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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论文格式和书写的基本要求，投稿和修改稿时，作者原则上按此文要求书写并排版.本刊投

稿论文不限版面.中文摘要用第三人称概括全文，300 字左右.标题需言简意赅，20 字以内.关键词需反映论

文主题，一般为 3 至 5 个. 请注意，关键词是词，不是句，要精炼. 

关键词  论文， 书写， 格式 

DOI： 10.6052/1672-6553-XXXX-XXX

引言 

引言部分，在阐述本文工作时，应交代“要做

什么”，而不是“做了什么”. 在引用研究状况时，

除引用国际最新研究成果外，应尽可能多引用国内

相关领域研究近况，特别是本刊的相关研究. 

引言不计入章节编号 .字数上，一般不少于

1000 字（综述除外）. 

请尽量参考本刊近年来所刊载的同类论文书

写格式.若排版不便，也可排成单栏，正文采用五

号宋体字，段落调成 1.5 倍行距，便于编辑加工. 

1 论文清稿 

   论文修改稿层次体例为：中文文题、作者姓名、

单位及所属单位、城市、邮编、中文摘要、关键词、

DOI 号（论文录用后由编辑部填写）、收稿信息（首

页页脚）、基金项目（首页页脚，若无，则不填写）、

通讯作者邮箱（首页页脚）、正文（按 1 2 3，1.1 1.2 

1.3，（1）（2）(3)，○1 ○2 ○3分章节）、参考文献、英文

文题、作者姓名及单位英译、英文摘要、英文关键

词、收稿信息英译（末页页脚）、基金项目英译（末

页页脚）、通讯作者邮箱英译（末页页脚）. 

请在文后补充注明通讯作者的联系地址、邮

编、电话、手机，确保编辑能及时联系到. 

2 题名、摘要、关键词 

题名、摘要、关键词是文章能否被 EI、Scopus

等检索、引用和收录的关键，应高度重视并提高质

量. 

题名和摘要，要求在脱离文章后能被独立理

解，内容要准确、简洁、规范. 

中文摘要，内容上，只需简要说明研究的目的、

原理、方法、结果及结论，而不写研究背景；文字

上，使用具体的语言，不讲套话和大话，更不能有

引文号、“本文”的字样. 

而英文摘要需与中文摘要内容保持基本一致，

并保证专业名称和语言的正确性. 

文题和文章中主要的工程实例应如实说明，不

要代之以“某工程”，以避免虚构实例. 

关键词要有检索价值. 请注意，关键词是词，

不是句，要精炼. 

3 图、表 

文中的图和表必须清晰.图与表中的文字请一

律用英文表示（包括流程图）.字体大小使其与图

形相协调为宜. 

图题、表题均需中、英文对照，简要精炼.所

有图题为六号宋体和 Times New Rome (TNR)，不

需加粗；行间距为 1.5 倍行距；图题与下面正文间

距设置为段后 0.5.表格采用三线表 .中间细线为

0.25 磅，上下两条粗线为 1.0 磅；表中文字为 6 号

字，行间距为 1.25 倍行距；数字需要上下小数点

对齐. 

图的序号、标题及注释居中放在图的下方.表

的序号、标题居中放在表的上方. 图与表应放在相

应正文之后，分别按出现顺序用图 1、图 2 或表 1、



表 2 统一编号，不使用图 1-1、图 1-2 或表 2-1、表

2-2 等编号. 

表中的量、表示数量的图及图的数轴应给出单

位，需特别注意数值模拟软件生成图中的单位，应

采用国际标准单位.再者，合理使用 SI 词头或 10

的幂，使数值范围在 0.1~999 之间. 

鉴于本刊为黑白印刷，图中应尽量避免出现黑

色以外的彩色线条.如确需用彩色，必须同时用不

同线形（不同厚度的实线、虚线等），但不得在文

中使用颜色进行说明。 

一般情况下，编辑部排版人员会修正图片，作

者仅提供清晰原图即可；但部分图片由于绘图软件

不同，需要作者修正. 

4 物理量、公式等 

名词、术语、数字、计量单位、标点符号和数

学符号（如：微分符号“d”,变分符号“”）等，必

须符合国家标准. 

变量、函数（除 sin，？等特殊意义的函数符

号外）用斜体；矢量、张量、矩阵符号用黑斜体；

单位矩阵、转置符号“T”，对角符号“dig”，单位符

号（如 m，N，kN，MPa 等）、表示图号和公式编

号的字母用正体；变量的上、下标除了表示变量的

（如表示 X，x 轴,数字检索变量 i 等）用斜体外，

都需用正体，如： .  

文中、公式中的变量需在首次出现时给予说明

（常见的除外），并自成系统，不相互矛盾.文中一

个变量只赋予一个物理意义，公式及物理量符号等

易混淆之处，应加以特别说明. 

公式数量不多，可以不排序.若需排序，则不

分章节，全文统一按（1）（2）（3）来排序. 

引用“公理/定理/引理/算例”等，“公理”等二字

需要加粗，按公理 1、公理 2…/定理 1、定理 2…/

引理 1、引理 2…/算例 1、算例 2…等来统一排序. 

5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必须为已出版或有 DOI 号可查的公

开发表文献.所有文献需在文中按顺序明确引用， 

并按序用 1，2，3 统一编号全部列于文后，并在正

文引用处右上角注明参考文献序号. 

