应根据临床症状的改善、肺部炎症的吸

收好转及病毒核酸检测情况综合决定，可从部分恢

复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alcineurin inhibitor，CNI）类

药物开始，建议恢复期血药浓度谷值控制目标为他

克莫司 4～6 μg/L、环孢素 50～80 μg/L。此外，有研

究显示，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抑制剂可减轻甲

型流感病毒诱导的严重肺损伤，可能为临床治疗新

冠肺炎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3］。肾移植术后继发

新冠肺炎患者免疫抑制剂的使用管理至关重要，而

对糖皮质激素应用的时机、剂量、疗程的把握是其

中的关键因素；同时应辅以氧疗、抗感染、丙种球蛋

白、营养、中医药的干预及对症支持等治疗。 

2.3　呼吸支持：新冠病毒容易累及终末细支气管和

呼吸细支气管周围肺实质，进而累及整个肺小叶。

患者早期病变局限，呈斑片状、亚段或节段性磨玻

璃影，伴或不伴小叶间隔增厚； 进展期病灶增多、范

围扩大，累及多个肺叶，部分病灶实变，磨玻璃影与

实变影或条索影共存；重症期双肺弥漫性病变，少

数呈“白肺”表现，以实变影为主，合并磨玻璃影，多

伴条索影，可见空气支气管征，多不伴有胸腔积液或

淋巴结肿大。

  因此，早期恰当的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治疗是危

重型患者重要的治疗手段［4］，应实施肺保护性机械

通气策略，对于中重度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患者，或机械

通气 FiO2＞0.50 时，可采用肺复张治疗。并根据肺

复张的反应性，决定是否反复实施肺复张手法。应

注意部分新冠肺炎患者肺可复张性较差，应避免过

高的呼气末正压（positive end-expiratory pressure，

PEEP）导致气压伤［5］。

  早期脱机能降低患者肺部感染的概率，除了评

估血流动力学、心肺功能及膈肌功能外，血浆脑钠

肽前体（pro-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proBNP）和降

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水平检测在机械通气脱

机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6］。

  目前多认为纤维条索病灶是患者恢复期或肺组

织修复期的肺部影像学表现，肾移植合并新冠肺炎

受者的肺部间质性病变是否能完全吸收［7］，对这例

受者我们还将进行长期的随访。

2.4　感染方面：免疫宿主低下人群感染新冠病毒

后，除进行抗病毒治疗外，如无明确细菌感染证据，

不建议常规使用抗细菌药物，可定期监测。警惕细

菌感染或真菌感染的可能，尤其是患者长期服用

免疫抑制药物及激素，更容易感染肺孢子菌肺炎

（pneumocystis carinii pneumonia，PCP）。因此，在有

明确病原学证据及感染指标水平升高的情况下，应

用抗菌药物治疗的同时要兼顾 PCP 的治疗。肾移

植术后继发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既要治疗新冠肺炎，

也要预防排斥反应发生，而如何建立感染与排斥之

间的免疫平衡是治疗成功的关键［8］。

2.5　心肾保护：患者病情变化时应行心脏超声检

查，如心脏形态、结构、瓣膜基本正常，未发现明显

的心包积液，心脏射血分数（ejection fraction，EF）正

常，说明没有明显心力衰竭（心衰），脑钠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BNP）升高还是与肾功能以及入

量太多有关，不管患者是心衰还是其他原因，维持

液体平衡至关重要。该受者感染后血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BUN）及血肌酐（serum creatinine，SCr）

