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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滨海学院科教研究》投稿模板

（文章标题）

作者名 1 作者名 2

（1.作者单位，省 市 邮编；2. 作者单位，省 市 邮编）

摘 要：摘要的主要功能是使读者尽快了解文章内容，以便确定是否阅读全文，不能简单叙述文章宗旨结构，而

是要摘出要点．．．．，介绍文章主要内容、特别是创新或独特之点。注意勿用第一人称以及“笔者”、“本文”字样，字数为

100-300 字。(小五仿宋）

关键词：关键词 1；关键词 2；关键词 3；关键词 4

（关键词是反映文章主题的词或词组，可从文章的题名、摘要、层次标题或文章其他内容中抽取）

中图分类号：请网上自查或参照同类文献(小五仿宋） 文献标识码：A（或者 B、C、D、E，小五仿宋）

（第一部分，引言部分。也可不写引言，直接进入正题）
引言的内容不要与摘要雷同，也不是摘要的注释。

（第二部分，正文部分）

一、正文格式

社科论文正文中的标题：一级标题序号用一、二、三，等（小四号黑体缩进 2字符）；二级标题序号用（一）
（二）（三），等；三级标题序号用 1. 2. 3，等；四级标题序号用（1）（2）（3），等。

自然科学论文正文中的标题：一级标题序号用 1,2,3，等（小四号黑体左顶格）；二级标题序号用 1.1,1.2,1.3,…
2.1,2.2…等（五号黑体左顶格）；第三级标题序号用 1.1.1,1.1.2,1.1.3等（五号仿宋左顶格）。

二、 图的规范化

小图宽度小于 7.5 cm，大图宽度为 12～15cm 。图必须有图序和图题。若有图注，可置于图下部，图

序、图题的上方。注意加注坐标所代表的量及单位（如 t/s），标值排印在坐标外侧，紧靠标值短线之处。

一般不超过 20个字，不用不常

见的英文缩写和不规范的缩略

语。二号黑体
多个作者署名用空

格隔开同单位不需

标，，小四仿宋

3～8 个，用分号

隔开。小五仿宋

正文一级标题小四号

黑体，缩进 2字符
正文五号宋

体，段落首

行缩进 2 字

符，行距 1.5

不同单位地址用分

号隔开，小五楷体

一般不超过 20个字，不用不常

见的英文缩写和不规范的缩略

语，二号黑体

A:理论与应用研究学术论文 (包括综

述报告);B:实用性技术成果报告 (科
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总结 (社
科);C:业务指导与技术管理性文章 (包
括领导讲话、特约评论等);D:一般动态

性信息 (通讯、报道、会议活动、专访

等);E:文件、资料(包括历史资料、统计

资料、机构、人物、书刊、知识介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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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注解或说明（可自选，小五楷体）

图 1 图题 (必选，请自拟，小五仿宋)

三、表格的规范化

表格应采用三线表．．．（见下表），项目栏不宜过繁，小表宽度小于 7.5 cm，大表宽度为 12～15cm 。表必

须有表序、表题。表身中数字一般不带单位，百分数也不带百分号，应把单位符号和百分号等归并在栏目

中。如果表中栏目中单位均相同，则可把共同的单位提出来标示在表格顶线上方的右端（不加“单位”二

字）。

表 1 表题(请自拟)

四、参考文献格式（五号仿宋）

（一）参考文献排序方法

所引用的文献应按其在论著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连续排序，将序号置于方括号内并以上标

( 如[1] )加注于援引处之后。每个文献只有一个序号，下文出现时仍用原序号。如文中引用文献《国富论》，

按文中出现顺序，该文献序号为[5]，则文中援引处应标注为
[5]

，后文中再次援引时，仍旧标注为
[5]

。此

时可在
[5]
后分别以阿拉伯数字加注所援引的页数（如

[5]58
），以示区别。文后的参考文献标注中，《国富论》

仅标注一次，即[5]斯密.国富论[M].等。

正文后所附的参考文献,请按以下格式标注，按序号依序排列。

（二）参考文献标注格式

期刊文献标注格式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1]何龄修.读顾城《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3):167－173.

