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的中文题名(20 号宋体加粗, 居中) 

题名要求用最简洁、恰当的词组反映文章的特定内容, 让读者准确无误地了解论文的主题 

作  者 1
, 作  者 2

, 作  者 2**  

(作者名为四号楷体, 数字和*为四号 Times New Roman; 居中) 
(1. 作者单位空两格所在地空两格邮编; 2. 作者单位空两格所在地空两格邮编) 

(8.5 号宋体和 Times New Roman, 居中) 

 

摘空格要: (小五号宋体加粗) 围绕正文论题, 就研究的目的、方法、结果、结论等主要环节进行准确、简洁、清晰的概括性

介绍, 300~500 字。目的即本论文要解决的问题, 一两句话说明; 方法为论文的主要工作过程及采用的技术手段和方法, 一两

句话, 必须注明使用的关键技术; 结果应力求简明而富有信息性, 尽量包括论文中的主要论点和重要细节, 可以是所获得的

试验数据、试验结果及关系式, 也可以是理论性成果, 或所关注的相关联系及观察到的主要现象等; 结论概括明确的研究结

论, 与研究目的相呼应, 突出研究的创新性和意义。  (字号为小五号, 中文字体为仿宋, 西文和数据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 

关键词:(小五号宋体加粗) 关键词 1; 关键词 2;  3~8 个关键词(字体为小五号仿宋)  

关键词从标题、摘要及文章中脱出, 充分反映文章所涉及的内容 

中图分类号: 反映文章核心内容所属学科范围                        开放科学码(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OSID 由编辑部申请, 作者补充完善内容) 

(行距 14 磅) 

 

English title
*
 英文题名与中文题名对应 

 (四号, Times New Roman 加粗, 居中。第一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 专有名词

和拉丁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 其他均为小写)   

ZHANG Yongqing
1
, MIAO Guoyuan

2**
  

(五号 Times New Roman, 居中。作者姓全部大写, 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 

(1.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4, China; 2. College of Agriculture,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gu 030081, China)(8.5号Times New Roman, 居中, 行距14磅) 

 

Abstract: (小五号 Times New Roman, 加粗) 英文摘要内容必须丰富, 反映研究的背景、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 至少 500

词。语言表达要求简洁、精练、准确, 词法、句法正确。背景和目的部分不必过多, 用一两句话说明为什么要做这项研究及

与研究相关的背景特色。方法部分说明主要工作过程及采用的技术手段和方法, 要突出关键的技术和方法。结果部分要清楚

地、尽量充分地叙述主要成果或发现, 尽量包括论文中的主要论点和重要细节, 可以是所获得的试验数据、试验结果及关系

式, 也可以是理论性成果, 或所关注的相关联系及观察到的主要现象等, 内容尽量详细, 重点描述创新内容和研究结果。结论

部分概括明确的研究结论, 并阐明成果蕴含的意义, 特别是这种意义是如何与研究目的相联系的, 强调研究的创新性。 (小

五号 Times New Roman) 

Keywords: (小五号 Times New Roman, 加粗) 与中文关键词一一对应  Keyword 1; Keyword 2; …… (小五号 Times New 

Roman, 每个关键词的第一字母大写)  (行距 14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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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号宋体和 Times New Roman，单倍行距) 



引言部分: 简要叙述研究的重要性,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进展及存在的问题, 并论述本研究的切入

点、创新性、研究内容和目的及意义等。 

要系统精炼地描述作者所研究问题在国内国际的研究现状, 体现作者对研究问题涉及领域的充分了解

和把握, 覆盖直接相关的原始、权威和最新研究成果, 客观总结前人研究成果, 归纳提炼当前研究的局限

性。最后说明本研究的创新点、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及研究目标、研究范围、理论及技术方案的选取等。 

(五号宋体, 1.06倍行距) 

1 材料与方法(小四号宋体加粗) 

 

应包括试验的背景资料、所用植物材料及其他相关材料、试验处理及重复、具体的试验方法、取样方

法、测定方法、数据统计分析方法等。     (五号宋体, 1.06倍行距) 

1.1(五号宋体黑) 

(五号宋体, 1.06 倍行距) 

2 结果与分析  (小四号宋体加粗) 

 

叙述具体的试验结果并进行分析。要求思路清晰, 语言简洁流畅; 务必客观、科学、完善, 尽量让事实

和数据说话; 表或图要有自明性, 即其本身给出的信息就能够说明欲表达的问题, 避免图表重复; 数据要

正确、严谨、确切, 分析时尽量不重复图表中的数据结果。(五号宋体, 1.06 倍行距) 

2.1  (五号宋体加粗) 

 

 

表 1  不同轮作模式各施氮处理水稻植株各部分干物质重(小五号宋体加粗, 居中) 

Table 1  Dry matter weight of various rice organs in different rotation systems under different N application rates (8.5 号 Times New 

