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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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第３４卷第４期　２０１９年７月　Ｖｏｌ．３４Ｎｏ．４Ｊｕｌｙ２０１９

目次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生物科学与工程
１ 杨雪鹏，周留柱，

马科，崔君竹，

叶建斌

维生素吡咯喹啉醌对水芹种子萌发的生理效应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ｖｉｔａｍｉｎｐｙｒｒｏｌｏｑｕｉｎｏｌｉｎｅｑｕｉｎｏｎｅｏｎｔｈｅ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ｒｅｓｓｓｅｅｄｓ
ＹＡＮＧＸｕｅｐｅｎｇ，ＺＨＯＵＬｉｕｚｈｕ，ＭＡＫｅ，ＣＵＩＪｕｎｚｈｕ，ＹＥＪｉａｎｂｉｎ

８ 徐清萍，王语迟，

纵伟，赵光远

高活性乳酸菌发酵型番茄酱生产工艺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ｈｉｇｈ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ｔｏｍａｔｏｓａｕｃｅ
ＸＵＱｉｎｇ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ｕｃｈｉ，ＺＯＮＧＷｅｉ，ＺＨＡＯＧｕａｎｇｙｕａｎ

采用乳酸链球菌和嗜酸乳杆菌复合发酵，有利于提高发酵型番茄酱中乳酸菌活

菌数；适当添加菊芋有利于乳酸菌的增殖，而甜味剂和盐的使用对乳酸菌增殖影

响较小；发酵温度在３０℃以上时有利于乳酸菌的增殖．高活性乳酸菌发酵型番
茄的适宜生产工艺条件为乳酸链球菌接种量１．０％ ～２．０％，发酵温度３０℃．该
条件下制得的高活性乳酸菌发酵型番茄酱（乳酸菌活菌数保持在１０９ＣＦＵ／ｍＬ）
的最佳保存期为３０ｄ．

１５ 郭晨，汪晓鸽，

孔少华，尚紫博，

樊一，吕成状，

黄裔翔，张俊杰

双菌株联合发酵提高鹰嘴豆纳豆激酶活力的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ｃｈｉｃｋｐｅａｎａｔｔｏｋｉｎ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ｙｔｗｏ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ｔｒａｉｎｓ
ＧＵＯＣｈｅｎ，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ｇｅ，ＫＯＮＧＳｈａｏｈｕａ，ＳＨＡＮＧＺｉｂｏ，ＦＡＮＹｉ，ＬＹＵＣｈｅｎｇｚｈｕａｎｇ，
ＨＵＡＮＧＹｉｘ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ｊｉ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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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胡晓龙，王康丽，

牛广杰，乔亚娟，

张玉，何培新

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中温大曲中微生物群落多样性解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ｍｅｄｉｕ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ａｑｕ
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ｉｇｈ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ＵＸｉａｏｌｏｎｇ，ＷＡＮＧＫａｎｇｌｉ，ＮＩＵＧｕａｎｇｊｉｅ，ＱＩＡＯＹａｊ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Ｙｕ，ＨＥＰｅｉｘｉｎ

３０ 张俊杰，尚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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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超，刘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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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ＨＴＣＣ工艺的电化学ＮＯ２气体传感器设计与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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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与控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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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Ｖ发生冲突，并且能根据实时的系统状态选择合适的路径冲突处理方法，使其
中一辆ＡＧＶ行驶到空闲点进行让路．ＯＣＷＧ算法的总花费时间较少，也能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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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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