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对通知 

同志： 

您好！ 

请将文章认真校对，校毕速返。作者在校对过程中，请注意以下几点： 

. 英文的大小写，容易混淆的字母，请注明文种和大小写。 1 

2 

3 

4 

. 按国家标准，变量用斜体，矢量和矩阵用黑斜体，单位用正体。 

. 西文字母、数学公式和符号请按国家标准，上下角分清层次。 

. 请核对图中横坐标、纵坐标的物理量和单位。格式如：f /Hz。 

《 声学技术》编辑部 

年 月 日 

根据国家标准，请按以下参考文献的排版格式校对 

注：[M]为图书 [J]为期刊 [S]为标准 [C]为论文集 [D]为学位论文 [P]为专利 [OL]为网上联机文献；主要 

责任者的姓名一律姓前名后，英文作者的名可缩写)： 

( 

1 专著 

著录格式： 

主要责任者(姓名一律姓前名后，英文作者的名可缩写). 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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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 

[ 

[ 

1] 余敏. 出版集团研究[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1: 179-19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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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七分委员会. GB/T 5795—1986 中国标准书号[S]. 北京: 中国标准 

出版物社, 1986. 

[ 

[ 

[ 

[ 

[ 

4] 辛希孟. 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A 集[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5] 孙玉文. 汉语变调构词研究[D].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6] 顾炎武. 昌平山水记: 京东考古录[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 

7] 王夫之. 宋仑[M]. 刻本. 金陵: 曾氏, 1845(清同治四年). 

8] 赵 耀 东 . 新 时 代 的 工 业 工 程 师 [M/OL]. 台 北 : 天 下 文 化 出 版 社 , 1998[1998-09-26]. 

http://www.ie.nthu.edu.tw/info/ie.newie.htm(Big5). 

2 专著中的析出文献格式：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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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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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马克思. 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札记[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4 卷. 北 

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50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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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WEINSTEIN L, SWERTZ M N. Pathogenic properties of invading microorganism[M]//SODEMAN W A, Jr., 

SODEMAN W A. Pathologic physiology: mechanisms of disease. Philadelphia: Saunders, 1974: 745-772. 

3 连续出版物 

著录格式 

主要责任者. 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志]. 年, 卷(期)-年, 卷(期).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引 

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示例： 

[ 

[ 

[ 

1] 中国地质学会. 地质论评[J]. 1936, 1(1)-.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936-. 

2] 中国图书馆学会. 图书馆学通讯[J]. 1957(1)-1990(4). 北京: 北京图书馆, 1957-1990. 

3]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Science[J]. 1883, 1(1)-.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188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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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类型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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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 1] 李晓东, 张庆红, 叶瑾琳. 气候学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J]. 北京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1999, 35(1): 

101-106. 

[ 

[ 

2] KANAMORI H. Shaking without quaking[J]. Science, 1998, 279(5359): 2063-2064. 

3] 莫少强 . 数字式中文全文文献格式的设计与研究[J/OL]. 情报学报 , 1999, 18(4): 1-6[2001-07-08]. 

http://periodical.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qbxb99/qbxb9904/990407.htm. 

5 专利文献 

著录格式 

专利申请者或所有者. 专利题名: 专利国别, 专利号[文献类型标志]. 公告日期或公开日期[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示例： 

[ 

[ 

1] 姜锡洲. 一种温热外敷药制备方案: 中国, 88105607.3[P]. 1989-07-26. 

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光折变自适应光外差探测方法: 中国, 01128777.2[P/OL]. 2002-03-06[2002-05-28]. 

http://211.152.9.47/sipoasp/aljs/hyjs-yx-new.asp? recid=01128777.2&leixin=0 

6 电子文献 

凡属电子图书、电子图书中的析出文献以及电子报刊中的析出文献的著录项目与著录格式分别按 1、2 

和 4 中的有关规则处理。除此而外的电子文献根据本规则处理。 

著录格式 

主要责任者. 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志/文献载体标志].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更新或修改日 

期)[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示例： 

[ 1] PACS-L: the public-access computer systems forum[EB/OL]. Houston, Tex: University of Huston Libraries, 

989[1995-05-17]. http://info. lib. uh.edu/pacsl.html. 

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Inc. [2000-01-08]. 

http://www.oclc.org/about/history/default.htm 

1 

[ 2] History of OCLC[EB/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