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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刊主编张福平
被评为“河南省三八红旗手”

　　日前，《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妇女联合会 关于表彰河南省三八红旗

手标兵、三八红旗手和三八红旗集体的决定》（豫人社〔２０１７〕１６号）发布，表彰一批“河南省

三八红旗手标兵”“河南省三八红旗手”和“河南省三八红旗集体”。我刊主编张福平在社

会化推荐中入围，并以网络投票第一名的成绩胜出，经评选表彰领导小组研究，确定为２０１６

年度“河南省三八红旗手”。

张福平，中共党员，编审，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全国优秀校对、全国高校优

秀编辑、河南省科技期刊优秀编辑、河南省优秀中青年十佳编辑、全国社科学报优秀主编，

河南省报刊质量检测评委、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评委、河南省出版高级职称评委，著作获中

共河南省委、团中央２个“五个一工程”奖。她敬业乐业、甘于奉献，以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从

事编辑出版，形成了良好口碑，主编的两学报编校质量在省内一直居于前列。她务实发展、

勇于创新，适应高校学报改革大势，２０１５年将《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更名

《轻工学报》、《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确立重点栏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

路”，两刊社会影响力大幅提升。她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不因所在学报办刊基础条件不理

想而畏难退缩，持续努力，使自科学报入选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数十次获省部级奖励，２０１５

年影响因子在全国提升１／３位次；《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科版）两次获省二十佳期刊，

２０１７年入选ＲＣＣＳＥ核心期刊。她为人正直，阳光开朗，带出了一支敬业拼搏、积极向上的

青年团队；她热爱生活，注重环保，邻里和谐，家庭幸福，展现出河南女性以顽强拼搏精神推

动事业发展、以良好的个人状态不断给他人带来正能量的靓丽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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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１８－１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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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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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世成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高级工程师 博士生导师

孙宝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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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多斌　王新杰　方少明（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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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　勇　白艳红　申瑞玲　吕彦力　许春平

孙玉胜　杜　淼　苏玉玲　张东初　张治红　张建伟

张胜利　张福平　张素智　宋寅卯　何培英　陈镇平

尚宝平　罗国富　赵卫东　郭晓丽　龚　毅　崔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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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卷第２期　２０１７年３月　Ｖｏｌ．３２Ｎｏ．２Ｍａｒ．２０１７

目次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 孟君，聂钰红，

王培

十香菜中微量元素含量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ｅｎｃｏｒｉａｎｄｅｒ
ＭＥＮＧＪｕｎ，ＮＩＥＹｕｈｏｎｇ，ＷＡＮＧＰｅｉ

７ 郭桂义，杨转，

王乔健，莫海珍

速溶茶粉制作工艺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ｎ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ｉｎｓｔａｎｔｔｅａｐｏｗｄｅｒ
ＧＵＯＧｕｉｙｉ，ＹＡＮＧＺｈｕａｎ，ＷＡＮＧＱｉａｏｊｉａｎ，ＭＯＨａｉｚｈｅｎ

１３ 申瑞玲，杨溢，

董吉林

燕麦脱皮加工工艺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ｄｅｈｕｌｌ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ｏａｔ
ＳＨＥＮＲｕｉｌｉｎｇ，ＹＡＮＧＹｉ，ＤＯＮＧＪｉｌｉｎ

当脱皮率为９．８２％时，燕麦籽粒糊粉层保留较好．以脱皮率９．８２％作为参照，得
出最优脱皮工艺参数为：水分含量９％，润麦时长１８０ｍｉｎ，６０＃砂轮摩擦，摩擦时
长 ２０ｓ．在此工艺条件下生产的燕麦粉白度较高，口感较好，色泽均一，出米率高．

２０ 王建中，尹红娜 小麦谷朊粉改性新技术综述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ｆｏｒｗｈｅａｔｇｌｕｔｅｎ
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ＹＩＮＨｏｎｇｎａ


生物科学与工程

２６ 梁国斌，翟良创，

汪斌，姚佳，

周全法

固定化卤醇脱卤酶的制备及催化合成ＡＴＳ－５的稳定性考察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ｄｈａｌｏｈｙｄｒｉｎｄｅｈａｌｏｇｅｎａ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ｓｙｓｔｈｅｓｉｓＡＴＳ５
ＬＩＡＮＧＧｕｏｂｉｎ，ＺＨＡＩＬｉａｎｇｃｈｕａｎｇ，ＷＡＮＧＢｉｎ，ＹＡＯＪｉａ，ＺＨＯＵＱｕａｎｆａ

固定化卤醇脱卤酶（ＨＨＤＨ）制备的最佳工艺条件：海藻酸钠浓度３．５％，ＨＨＤＨ
给酶量 ２．４×１０４Ｕ／ｍＬ，戊二醛浓度１．００％，氯化钙浓度１．５％和固化时间２ｈ．在
此条件下，ＨＨＤＨ包埋率为５２．１％，活力回收率为７５．２％．固定化ＨＨＤＨ间歇催化
合成（Ｒ）－４－氰基－３－羟基丁酸乙酯（ＡＴＳ－５），经５批次反应后，相对活力为
５１．２％；固定化 ＨＨＤＨ连续催化合成 ＡＴＳ－５，在１０ｄ后底物转化率为９０．６％，
ＡＴＳ－５精馏提纯收率为９８．２％，纯度达到９９．３％，光学纯度达到 ９９．１％．固定化
ＨＨＤＨ在４℃下储存８０ｄ后无明显酶活力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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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刘伟，蔡英丽，

