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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电子文档定义了由 Scientific Research Publishing（SRP）出版的各种中文学术会议论文集的
标准文章格式。文档中定义了标题、作者、单位、摘要、章节标题、正文、图、表、参考文献等元素，
并且本文档中各种元素所采用的格式即符合 SRP 的标准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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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lectronic document defines the standard format of the Chinese academic conference pro-

ceedings published by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ublishing (SRP). The elements such as the paper title, author, 

affiliation, abstract, section title, main text, figure, table and references are defined, and this document is for-

matted according to the SRP standard, which illustrates all the form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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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模板由 Scientific Research Publishing（SRP）制作，

定义了由 SRP 出版的各种科技会议论文集的标准格式。

本模板用 MS Word 制作，并被保存为 RTF 格式，适用

于使用 MS Word 编排论文的作者，为作者提供文章排

版的格式规范。SRP 推荐所有向 SRP 的会议投稿的作

者使用本模板，一方面可以方便排版，另一方面可以统

一论文集格式并确保所有论文符合 SRP 的出版规范。科

技论文的各种元素的格式，包括页面空白、分栏、行距、

图、表等，均在本模板中被定义。此外，本文档的格式

也严格遵守 SRP 会议论文标准格式，作者可直接以本文

档为例，直观了解论文标准格式。 

2 使用须知 

2.1 纸型 

本模板仅针对采用 A4 纸型的会议论文集。请务

必确保您的论文采用 A4 幅面（21 厘米×28.5 厘米）

进行排版。 

2.2 排版规范的完整性 

本模板可直接用于论文及其文字的编排，有的页

边距、栏宽、行距、字体都严格符合规定，请勿修改！

尤其是页边距，由于论文集在后期制作过程中需要在

页眉、页脚添加各种信息，所以所有论文务必确保现

有的页边距不被修改，页面空白不被占用。 

3 论文写作注意事项 

不要使用空格、制表符设置段落缩进，不要通过

连续的回车符（换行符）调整段间距。 

3.1 英文缩写 

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英文缩写，如 IP、CPU、FDA，

所有的英文缩写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都应该给出其全

称。文章标题中尽量避免使用生僻的英文缩写。 

3.2 单位 

 尽可能使用国际标准单位（公制），如厘米、

千克、秒，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使用英制单位，

如“3.5 英寸磁盘”。避免把公制与英制混合使

用。 

 不要把单位的全称与缩写混合使用。可以使用

“Wb/m
2”或“Webers 每平方米”，但不要写

“Webers/m
2”。 

 不要省略小数前面的 0，例如不要把“0.25”写

作“.25”。使用“cm
3”，不要写“cc”。 

3.3 公式 

对于简单的公式，可以直接以文本方式输入；对

于复杂的公式，可以考虑使用公式编辑器，或者将公

式制作成图片后插入文中。编辑公式的过程中要特别

注意减号与连字符的区别，前者较长，后者较短。 

α＝β－γ                   (1) 

对于需要标注编号的公式，编号应写作“(1)”，

不要写“Eq. (1)”或“Equation (1)”。 

4 论文格式编排 

4.1 纸型、页边距与版式 

论文应采用 A4 幅面进行排版。论文页面设置为：

上边距 2.5 厘米，下边距 3 厘米，左右边距 2 厘米；

页眉 2 厘米，页脚 2 厘米。 

论文的页眉和页脚不要添加任何内容，必须为空

白。页面设置中须指定“无网格”（页面设置>>文档

网格>>无网格）。 

论文的标题、摘要和关键词（包括中文版和英文

版）不分栏；正文部分直到文章末尾采用 2 栏，栏宽

相等，栏间距 2 字符。 

4.2 标题、作者信息、摘要和关键词 

4.2.1 中文标题 

中文标题置于置于论文第一页的最上方。 

主标题采用黑体，居中，18 磅，加粗，单倍行距。

如有需要，可在主标题下方增加子标题，子标题采用

黑体，居中，11 磅，加粗，单倍行距。 

4.2.2 中文作者信息 

作者信息请勿出现在论文中，请在 excel 表格中

填写相关信息，并与论文一起以压缩文件的形式提交。 

4.2.3 中文摘要和关键词 

中文摘要置于中文作者信息下方。摘要采用楷体

_GB2132（如有英文则使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

10 磅，行距 12 磅，两端对齐。 

关键词置于中文摘要下方，采用楷体（如有英文

则使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10 磅，行距 12 磅，



 

 

两端对齐，段前间隔 0.5 行。 

4.2.1 英文标题 

英文标题置于中文摘要和关键词的下方。主标题

采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居中，18 磅，加粗，单

倍行距，段前间隔 0.5 行。如有需要，可在主标题下

方增加子标题，子标题采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

居中，11 磅，加粗，单倍行距。 

4.2.2 英文作者信息 

作者信息请勿出现在论文中，请在 excel 表格中

填写相关信息，并与论文一起以压缩文件的形式提交。 

4.2.3 英文摘要和关键词 

英文摘要置于英文作者信息下方。摘要采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10 磅，行距 12 磅，两端对齐。 

