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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稿件 

题  目 题目 

作者名 1 1,  作者名 2 2,  作者名 3 3 作者 

(1. 单位全名 部门(系)全名, 市(或直辖市) 邮政编码; 单位 

2. 单位全名 部门(系)全名,  市(或直辖市) 邮政编码; 

3. 单位全名 部门(系)全名,  市(或直辖市) 邮政编码) 

 

摘  要: *摘要内容.* 摘要 

关键词: *关键词; 关键词; 关键词; 关键词; 关键词*  关键词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A 分类号 

Title title title Title 

NAME Name-Name
1
, NAME Name

2
, NAME Name-Name

3
 Name 

(1. Department of ****, University, City Zipcode, P. R. China; Depart.Correspond 

2. Institute of ****, University, City Zipcode, China; 

3. Department of ****, University, City Zipcode, China)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Key words: *Key word；Key word； Key word； Key word * Key words  

 

1   一级标题 标题 1 

2   一级标题 标题 1 

2.1   二级标题 标题2 

1.1.1 三级标题 标题 3 

*正文部分. … * 正文文字 

 

致  谢  *致谢内容.* 致谢 

附  录   

*附录内容.* 附录 

---------------------------------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基金中文完整名称(批准号); 基金中文完整名称(批准号)        

作者简介:  作者名 1 (出生年－), 性别, **** (籍贯, 具体到市、县或地区)人, 学历, 职称, 主要研究领域为 ***.  

通讯作者:  作者名 2. E-mail: ***@***.*** 

批注 [c1]: 不需要写出省份 

批注 [c2]: 给出 3~6个关键词, 

用分号隔开 

批注 [c3]:  英文标题：第一个

单词和专有名字的第一个字

母大写, 其它的小写; 英文

单位中, 专有名字第一个大

写 

批注 [c4]:  中国作者姓名采

用汉语拼音，姓在前名在后，

姓字母全部大写, 名第一个

字母大写, 其它均小写；外国

作者也姓在前名在后标出 

批注 [c5]:  英文关键词用逗

号隔开，且第一个关键词和专

有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大写, 

其余小写 

批注 [c6]: 全文标点符号用

“.”代替“。” 

批注 [c7]: 用分号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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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中文参考文献 

[1] 作者 1, 作者 2. 题目[J]. 刊名(全称或标准的简称), 出版年, 卷: 起始页码. [期刊] 

[2] 作者 1, 作者 2. 书名[M]. 3 版. (初版不写). 出版地(城市名): 出版者, 出版年: 起始页码.  [书

籍] 

[3] 作者 1, 作者 2, 作者 3, 等. 题目[C]//编者姓名编.文集实际完整名称.出版地(城市名): 出版者, 

出版年: 起始页码.  [会议录(论文集、论文汇编等)] 

[4] 著者. 题名[D]. 学位授予地址: 学位授予单位, 出版年: 起始页码.   [学位论文] 

[5] Author1, author2. Title[R]. Publishing place (city name): Publisher, Year: pages  [科技报

告] 

[6] Author1, author2, author3, et al. Title title title [J]. The title of the magazine, year, 

vol.: page   [期刊] 

[7] Author1, author2. The title of the book [M]. Location: The publisher, year: pages  [Book] 

 

 

 

 

 

 

 

 

 

 

 

 

 

 

图 1  标题 标题 

Fig. 1  Title Title 

 

 

 

 

 

 

 

 

 

图 2  标题 标题 

Fig. 2  Title Title 

 

 

批注 [c8]:  通常用期刊简称. 

期刊的简称如何表示, 请查

有关资料 

批注 [c9]: 出版地和出版社可

以不详，英文文献中分别用 

[S. l.]和[s. n.]表示。 

批注 [c10]: 作者以姓前名后

（名要缩写）表示，作者多于

三个时，只标出前三个，后

加”等”(et al.)。国际惯例

文献的作者总是名前姓后，引

用时注意将作者的姓放到前

面 

批注 [c11]:  图、表头的量用

“物理量符号/单位标准化符

号”形式标记； 图、表中文

字则采用英文(用 6号 Times 

New Roman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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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稿件 

题  目 题目 

作者名 1 
1 
,  作者名 2 

2
,  作者名 3 

3
 作者 

(1. 单位全名 部门(系)全名, 市(或直辖市)  邮政编码; 单位 

2. 单位全名 部门(系)全名,  市(或直辖市)  邮政编码; 

3. 单位全名 部门(系)全名,  市(或直辖市)  邮政编码) 

 

摘  要: *摘要内容.* 摘要 

关键词: *关键词; 关键词; 关键词; 关键词; 关键词* 关键词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A 分类号 

Title title title Title 

NAME Name-Name
1+
, NAME Name

2
, NAME Name-Name

3
 Name 

(1. Department of ****, University, City Zipcode, P. R. China; Depart.Correspond 

2. Institute of ****, University, City Zipcode, P. R. China; 

3. Department of ****, University, City Zipcode, P. R. China)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Key words: *Key word, key word, key word, key word, key word * Key words  

 

1  Introduction 

*Text* 正文文字 

1  Heading (the first level) 

2.2   Heading (the second level) 

2.2.1   Heading (the third level) 

*Text* 正文文字 

Acknowledgement  *content of acknowledgement* 

Appendix 

*content of the appendix*  

---------------------------------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基金中文完整名称(批准号); 基金中文完整名称(批准号) 

作者简介:  作者名 1 (出生年－), 性别, **** (籍贯, 具体到市、县或地区)人, 学历, 职称, 主要研究领域为 ***.  