文末参考文献应按文献类型给出所有的信息， 

引录信息不全的参考文献请删除.中文参考文献请

在文献后附英文对照（包括作者及出版社等），并

在最后加注（in Chinese）. 

无论中、外著者，一律姓在前，名在后，欧美

著者的名可用缩写字母，并省略缩写点；中国人姓

名，姓用全称，名用首字母并大写，如：张小二，

写为 Zhang X E.“参考文献”标题采用小四号黑体，

字间距设置为加宽 6 磅，置中；与前后文间距设置

为段前段后各 1 行；具体文献，中文采用小五号宋

体，英文采用小五号 TNR.著录格式列举如下. 

（1） 图书、专著（除译著外）著录法[1]： 

序号  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起始页~终止页 

（2） 译著著录法[2，3]： 

序号  作者.书名.译者，译.版次（第 1 版

不标注）.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始页~

终止页 

（3） 期刊著录法[4，5]： 

序号  作者.文献题名.刊名,年,卷(期):起始

页~终止页 

(备注：3 人以下全部著录；3 人以上，只著

录前 3 人，后加“，等”或“，et al”.期刊名必

须用全名，不能用缩写名；期刊名所有实词

首字母大写，其余单词首字母小写，且必须

用斜体，如：动力学与控制学报 Journal of 

Dynamics and Control） 

（4） 学位论文著录法[6,7]： 

序号  作者.文献题名[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

位论文].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始页~

终止页 

（5） 专利著录法[8]： 

序号  专利所有者.专利题名.专利国别:专

利号, 出版日期 

（6） 专著中析出的文献著录法[10]： 

序号  作者.文献题名.见（In）：书的编者

姓名编.（ed.，多个编者用 eds.）书名，出

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始页~终止页 

（7） 会议集中析出的文献著录法[9]： 

序号  作者.文献题名.见（In）：整本文献

的编者姓名编.（ed.，多个编者用 eds.）文

集名，会议名，会址，开会年.出版地：出

版者，出版年：起始页~终止页 

（8） 文集著录法[11]： 

序号 作者.篇名.见(In)：主编者.文集名.分

册数.译者，译.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起始页~终止页 

（9） 网络文献著录法[12]： 

序号 作者.篇名.网址.出版时间 

（10） 电子文献[13]： 

序号  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先电子

发表但未出刊论文).发表年份，DOI 编号 



（11）国际、国家标准[14]： 

序号  标准编号,标准名称.出版地:出版者， 

出版年 

6 字体、标点符号及页面的基本要求 

6.1 字体及页面的基本要求 

论文页面布局要求：纸张大小为 A4 纸，页边

距上下各 1.8 厘米，左右各 2 厘米；页眉和页脚分

别距边界 1.7 厘米和 1.8 厘米.正文分两栏，而小标

题以“引言”开始，其后编号. 

同一处若引用 2 条文献，格式如：[1，2]；3

条以上连续编号文献，格式如：[1-3]. 

论文题目为20号字，汉字为黑体，英语为 Time 

New Roman（简称 TNR），单倍行距. 

作者:字体仿宋小四号字，多个作者之间用两个

半角空格隔开，不需要使用“，”隔开；不同单位作

者用右上角数字加以区分，如：“张三 1  李四 2  王

五 3”；只有一个相同单位的作者，不需标数字；通

讯作者在右上角加符号”†”，如，张三 1  李四 2†   

王五 3.段前 0.5 行，行距为固定值 22. 

作者单位:多个单位按顺序书写，标上相应序

号，如“1.”等，并分别加上小括号，字体为 8 号宋

体，数字用 Time New Roman，单倍行距. 

“摘要”和“关键词”为黑体小五号字，其余为宋

体小五号字，行距为最小值 15.5 磅；摘要居中，宽

度为如图所示的 146mm，或 45 个汉字，90 个英语

字符. 

正文为宋体 5 号字，各栏 21 个字. 

小标题为小四黑体；段前段后各 0.5 行，行距

为最小值 16 磅；标题数字用 TNR 字体. 

6.2 符号的基本要求 

英文间、数字间用逗号分隔，数字范围（参数

范围）、文献号范围用短横线“-”表示，文末参考文

献起止页码范围用浪纹线“~”表示. 

冒号不能套用，即：一般情况下，冒号一般管

到句终，若只管到句子的中间，不能管到句终，则

不能用冒号.换而言之，一句话，只能有一个冒号.

连续分号间不能出现句号. 

特别注意以下事项：（1）文中出现英文等外

文字，除变量和函数外，必须用正体.（2）的得地

的用法,○1左边白，右边勺，名词跟在后面跑。美丽

的花儿绽笑脸，青青的草儿弯下腰.清清的河水向东

流，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2 左边土，右边也，地字

站在动词前。认真地做操不马虎，专心地上课不大

意，大声地朗读不害羞，从容地走路不着急. ○3 左

边两人就使得，形容词前要用得。兔子兔子跑得快，

乌龟乌龟爬得慢。（3）作者不填写页眉信息，以

便在线优先出版。 

 

7 结论 

希望作者尽量满足排版格式要求.作者高质量

的论文编排，会提高编辑部的工作效率，减少出错

率，保证文章按时、正确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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