[2]金显贺,王昌长,等.一种用于在线检测局部放电的数字滤波技术[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3,33(4):62－67.

[3]闵周植. ‘东方美学的前景’笔谈:全球化时代东方美学的角色[J].文史哲,2001,(1):16－18.

图书文献标注格式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M].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当整体引用时不注).
[4]刘国钧,陈绍业,王凤翥.图书馆目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15－18.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M]. 翻译者，译.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当整体引用时不注).
[5]昂温 G,昂温 P S.外国出版史[M].陈生铮,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

工具书文献标注格式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K].版本(第一版不写).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6]梁小民，睢国余，刘伟，等.经济学大辞典[K].北京：团结出版社，1994.

论文集析出文献标注格式

[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C]// 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原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

页码.

栏目线

表序、表题，五

号仿宋。

表身文字用小五

号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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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钟文发.非线性规划在可燃毒物配置中的应用[C]//赵玮.运筹学的理论与应用—中国运筹学会第五届大会论文集.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468－471.

报纸文章标注格式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 [N]. 报纸名，出版日期 (版次).
[8]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人民日报,1998-12-25(10).

学位论文标注格式

[序号]作者. 文献题名[D].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出版年.
[9]肖尤丹. 著作权模式确立的历史解读[D].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8.

网络电子文献标注格式

[序号]作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志/OL]. （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电子文献网址.
[10]江向东.互联网环境下的信息处理与图书管理系统解决方案[J/OL].情报学报,1999,18(2):4.[2005-01-18].

http://218.17.222.243/was40/detail?record=216&channelid=51954.

[11]方舟子.学术评价有新招[N/OL].中国青年报,2006-01-11.(2006-01-11）[2006-03-02].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057/4017988.html.

[12]萧钰.出版业信息化迈入快车道[EB/OL].(2001-12-19)[2002-04-15].

http://www.booktide.com/news/20011219/200112190019.html.

[13]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光折变效应应用中的预置光栅方法:中国,1580873[P/OL].(2005-02-16)[2006-04-28].

http://develop.lib.tsinghua.edu.cn/infoweb/entryview.jsp?rid=20337.

无法归类的其他文献标注方法

[序号]作者.文献题名[Z].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稿件英文标题：（用 Times New Roman字体，标题、内文 5号，行距 1.5）
稿件英文摘要、关键词

Thoughts on the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ZHANG Moumou LI Moumou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555)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is a great strategic decision and

deployme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conomy, new industries and new technology in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It is a great challenge to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rave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by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the construction of all the majors, especially at the reforms of the education model of

the new majors and impressive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But, considering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there are enormous challeng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dvanced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ideas and concepts concerning engineering majors, major positioning and

cooperation among majors, teacher engineering cap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horizon, training conditions and other

aspects. To meet these challenges and build the new engineering majors with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seven ways and measures to construct the new engineering majors, all based on the advantages

of constructing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y, have been proposed.

[J/OL]——网上期刊(serial online)

[N/OL]——网上报纸

[EB/OL]——网上电子公告(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 online)

[DB/OL]——网上数据库 (database

http://218.17.222.243/was40/detail?record=216&channelid=51954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057/4017988.html
http://www.booktide.com/news/20011219/200112190019.html
http://develop.lib.tsinghua.edu.cn/infoweb/entryview.jsp?rid=2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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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y;

Ways of Construction

五、其他必要信息（仿宋小四）

收稿日期：201x-xx-xx

基金项目：基金项目名称（编号或批文号）（非基金项目可省去此项）

作者简介：姓名（出生年—），性别 ，民族（汉族可省略），籍贯（何省何县市人），职称，学位，研究方向，（电话）

xxxxxx，（电子信箱）xx@xxxx。（提供第一作者信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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