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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页码．”顺序排列，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按“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Ｃ］

∥文集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顺序排列。

三、其他事项

１．本刊不收纸质文稿，请登录 ｈｔｔｐ：∥ｚｚｑｂ．ｃｐｂｔ．ｃｎｋｉ．ｎｅｔ在线投稿（可参见本刊网站 ｈｔｔｐ：∥ｘｂ．ｚｚｕｌｉ．

ｅｄｕ．ｃｎ投稿指南），投稿两周后可通过电子邮件ｑｇｘｂ＠ｚｚｕｌｉ．ｅｄｕ．ｃｎ或致电（０３７１）６３５５６２８５询问审稿情况。

２．来稿文责自负，不能一稿多投（稿件发出３个月后未接到采用通知的方可另投他刊），不能抄袭或剽

窃他人作品，凡因作品本身侵犯其他公民或法人合法权益的，作者应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因此而给本刊造成

的损失；参考或引用他人作品，必须按《著作权法》规定注明（尽量给出原始文献），但摘引率应低于５％，不

能歪曲被引作品原意。

３．为达到出版要求，编辑部一般要对来稿作适当整合、修改，若作者不同意，请在来稿时声明。

４．文章发表后，即致稿酬（含中国知网、万方数据资源系统数字化期刊群、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美

国《化学文摘》（ＣＡ）、俄罗斯《文摘杂志》（ＡＪ，ＶＩＮＩＴＩ）、英国《食品科技文摘》（ＦＳＴＡ）等本刊加入的国内外数

字出版系统和文摘的入网入编稿费，不同意其他报刊、数据库等转载摘编者，请在来稿时声明），另赠样刊两

本，并向作者提供邮箱的好友免费发送电子样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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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摘编）

参考文献的著录，按论文中引用顺序排列．
文献类型标志参考国家标准 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１５，如下表：

文献类型
普通
图书

会议录 汇编 报纸 期刊
学位
论文

报告 标准 专利 数据库
计算机
程序

电子
公告

档案 舆图
数据
集

其他

标志代码 Ｍ Ｃ Ｇ Ｎ Ｊ Ｄ Ｒ Ｓ Ｐ ＤＢ ＣＰ ＥＢ Ａ ＣＭ ＤＳ Ｚ

按照引用的文献类型不同使用不同的方法，示例如下：

１．专著著录格式　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其他责任者．版本

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页码［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１］ＰＥＥＢＬＥＳＰＺＪｒ．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ａｎｄｏｍ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ａｎｄｒａｎｄｏｍ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Ｍ］．４ｔｈｅ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２００１．

２．专著中析出的文献著录格式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析出文献其他责任者∥专著主要责任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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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２］程根伟．１９９８年长江洪水的成因与减灾对策［Ｍ］∥许厚泽，赵其国．长江流域洪涝灾害与科技对策．北京：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９：３２－３６．

［３］贾东琴，柯平．面向数字素养的高校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研究［Ｃ］∥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

２０１１年卷．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１：４５－５２．

３．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著录格式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

标识］．连续出版物题名：其他题名信息，年，卷（期）：页码［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

识符．
［４］于潇，刘义，柴跃廷，等．互联网药品可信交易环境中主体资质审核备案模式［Ｊ］．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２，

５２（１１）：１５１８．

４．专利文献著录格式　专利申请者或所有者．专利题名：专利号［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公告

日期或公开日期［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５］河北绿洲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一种荒漠化地区生态植被综合培育种植方法：０１１２９２１０．５［Ｐ／ＯＬ］．２００１－１０－２４

［２００２－０５－２８］．ｈｔｔｐ：∥２１１．１５２．９．４７／ｓｉｐｏａｓｐ／ｚｌｉｊｓ／ｈｙｊｓｙｘｎｅｗ．ａｓｐ？ｒｅｃｉｄ＝０１１２９２１０．５＆ｌｅｉｘｉｎ＝０．

５．学位论文著录格式
［６］ＣＡＬＭＳＲＢ．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ｓｏｌｉｄｏｘｙｇｅｎ［Ｄ］．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１９６５．

６．报告著录格式
［７］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２９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Ｒ／ＯＬ］．（２０１２－０１－１６）［２０１３－０３－２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ｎｉｃ．ｎｅｔ．ｃｎ／ｈｌｗｆｚｙｊ／ｈｌｗｘｚｂｇ／２０１２０１／Ｐ０２０１２０７０９３４５２６４４６９６８０．ｐｄｆ．

７．报纸中析出文献著录格式
［８］丁文祥．数字革命与竞争国际化［Ｎ］．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０－１１－２０（１５）．

８．电子资源著录格式　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出版地：出版

者，出版年：引文页码（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９］ＨＯＰＫＩＮＳＯＮＡ．Ｕｎｉｍａｒｃａｎｄ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ｄｕｂｌｉｎｃｏｒｅ［ＥＢ／ＯＬ］．（２００９－０４－２２）［２０１３－０３－２７］．ｈｔｔｐ：∥ａｒｃｈｉｖｅ．ｉｆｌａ．ｏｒｇ／

ＩＶ／ｉｆｌａ６４／１３８１６ｌｅ．ｈｔｍ．

９．标准的著录格式
［１０］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卷烟 感官质量要求：ＧＢ５６０６．４—２００５［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０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