Roman 居中, 1.06 倍行距)  

(表中中文为六号宋体, 西文和数字为六号 Times New Roman) 

表为三线表, 可适当添加辅助线; 表格设计要求重点突出、内容简洁、设计科学、表达规范, 表格需具有自明性。表中各项文字内容需同时有

中英文 

轮作方式 

Rotation system 

施氮量 

N application rate (kg∙hm
2

) 

(单位格式: 其中的乘点和负

号为“插入”的 Times New 

Roman 数学运算符) 

秸秆干物质重 

Dry matter weight of straws (g) 

籽粒干物质重 

Dry matter weight of grains (g) 

根系干物质重 

Dry matter weight of roots (g) 

紫云英水稻 

Chinese milk 

vetch-rice 

0 

92.6±2.8c  

(表中数据要求有标准差和差异

显著性分析结果) 

74.3±1.0b 43.3±3.8a 

120 109.8±0.7b 99.8±4.7a 35.5±0.6ab 

240 130.4±1.7aA 109.3±4.4aA 40.9±7.0aA 

300 132.7±0.4a 109.4±0.7a 25.7±3.8b 

休闲水稻 

Fallow-rice 

0 67.5±0.7c 60.4±9.0b 15.7±0.9c 

120 90.2±0.9b 71.2±2.8b 29.1±1.5b 

240 107.3±2.0aB 93.7±0.6aB 31.9±1.7bA 

300 103.7±3.7a 95.5±0.3a 38.4±2.4a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轮作方式不同施氮量差异显著(P<0.05), 同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稻季施氮 240 kg·hm
2 下不同轮作方式差异显

著(P<0.05)。Different lowercases in a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P<0.05 level among different N application rates of a rotation system. 

Different capital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P<0.05 level among different rotation systems under N application rate of 240 kg·hm
2

. 将

表中的符号、标记、代码, 以及需要说明的事项, 以最简练的文字, 横排于表下作为表注。要求同时有中英文表注。(中文为六号宋体, 西文和

数字为六号 Times New Roman, 1.06 倍行距) 

 

2.2  (五号宋体加粗) 

 

 

 

 



 

 

 

 

 
 

 

 

 

 

 

 

 
(图中曲线、轴线等 0.75~1 磅粗, 数据标记大小适中; 字体为六号字) 

图 1  不同施肥措施下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变化(1990—2005) (小五号宋体加粗, 居中) 

Fig. 1  Change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content under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treatments (19902005)(8.5 号 Times New Roman, 居中, 

1.06 倍行距)  

CK: 不施肥对照; NPK: 单施化肥(每公顷施 N 165 kg、P2O5 82.5 kg、K2O 82.5 kg); NPKM: 配施有机肥(每公顷施 N 50 kg、P2O5 82.5 kg、

K2O 82.5 kg, 施等效 N 含量为 115 kg 的有机粪肥); M2+NPK: 增施有机肥(每公顷施 N 165 kg、P2O5 82.5 kg、K2O 82.5 kg, 增施等效 N 含量

为 150 kg 的有机粪肥)。CK: no-fertilization (CK); NPK: chemical fertilization of 165 kg N, 82.5 kg P2O5, and 82.5 kg K2O per hectare; NPKM: 

chemical fertilization of 50 kg N, 82.5 kg P2O5, 82.5 kg K2O per hectare, plus 115 kg N per hectare of organic manure; M2+NPK: chemical 

fertilization of 165 kg N, 82.5 kg P2O5, 82.5 kg K2O per hectare, plus 150 kg N per hectare of organic manure. 将图中的符号、标记、代码, 以及需

要说明的事项, 以最简练的文字, 横排于图下作为图注。要求同时有中英文图注。(中文为六号宋体, 西文和数字为六号 Times New Roman, 1.06

倍行距) 

 

图要有自明性, 即通过图、图题和图注可明白图意。图例、图题、轴题、刻度标签均需同时

有中英文。 

通栏图要求 X 轴长 11~13 cm, Y 轴高 4~4.5cm; 半栏图 X 轴长 6~6.5cm, Y 轴高 4~4.5cm。柱

形图图柱尽量用纯色填充, 过多图柱时用简洁图形填充。从做图软件复制, 不要转换成位图。 

 

3  讨论和结论(小四号宋体加粗) 

以本试验研究发现的现象、得到的数据以及所做的阐述分析作为依据, 完整、准确、简洁地指出以下

问题: (五号宋体, 行距 1.06 行) 

1、 研究结果所提示的原理及其普遍性 

2、 研究中有无发现例外或本论文尚难以解释和解决的问题 

3、 与先前已经发表的(他人或作者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异同 

4、 本论文在理论与应用上的意义与价值 

5、 对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建议 

 

最后给出明确的结论, 注意不要与摘要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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