何培新

粗柄羊肚菌转录组的ＳＳＲ分布和序列特征分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ＳＲｉｎ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ｏｍｅ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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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ＵＷｅｉ，ＣＡＩＹｉｎｇｌｉ，ＨＥＰｅｉｘｉｎ

４０ 姜利英，刘帅，

张培，任林娇，

闫艳霞，郑晓婉，

陈青华，姜素霞

基于核酸适体传感器的黄曲霉毒素Ｂ１检测研究进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ａｆｌａｔｏｘｉｎＢ１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ｕｃｌｅｉｃａｃｉｄａｐｔａｓｅｎｓｏｒ
ＪＩＡＮＧＬｉｙｉｎｇ，ＬＩＵＳｈｕａｉ，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ＲＥＮＬｉｎｊｉａｏ，ＹＡＮＹａｎｘｉａ，ＺＨＥＮＧＸｉａｏｗａｎ，
ＣＨＥＮＱｉｎｇｈｕａ，ＪＩＡＮＧＳｕｘｉａ


烟草科学与工程

４８ 许春平，王充，

李萌姗，马扩彦，

曲利利，冉盼盼，

孟丹丹，吴彦

不同产地烤烟花蕾浸膏挥发性成分的主成分分析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ｆｌｕｅｃｕｒｅｄ
ｔｏｂａｃｃｏｂｕ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ａｒｅ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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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产地的烤烟花蕾浸膏对卷烟加香效果的优劣顺序为：云南文山 ＞重庆奉
节＞贵州兴义 ＞云南昭通 ＞对照样品 ＞广西河池 ＞湖南邵阳，其中添加了云南
文山和重庆奉节烤烟花蕾浸膏的卷烟内在品质比对照样品有明显提升．对云南
文山、重庆奉节和湖南邵阳烤烟花蕾浸膏分别进行 ＧＣＭＳ分析，结果表明，其挥
发性成分、种类和含量均存在较大差异．主成分分析表明，不同挥发性成分对３
种浸膏的影响力不同：云南文山＞重庆奉节＞湖南邵阳．该结果与感官评吸结果
一致．

５８ 程传玲，牛婷婷，

杨艳勤，韩明，

王建民

烘焙条件对白肋烟增香效果的影响及其评价指标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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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焙条件会显著影响白肋烟烘焙增香效果：随着烘焙条件变化，碱性香味成分和

还原糖、总糖含量均发生显著变化，碱性香味成分含量受烘焙条件影响最大；常

规化学成分中，还原糖和总糖含量的变化受烘焙条件的影响较大，烟碱和总氮含

量受烘培条件影响较小．烘后白肋烟还原糖含量与碱性香味成分含量之间存在
极显著负相关关系，可将“还原糖含量降低最多”作为评价白肋烟烘焙增香效果

好的依据．

６４ 陈海需，罗鑫，

衡耀付

ＳＪ１２３７型叶丝加料机热风温度控制系统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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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化学与工程

７１ 高海丽，何里烈，

张勇，张胜利，

夏同驰，王昊

不同制备方法对Ｐｔ／石墨烯电催化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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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催化剂在０．５ｍｏｌ·Ｌ－１Ｈ２ＳＯ４
溶液中循环伏安图

三种催化剂在０．５ｍｏｌ·Ｌ－１Ｈ２ＳＯ４＋

０．５ｍｏｌ·Ｌ－１ＣＨ３ＯＨ溶液中的循环伏安图

７８ 王培远，李韶丹，

王申，李雁楠，

吴琼，孙淑敏

三维花状ＮｉＣｏ２Ｏ４材料的合成及其超级电容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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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庞龙，张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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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少明

造纸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污绩效值的核定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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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与控制工程

９１ 吴振军，杨凯，

秦方圆

基于双二阶广义积分器锁频环的基波正序分量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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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双二阶广义积分器锁频环（ＤＳＯＧＩＦＬＬ）的角频率反馈代替双二阶广义积分
器锁相环（ＤＳＯＧＩＰＬＬ）的频率反馈，实现了对输入电压频率的自适应控制．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平台对电压不对称跌落、谐波污染、相位突变、频率突变４种情况
进行仿真，并与ＤＳＯＧＩＰＬＬ进行性能对比，结果表明，ＤＳＯＧＩＦＬＬ比 ＤＳＯＧＩＰＬＬ
有更好的频率与相位追踪特性，尤其在相位突变和频率突变时效果更为明显．

９７ 过金超，赵海洋，

蒋正轲，曹宏，

司贞元

双向重载智能自主导航车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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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型预测控制的有源电力滤波器开关损耗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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