水平均较基线值升高，考虑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急

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并伴有 BNP 升

高，检测心肌酶、肌钙蛋白均正常，考虑为心肾综合

征。对新冠肺炎死亡患者行尸体解剖发现，肾脏病

理可见肾小球球囊腔内蛋白性渗出物，肾小管上皮

变性、脱落，可见透明管型、间质充血，可见微血栓

和灶状纤维化［5］。由此可见，新冠病毒感染可以引

起 AKI，可能的机制为呼吸道病毒感染后通过分子

模拟，直接或间接途径诱发实体器官的急性和慢性

排斥反应［9-10］。本例受者被感染后早期肾功能异常

可能与此有关。

2.6　营养支持：保证新冠肺炎患者每日充足的热量

摄入，对长期服用激素的受者，最大限度减少糖皮质

激素引起的不良反应，并且减少肌肉蛋白质消耗，应

使用高优质蛋白饮食，避免摄入植物蛋白。危重症

患者存在累积能量和蛋白质缺乏的风险，充分的营

养支持能降低感染的风险并减少抗菌药物的使用。

不同的阶段营养需求不同，因此，喂养必须适应不同

时期的特点。

  一项对肾移植患者给予限制蛋白质超过 10 年

的研究证实，供应 146.4 kJ·kg-1·d-1 热量和 0.7～ 

0.8 g·kg-1·d-1 蛋白质后，肾移植患者肾功能稳

定改善，低蛋白膳食与 24 h 尿蛋白排泄降低明显

相关，且血压无任何改变，限制蛋白质与血浆蛋

白的改变无关［11］。病情危重期间热量为 104.6～ 

146.4 kJ·kg-1·d-1，蛋白质供应 1.5～2.0 g·kg-1·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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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期热量为 104.6～146.4 kJ·kg-1·d-1，蛋白质供

应为 0.6～1.0 g·kg-1·d-1。肾移植患者的热量供应

应适当，热量供应过高可引起过度喂养，过低则可引

起或加重营养不良，均对移植患者预后产生不良影

响。该类患者的热量供应应以静息能量消耗（resting 

energy expenditure，REE）为标准，采用间接能量测

定仪测定，一般为 125.5～146.4 kJ·kg-1·d-1；蛋白

质供应应根据患者肾功能耐受情况供应，一般为

0.6～1.0 g·kg-1·d-1；脂肪供应应采取低脂或低胆固 

醇膳食（脂肪占总热量的比例不超过 30%，每日胆

固醇供应不超过 300 mg，饱和脂肪占总热量的比例

不超过 10%），同时 3% 脂肪酸的比值为 1～2［11］。

2.7　心理问题：患者对自己以后的健康及生活产生

焦虑，有抵触情绪，容易影响医疗配合程度，需安排

专科心理医生进行心理疏导，提高患者依从性，配合

诊疗工作。同时发挥家庭成员的关心关爱作用，增

强患者的信心。

2.8　目前德尔塔及奥密克戎变异株病毒传染性强，

传播速度快，免疫低下人群易感染，肾移植患者感染

新冠病毒后更易出现病情加重，及时发现病情变化，

并对患者多器官功能进行监测是非常重要的。此类

患者早期症状较轻，易被掩盖，应加强个人防护，如

有发热、干咳、乏力、嗅味觉减退或丧失、鼻塞流涕、

咽痛、结膜炎、肌痛、腹泻等十大症状之一，应及时

就医，规范治疗，避免延误病情。针对个人体质特点

制定符合自身的膳食谱，加强功能锻炼，提高自身免

疫力，保持良好的心态，对于肾移植术后患者的恢复

和移植肾的长期存活具有重要意义。

2.9　中医药干预：新冠肺炎属中医瘟疫范畴，即温

病和疫毒同时为病，内经有云：“正气存内，邪不可

干”，中医药对瘟疫的基本治则是“扶正祛邪”，龙峻

标等［12］研究发现，中西医结合治疗肾移植术后肺炎

合并 ARDS 有效。本例患者因在重大手术后感染新

冠病毒，即正邪之时感邪，故在中医药治疗中当以扶

正为重点，选用人参、炙甘草、生姜、大枣为基本扶

正之药，并根据证候对症干预：① 发热：降相火，选

用乌梅、白芍、薄荷等药以降胆下相火；② 干咳：降

肺气，选用竹叶、桔梗、苏叶等药以降肺止上逆；③ 

乏力：健脾肾，选用白术、干姜、附片等药以理中补

中气；④ 祛邪：杀毒虫，选用大青叶、贯中、徐长卿

等药以杀毒祛疫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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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关于法定计量单位的写作要求

  执行 GB 3100-1993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 及 GB/T 3101/3102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 （所有部分）量和单位》

的有关规定，具体执行可参照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编写的《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应用》第 3 版（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1 年出

版）。量的名称应根据 GB/T 3102.8-1993 《物理化学和分子物理学的量和单位》规定使用，如分子量应为相对分子质量。计量

单位使用正体。注意单位名称与单位符号不可混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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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符号一律采用斜体字，如体积的符号 V 应为斜体。血压及人体压力计量单位使用毫

米汞柱（mmHg），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须注明 mmHg 与 kPa 的换算系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