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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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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工学报》稿约

一、选题范围

１．来稿应选题新颖，有前瞻性、创新性。本刊主要刊载食品与生物工程、烟草科学与工程、材料与化学工

程、机电科学与工程、电气与控制工程、计算机与通信工程等学科方向、服务轻工行业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

２．对高级专家、学科带头人的来稿，以及根据国家及省部级基金资助研究项目（应给出项目来源及编

号）撰写的论文一经审稿通过，将优先发表并从优付酬。欢迎学术团队和重点实验室的重大项目综述、研究

进展、专题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专题集中投稿。

３．涉密单位和项目，须提供单位或组织审查同意发表证明。

二、构成要求

１．文章标题应能反映所用关键技术与主要研究内容，并附与中文标题对应的英文题名。

２．署名作者（包括单位，附英文）应为参与研究、对内容负责者；第一作者信息包括性别、出生年、民族、

籍贯、单位、职称、学位、主要研究方向、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电子信箱等。

３．摘要（附英文）是文章基本内容的浓缩，应能揭示研究指向和技术实现路径，突出学术创新，由目的、

方法、结果和结论四要素组成，２００字左右。

４．关键词（附英文）应准确反映论文主题、研究角度与特点，３—８个为宜。

５．来稿应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图表清晰（附英文标题），数据真实完整准确，图表与内文表意一致。引

言应包括研究目的、理论基础、问题产生的背景和意义、已有研究不足和本文创新指向、技术路线及选择特定

研究方法的理由；实验设计应科学（欢迎附加实验微视），结果与讨论应有对结果的研判与原因分析（综述文

章各部分应环环相扣，构成完整的体系，不仅要述，还要评）；结论是将正文中的数据或结果进行推理归纳，

进而得出规律性的论点，应科学、准确，立足全文。

６．文献引用应全面、权威、新颖，不少于１０篇（综述不少于３０篇），并在文中用序号一一标明、统一在文

末列出；同一文献在文中共用一个序号；文后参考文献著录项目应完整规范：连续出版物按“主要责任者．文

献题名［Ｊ］．刊名，年，卷（期）：起始页码．”顺序排列，专著按“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Ｍ］．译者．版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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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学术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世成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党委副书记 博士生导师

孙宝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特邀副会长 北京工商大学校长

朱蓓薇　中国工程院院士 大连工业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江伟辉　景德镇陶瓷大学校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陈克复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陈嘉川　齐鲁工业大学校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李春文　清华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玉奎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张明高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张锁江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金　涌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金征宇　江南大学副校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杨叔子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曹巨江　陕西科技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谢宋和　武汉轻工大学副校长 教授

路福平　天津科技大学副校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编委会组成人员

　　　主 任 委 员：赵卫东

　　　副主任委员：刘新田　毛多斌　王新杰　方少明　张福平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军　王永华　王国庆　王延峰　王新杰　方少明

毛多斌　白艳红　申瑞玲　孙玉胜　许春平　许培援

刘新田　杜　淼　苏玉玲　张东初　张治红　张建伟

张福平　张素智　宋寅卯　何培英　周立明　金保华

罗国富　赵卫东　郭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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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烟草科学与工程
１ 李学红，郭洋，

王相凡，于国强，

丁红营，杨峰，

许红涛

环糊精在烟草行业中的应用之研究进展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ｙｃｌｏｄｅｘｔｒｉｎｓｉｎｔｏｂａｃｃ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ＬＩＸｕｅｈｏｎｇ，ＧＵＯＹａ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ｆａｎ，ＹＵＧｕｏｑｉａｎｇ，ＤＩＮＧＨｏｎｇｙｉｎｇ，ＹＡＮＧＦｅｎｇ，ＸＵＨｏｎｇｔａｏ

１０ 李晓，陈瑞倩，

何超，王宇，

赵子龙，赵凯歌，

晋照普

不同方法测定膨胀烟梗回潮前后体积的对比分析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ｖａｌｕｍｅｏｆ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ｅｍ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ＬＩＸｉａｏ，ＣＨＥＮＲｕｉｑｉａｎ，ＨＥＣｈａｏ，ＷＡＮＧＹｕ，ＺＨＡＯＺｉｌｏｎｇ，ＺＨＡＯＫａｉｇｅ，ＪＩＮＺｈａｏｐｕ