关键词置于英文摘要下方，采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10 磅，行距 12 磅，两端对齐，段前间

隔 0.5 行。 

 

4.3 正文 

4.3.1 章节标题 

章节标题可划分为三个级别。各个级别的标题均使

用黑体（如有英文或数字则使用 Times New Roman 字

体），加粗，行距 16 磅。标题用阿拉伯数字进行编号。 

 一级标题黑体加粗，12 磅；段前、段后各空 0.5

行。 

 二级标题黑体加粗，11 磅；段前、段后各空 0.5

行。 

 三级标题黑体加粗，10 磅；段前空 0.5 行、

段后不设置。 

 

4.3.2 正文 

正文使用宋体，10 磅，各段落首行缩进 2 字符，

两端对齐，行距 15 磅；如正文是英文格式的，行距为

单倍行距，统一为 Times New Roman 字体，并取消英

文的“孤行控制”设置。 

4.3.3 致  谢 

致谢信息置于文章末尾和参考文献之间，致谢的

标题采用一级标题的格式，12 磅，黑体加粗，段前、

段后各空 0.5 行，但是不使用阿拉伯数字编号。致谢

的正文部分采用与文章正文相同的格式。致谢部分请

勿出现任何表明作者信息、导师信息的内容。致谢中

可以说明为题目提供资源的平台单位。 

4.3.4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的标题采用一级标题的格式，但是不使

用阿拉伯数字编号。参考文献的标题使用英文（Times 

New Roman 字体）和括号注明中文（黑体），加粗，

字体为 12 磅，段前空 1 行，段后空 0.5 行，行距为单

倍行距。 

参考文献英文（Times New Roman 字体），中文

采用宋体，8 磅，单倍行距，并采用“[x]”的方式以

数字形式编号。 

所有参考文献必须列出英文，也就是说，对于中

文参考文献，必须先列出该文献的英文信息，在下方

另起一行列出该文献的中文信息。 

在正文中需要标注对参考文献的引用。标注时也

使用“[x]”的形式，但采用上标格式[2]。 

4.4 图、表和公式 

4.4.1 图片 

文中的图片应确保内容清晰。图片中的文字 7.5

磅。图片的尺寸可以根据需要适当放大或缩小，但是

其长宽比例应与原图保持一致。对于比较大的图片，

如果缩小后会导致内容不清晰，可以对该图片采用不

分栏的格式。 

所有图片应尽可能采用“嵌入式”环绕方式，尽

量避免采用“四周型”环绕方式，否则排版过程中极

易出现图片位置难以控制的情况。 

图片居中。图片的标题放置于图片下方，所有图

片必须列出英文标题，Times New Roman 字体，如有

中文采用黑体，8 磅，加粗，居中，行距 12 磅，段前

间隔 0.5 行，并使用“Figure x”（“图 x”）的形式

进行编号。图片的上方和图片标题的下方各设置一空

行，行距 15 磅。 

 



 

 

 

Figure 1. Curve: system result of standard experiment 

图 1. 标准试验系统结果曲线 

 

4.4.2 表格 

表格中的文字 7.5 磅。对于比较大的表格，如果按

照双栏方式难以容纳，可以对该表格采用不分栏的格式。 

所有表格应尽可能采用“无环绕”环绕方式，尽

量避免采用“环绕式”。 

表格应居中。表格的标题置于表格上方，采用英

文 Times New Roman 字体（如有中文使用黑体），8

磅，加粗，居中，行距 12 磅，段后间隔 0.5 行，并使

用“Table x”“表 x”的形式进行编号。表格标题的

上方和表格的下方各设置一空行，行距 15 磅。 

4.4.3 公式 

对于嵌入在正文段落中的公式，如果因为正文段

落 15 磅行距的设置导致公式不能完整显示，可以将该 

 

 

 

 

 

 

 

 

 

 

Table 1. System resulting data of standard expriment 

表 1. 标准试验系统结果数据 

数量 质量 排序 稿件 件数 

1 3 4 7 8 

2 4 3 5 9 

3 7 6 7 8 

2 4 3 5 9 

2 4 3 5 9 

2 4 3 5 9 

2 4 3 5 9 

 

段落的行距设置为“单倍行距”，公式设定为：标准

10 磅，符号 5 磅，下标/上标 6 磅，次符号 10 磅，下

标/上标 5 磅。 

对于单独占据一个段落的公式，通常建议采用

居中设置，并在段前、段后设置 0.5 行间隔。但该

规则并不是强制性的，对于公式较多的论文，作者

可以根据情况适当调整对其方式和段落间距，以求

美观。 

为求美观，应注意公式中的字体大小。字体过大

会导致比例失调，字体过小会导致看不清楚。 

致  谢 

本章节为作者提供“致谢”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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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中如有作品是多个作者，可只写前两者，在第二名作者
后面加“等。”示例：张三，李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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