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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引言应介绍论文的写作背景和目的，充分概括

相关领域内前人所作研究，目前研究的热点、存在

问题，作者的意图与分析的依据，研究的内容及前

景，引导读者阅读和理解全文。引言应开门见山，

言简意赅，不对理论、方法、结果进行详细叙述，

不应重述摘要或解释摘要，也不提前使用结论或建

议。若正文中采用比较专业化的新术语或缩写词

时，应在引言中定义说明，引言里不宜出现图表及

公式。 

1  Title 

正文内容。正文、图表中的变量都要用斜体；

向量、矩阵用斜体加粗；英文缩写、计量单位、函

数名称、运算符号、括号等都要用正体；图表必须

有图题、表名；统一全文英文、数字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插图线条磅数应在 0.5-0.75 磅，图表

中文字均为六号字；长公式宜在运算符号后回行。

程序用六号字；固定行距 12 磅。 

1.1 Title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全文英文及数字用 Times New Roman，不常见英文缩写第一次出

现，请注明全称，如 DOG(Derivative of Gaussian) 

8 号，固定行距 12
磅，全部翻译成英

文写。 

三级分段标题，小

固定行距 15 磅，段

批注 [U1]: 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字号为小二号加粗，单位行

距，段前 20 磅，段后 15 磅，居中

批注 [U2]: 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单位行距，段后 6 磅，居中。

多个作者用逗号隔开，作者单位按

编号用上标标出，多个单位中间用

逗号隔开 

批注 [U3]: 六号，固定行距 12 磅，

段后 12 磅，居中，多个单位按顺序

排列，用分号隔开 

批注 [U4]: 字号要求为五号字，固定

行距 16 磅，左右缩进 5 毫米。用斜

体标出创新点 

批注 [U5]: 一律小写，英文缩写除外

批注 [U6]: 宋体，四号，段前 12 磅，

段后 6 磅 
 

批注 [U7]: 五号楷体_GB2312，单倍

行距，段后 6 磅。多个作者用逗号

隔开，作者单位按编号用上标标出，

多个单位中间用分号隔开。 

批注 [U8]: 宋体，六号，固定行距

12 磅，段后 12 磅，注意：单位顺序、

个数要与中文一致 
 

批注 [U9]: 五号字，标题字体为宋

体，内容字体为楷体_GB2312，固定

行距 18 磅，左右缩进 5 毫米 

批注 [U10]: 必须有 TP 类分类号，段

后 8 磅 

批注 [U11]: 一级标题四号字，加粗，

单倍行距，段前段后 9 磅 

批注 [U12]: 请仔细通读摘要内容，

并按内容要求排写。引言内容要求

简洁明了，不宜出现图表，五号字，

固定行距 18 磅，首行缩进 2 字符。

批注 [U13]: 首字母大写 

批注 [U14]: 二级标题为小四号字，

加粗，固定行距 18 磅，段前段后 6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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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1.1.1 Title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公式为小五号字，固定行距 15 磅。多行的公

式行距用最小值 0 磅。注意公式中的正斜体用法，

函数、变量、变动附标等用斜体；在特定场合视为

常数的参数用斜体；矩阵符号、矢量、张量用加粗

斜体；π、e、i 等数学常数，Δ、矩阵转置 T，括

号，标点等要用正体！正文文字与公式及图片要相

符。请仔细修改！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Tab.1  Table title 

序号 主要参数 量值 

1 Entities per arrival 1 

2 Entry node rectangle 

3 Node rectangle2 

4 Queue capacity 100 

5 Delay time exponential(t) 

6 Destination node rectangle1 

7 capacity n 

2  Title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Fig.1  Figure ca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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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itle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批注 [U15]: 三级标题为五号字，加

粗，宋体，固定行距 18 磅，段前段

后 6 磅 

批注 [U16]: 表题为小五号字，固定

行距 12 磅，段前 12 磅, 表题要简明

扼要，并在正文中标出引用位置，

先见文字后见表 

批注 [U17]: 表格请用“简明三线

表”，字号为小五号，固定行距 14
磅 

批注 [U18]: 坐标值不超过 3 位有效

数字，物理量的符号用斜体字母标

注，单位符号用正体字母标注，量

与单位需用“/”分隔，行距为最小

值 0 磅，段前 12 磅，段后 6 磅 

批注 [U19]: 图题为小五号字，固定

行距 12 磅，段前 6 磅，段后 12 磅

批注 [U20]: 公式要求用 MathType
输入，字号为五号，最小行距 0 磅。

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公式序

号编写要按顺序，不带章节号，不

要出现（1.1）等字样，文中不引用

的公式不用编写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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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4  Conclusions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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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 [U21]: 小四号字，行距固定值

18 磅，段前段后 6 磅 

批注 [U22]: 内容小五号字，行距固

定值 14 磅，所有文献内容要求为英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