在自然堆积法、填充法、液体浸渍法３种常用方法中，液体浸渍法测定膨胀烟梗
回潮前后体积的结果更为真实可靠，数据波动小，稳定性好．以液体浸渍法测定
结果为标准，修正后的自然堆积法和填充法测得膨胀烟梗回潮后体积结果接近

于液体浸渍法，较修正前的结果更准确．这表明３种方法均可用于测定膨胀烟梗
体积，但自然堆积法和填充法的测量结果需通过液体浸渍法进行修正后方能获

得较为准确的结果．

１６ 付祺，李锋，

史近文，陶文梅，

卫青

不同气氛和温度区间造纸法再造烟叶基片热裂解产物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ｐａｐｅｒｍａｋｉｎｇ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ｓ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ａｎｇｅｓ
ＦＵＱｉ，ＬＩＦｅｎｇ，ＳＨＩＪｉｎｗｅｎ，ＴＡＯＷｅｎｍｅｉ，ＷＥＩＱｉｎｇ

　　　氮气气氛下不同温度区间
　　　基片热裂解成分的相对含量

　　　　　　空气气氛下不同温度区间
　　　　　　基片热裂解成分的相对含量

　　　　 不同气氛下基片在不同

　　　　 温度区间重要热裂解成分释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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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王猛，高莉，

李源栋，张翼鹏，

朱保昆，廖头根，

马明

基于ＨＨＰ的烟用香精料液杀菌工艺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ｆｌａｖｏｒｌｉｑｕｉｄｂａｓｅｄｏｎ
ＨＨＰ
ＷＡＮＧＭｅｎｇ，ＧＡＯＬｉ，ＬＩＹｕａｎｄ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ｉｐｅｎｇ，ＺＨＵＢａｏｋｕｎ，ＬＩＡＯＴｏｕｇｅｎ，ＭＡＭｉｎｇ


材料与化学工程

３５ 张忠厚，张光辉，

谭延方，韩琳，

陈荣源，李亚东

端—ＯＨ聚氨酯增韧环氧树脂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ｎ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ｄ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
ｔｏｕｇｈｅｎｅｄｅｐｏｘｙｒｅｓｉｎ
ＺＨ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ｈｏｕ，ＺＨ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ｈｕｉ，ＴＡＮＹａｎｆａｎｇ，ＨＡＮＬｉｎ，ＣＨＥＮＲｏｎｇｙｕａｎ，ＬＩＹａｄｏｎｇ

以聚乙二醇（ＰＥＧ）４００和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ＩＰＤＩ）为主要原料，采用一步法合
成的端—ＯＨＰＵ实现了ＥＰ的高效增韧，分子结构中避免了常用方法中苯环的存
在，既提高了ＥＰ的耐候性又能够在室温条件下实现增韧 ＥＰ的快速固化，为 ＥＰ
的增韧与快速固化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４３ 谷留停，叶凤娇，

彭科，代海洋，

刘德伟，陈镇平

Ｔｉ４＋掺杂Ｆｅ位对ＣｕＦｅＯ２陶瓷材料结构和介电性能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ｉ４＋ｄｏｐｉｎｇＦｅｓｉｔｅｏｎ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ｆｏｒ
ＣｕＦｅＯ２ｃｅｒａｍ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ＧＵＬｉｕｔｉｎｇ，ＹＥＦｅｎｇｊｉａｏ，ＰＥＮＧＫｅ，ＤＡＩＨａｉｙａｎｇ，ＬＩＵＤｅｗｅｉ，ＣＨＥＮＺｈｅｎｐｉｎｇ

ＣｕＦｅ１－ｘＴｉｘＯ２（０≤ｘ≤０．０８）陶瓷样品的断面ＳＥＭ图片



５０ 巩合春，赵洪涛，

任广义，代海洋

Ｃｅ掺杂ＺｎＯ螺丝刀状纳米材料的制备及其光学特性研究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ＣｅｄｏｐｅｄＺｎＯｓｃｒｅｗｄｒｉｖｅｒ
ｎａｎ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ＧＯＮＧＨｅｃｈｕｎ，ＺＨＡＯＨｏｎｇｔａｏ，ＲＥＮＧｕａｎｇｙｉ，ＤＡＩＨａｉｙａｎｇ