通讯作者:  作者名 2. E-mail: ***@***.*** 

稿件编号:  



《四川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4 

References: Reference 

[1]   Author1, author2, author3, et al. Title title title [J]. The title of the magazine, year, vol.: 

page (in Chinese).  [Magazine] 

[2]   Author1, author2, author3. Title title [R]. Publishing place: Publisher, 2001: pages (in Chinese).  

[Report] 

[3]   Author1, author2. The title of the book [M]. Location: The publisher, year: pages [Book] 

[4]   Author1. The title of the paper [C]// The editors’names. The title of the proceedings. Publishing 

place: the publisher, year: pages [Proceedings] 

[5]   Author1, author2. The title of paper [D]. Location: University, year: pages.  [Degre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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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Title title title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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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参考文献格式 

 

6.1  专著 (包括各种图书, 学位论文, 技术报告, 会议文集, 汇编, 丛书等)  主要责任者. 题名: 其

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志]. 其他责任者. 版本项.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用页码. 

[1] 曾谨言. 量子力学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7: 12. 

[2] Birgersson M. Calculations of clean and adsorbate covered metal surfaces and their core-level 

photoemission spectra [D]. Sweden: Lund University, 2002. 

[3] Rood H J. Logic and structured design for computer programmers [M]. 3rd ed. [S. l.]: 

Brooks/Cole-Thomson Learning, 2001. 

    [4] World Heath Organization. Factors regulating the immune response: report of WHO Scientific 

Group [R]. Geneva: WTO, 1970. 

    [5] Yufin S A. Geoecology and computers: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of computer methods in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Moscov, Russia, 

February 1-4, 2000 [C]. Rotterdam: A. A. Balkema, 2000. 

6.2  专著中的析出文献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志]. 析出文献其他责任者//

主要责任者. 专著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 版本项.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析出文献的页码. 

[6] Weinstein L, Swertz M N. Pathogenic properties of invading microorganism [M]//SODEMAN W A, 

Jr., SODEMAN W A. Pathologic physiology: mechanisms of disease. Philadelphia: Saunders, 1974: 745. 

6.3  连续出版物 (包括期刊, 报纸等)  主要责任者. 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志].年, 卷-年, 

卷.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用页码. 

[7]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Science [J]. 1883, 1-.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1983-. 

6.4  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志]. 连续出版物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 年, 卷: 页码.  

[8] 蔡灵仓, 陈其峰, 顾云军, 等. 稠密氦气辐射不透明度的实验研究 [J]. 原子与分子物理学报, 2005, 

22: 43 

[9] 吴俊强, 周激流, 何坤. 基于LLE的彩色图象人脸检测 [J]. 四川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6, 43 : 

批注 [c12]: 冒号 

批注 [c13]: 首字母和专有名

字大写 

批注 [c14]: 英文文献中, 出

版地不详; 出版社不详用[s. 

n.] 

批注 [c15]: 出版年不详时, 

可依次选用版权年(c2001), 

印刷年(2001 Print), 或估计

的出版年([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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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Kanamori H. Shaking without quaking [J]. Science, 1998, 279: 2063. 

6.5  专利文献  申请专利者或所有者. 专利题名: 专利国别, 专利号 [文献类型标识]. 公告日期或公

开日期.  

[11] Toyatama H. Water dispersion containing ultrafine particles of organic compounds: U. S. 

Patent, 5354563 [P]. 1994.  

6.6  电子文献  主要责任者. 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志/文献载体标志].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更新或修改日期). 获取或访问路径 (其中文献类型标志/文献载体标志包括: [DB/OL] 表示联机网上

数据库, [DB/MT] 表示磁带数据库, [M/CD] 表示光盘图书, [CP/DK] 表示磁盘软件, [J/OL] 表示网上期刊, 

[EB/OL] 表示网上电子公告） 

[12] Chrsitine M. Plant physiology: plant biology in the Genome Era[J/OL]. Science, 1998, 281: 

331-332 [1998-09-23]. http://www.sciencemag.org/cgi/collection/anatmorp. 

 

注:  1. 合期号间用/, 如第 6期和第 7期合期时表示为 6/7;  2. 多次引用同一著者的同一文献, 在正文标注首次

引用的文献序号, 并在序号的[  ]外标注引文页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