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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keyword1; keyword2; keyword3; keyword4（一律小写，英文缩写除外） 

文章题目不超过 20 个字，不用不常见的英文缩写 

作  者 1,3, 作  者 2 

（1.作者详细单位，省市 邮编；2.作者详细单位，省市 邮编；3.作者详细单位，省市 邮编） 

摘  要：中文摘要要求 260-400 字左右。中文摘要用第三人称编写，简短精炼，明确具体。摘要格式要规范，不能出

现本文、论文等类似字样，不能出现数学公式、插图、表格、参考文献序号等。摘要中应用黑体明确列述该文的创

新点（新理论，新观点，新技术，新工艺等等），以便于创新性知识的发现，提取和评价,。英文摘要同中文一致，创

新点用斜体标出。 

关键词：关键词 1；关键词 2；         要求 4-8 个，用分号隔开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1X (年份) 期数-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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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itle 

正文内容。正文、图表中的变量都要用斜体；向量、

矩阵用斜体加粗；英文缩写、计量单位、函数名称、运算符

号、括号等都要用正体；图表必须有图题、表名；统一全文

英文、数字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插图线条磅数应在

0.5-0.75 磅，图表中文字均为六号字；长公式宜在运算符号

后回行。程序用六号字；固定行距 12 磅。 

1.1 Title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收稿日期：xxxx-xx-xx         修回日期：xxxx-xx-xx   
基金项目：基金项目名称（编号） 
作者简介：姓  名 1(出生年-), 性别, 籍贯, 民族, 学历, 职称, 职务, 研
究方向为……；姓  名 2(出生年-), 性别, 籍贯, 民族, 学历, 职称, 职务, 
研究方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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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为小五号字，行距 14 磅。多行的公式行距用最小

值 0 磅。注意公式中的正斜体用法，函数、变量、变动附标

等用斜体；在特定场合视为常数的参数用斜体；矩阵符号、

矢量、张量用加粗斜体；π、e、i等数学常数，Δ、矩阵转

置T，括号，标点等要用正体！正文文字与公式及图片要相

符。请仔细修改！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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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表）表 1  初始化条件方法间的错误关联系数 

 IC2 IC3 IC4 IC5 

IC1 0.957 0.942 0.963 0.976 
IC2 … 0.913 0.936 0.978 

IC3 … … 0.966 0.975 

页面设置上 28.5，下 30，左 20，右 20，页眉 17.5、页

脚 15（单位毫米），分栏间距 7 毫米； 
全文汉字用宋体（有特殊要求的地方另有说明），英文、

数字、符号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 
小二加粗， 单倍行距，段

前 20 磅，段后 15 磅； 
五号斜体，单倍行距。

多个作者署名用逗号隔

开，姓氏字母大写，名字

的首字母大写； 

小五，居中，固定行距

12 磅，段后 12 磅，多个

单位按顺序编号 

第一作者证件照

片 ， 尺 寸 为

20mm*30mm；最

好不用红色背景 

五号斜体，单倍行距。多

个作者用逗号隔开，姓氏

字母大写，名字的首字母

大写，注：作者顺序、个

数要与中文一致 

小 五 号 Times 
New Roman，固

定行距 15 磅；左

右缩进 5 毫米。

标题加粗。 
 

注意：作者顺序、个数要

与中文一致 

五号 Times New 
Roman，固定行距

14 磅；右缩进 5 毫

米。标题小五加粗

一级分段标

题，小四号

加粗，单倍

行距。段前

段后 6 磅 

中文题目四号，段前

15 磅，段后 15 磅，

实词首字母应大写； 

正文小五号，

固定行距 14
磅，首行缩进

2 字符。 

二级分段标题，五号字加粗，

固定行距 15 磅，段前段后 3 磅

表题六号加粗，

固定行距 12 磅，

段前 6 磅 
表中文字均为 6
号字，固定行距

12 磅。 

一级标题，小四号加粗，单

倍行距。段前段后 6 磅 

小 五 Times New 
Roman。 
固定行距 12 磅，段

后 12 磅， 
注意：单位顺序、个

数要与中文一致 

正文小五号，

固定行距 14
磅，首行缩进

2 字符。 

三级分段标题，小五号字加粗，

固定行距 15 磅，段前段后 3 磅

作者信息用脚

注标出，六号，

固定行距 10
磅，标题加粗，

全部翻译成英

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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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飞行试验记录的过载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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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目[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

页码(任选). 
[2]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3]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C]//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

原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4]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5] 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 
[6] 专利所有者.专利题名[P].专利国别:专利号,出版日期. 
[7] 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 ,发表或更

新日期/引用日期.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地址. 
[8] 主要责任人.文献题目名：原件日期[Ｂ].收藏地：收藏单位（收藏

号）：起止页码． 
[9]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Z].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外文文献的引用格式 

各类外文文献的文后参考文献格式与中文格式相同，其中题名的

首字母及各个实词的首字母应大写，为了减少外文刊名引用不规范所造

成的引文统计及链接误差，用(SXXXX-XXXX)格式在刊名后加ISSN号

即刊号。 

例如 [1] Kanamori H. Shaking without Quaking [J]. Science 

(S0036-8075), 1998, 279: 2063. 

 

国际、国家

标准

专利

网上数据库

用[DB/OL]
网上电子公

告用[EB/OL]
光盘图书用

[M/CD] 

各种未定义类

型的文献 

标题五号加粗，固定行距 15 磅，段前段

后 3 磅；条目六号，固定行距 12 磅。 

专著[M] 
论文集[C] 
学位论文[D]
报告[R] 

图行距最小值 0 磅，段前段后 6 磅。 
图因缩放的关系，图中坐标、说明字大小不做限

制，但其显示出得字的大小应为六号字大小。注意数

字字体为新罗马。 
图中线条至少 0.5 -0.75 磅。应适当调整座标轴单

位，使坐标数值在 3 位数以内。 
图不能修改时可以贴字 

2 

1 

N
y/

(g
) 

0 

-1 

-2 

档案

图题六号，固定行距

12 磅，段后 12 磅。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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