所制Ｃｅ掺杂ＺｎＯ螺丝刀状纳米材料由六方微米基底和纳米棒顶两部分组成，具

有很好的单晶结构；其制备过程符合ＶＬＳ生长机制，且Ｚｎ和Ｃｅ蒸气浓度对各个

晶面的生长速度有非常大的影响；与纯 ＺｎＯ纳米材料相比，该纳米材料中的

Ｚｎ２ｐ３／２峰向低能级转移，而Ｏ１ｓ峰向高能级转移，Ｃｅ的掺杂影响了 ＺｎＯ的电子

结构和带隙结构；其紫外发射峰强度降低并伴有红移，且绿光发射强度得到提高．

５６ 王光荣，高世霞，

于晓锋，王珂，

巩苗苗

改性玉米芯对Ｚｎ２＋和Ｃｕ２＋的吸附性能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ｃｏｒｎｃｏｂｏｎｔｈ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Ｚｎ２＋，Ｃｕ２＋

Ｗ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ｒｏｎｇ，ＧＡＯＳｈｉｘｉａ，ＹＵ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ＷＡＮＧＫｅ，ＧＯＮＧＭｉａｏｍｉａｏ

６３ 孙雨安，于文浩，

王国庆，李振兴，

王珂，张钰珠

进口沉香挥发性成分的ＨＳＧＣＭＳ分析
ＨＳＧＣＭ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ｉｍｐｏｒｔｅｄａｇｉｌａｗｏｏｄ
ＳＵＮＹｕ′ａｎ，ＹＵＷｅｎｈａｏ，ＷＡＮＧＧｕｏｑｉｎｇ，ＬＩＺｈｅｎｘｉｎｇ，ＷＡＮＧＫｅ，ＺＨＡＮＧＹｕｚｈｕ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

７１ 金保华，殷长魁，

张卫正，张伟伟

基于机器视觉的苹果园果实识别研究综述

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ａｐｐｌｅｇａｒｄｅｎｆｒｕｉｔ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ｖｉｓｉｏｎ
ＪＩＮＢａｏｈｕａ，ＹＩＮＣｈａｎｇｋｕｉ，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ｚ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ｗｅｉ

８２ 吴怀广，刘琳琳，

石永生，李代，

谢鹏杰

ＡＲＬ中Ｇｒｉｄｄｉｎｇ算法的并行化实现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ｉｄｄ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ＡＲＬ
ＷＵＨｕａｉｇｕａｎｇ，ＬＩＵＬｉｎｌｉｎ，ＳＨＩ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ＬＩＤａｉｙｉ，ＸＩＥＰｅｎｇｊｉｅ

８８ 刘慧慧，闻萌莎，

钱慎一，吴怀广，

张伟伟，李代

ＡＲＬ中Ｃｌｅａｎ算法的并行化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ｅａ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ＡＲＬ
ＬＩＵＨｕｉｈｕｉ，ＷＥＮＭｅｎｇｓｈａ，ＱＩＡＮＳｈｅｎｙｉ，ＷＵＨｕａｉｇｕ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ｗｅｉ，ＬＩＤａｉｙｉ


机电科学与工程

９５ 王垒智，董金善，

孙存旭

多种约束下大型矩形纺丝箱的热－固耦合分析
Ｔｈｅｒｍｏｓｅｔｔｉｎｇ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ａｒｇｅ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ｂｏｘｕｎｄｅ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ＷＡＮＧＬｅｉｚｈｉ，ＤＯＮＧＪｉｎｓｈａｎ，ＳＵＮＣｕｎｘｕ

１０２ 曾疆伟，周剑秋 ６ＤＯＦ工业机器人相贯线焊接运动规划
Ｍｏ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ｏｆ６ＤＯＦ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ｗｅｌｄｉｎｇ
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ｗｅｉ，ＺＨＯＵＪｉａｎｑｉ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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