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力发电》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根据最新参考文献著录标准 GB/T 7714—2015《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

则》（2015 年 12 月 1 日起正式执行），即日起我刊的参考文献著录规范相应调整

如下，请各位作者投稿时注意。 

1) 参考文献数目应不少于 15条，内容为小五号宋体。 

2) 标准规定，“阅读型参考文献的页码著录文章的起讫页或起始页，引文

型参考文献的页码著录引用信息所在页”。因此，所有参考文献，无论是专

著，还是期刊、学位论文等，必须著录引用页码。 

3) 网络文献必须著录引用日期。如文献具有 DOI 编码，则必须著录 DOI 编

码。 

4) 所有中文参考文献应另起一行给出原文相应的英文形式，如果原文没有

英文项目，则须给出对应翻译，最后加“(in Chinese)”。 

5) 中英文参考文献责任者姓名一律采用“姓前名后”的写法。 

a) 中文人名用汉语拼音全拼，“姓”全部大写，“名”只首字母大写，

双名要连写，中间不加连字符“-”。如：刘英俊  LIU Yingjun。 

b) 外文人名一律“姓”全拼在前，“名”缩写在后。“姓”全部大写；

“名”只写首字母，大写，名间加空格，不加缩写点。如： SHIRES G F。 

6) 如著者不多于 3 人，应全部著录；如为 3 人以上时，只著录前 3 人，后

面中文加“等”，外文加“et al”，著者间加“，”分隔。 

7) 文献题名中，首个外文单词的首字母大写，其余均小写。文献类型符号

后的项目（如杂志名、论文集名或会议名）中，实词首字母大写，其余均小

写。 

8) 刊名不用缩写，请给出全称。人名缩写不加缩写点 

9) 标注文献类型，请注意著录符号的用法，如[J]，[C]//，[P]等。 

 

参考文献具体著录格式举例如下。 

普通图书： 

[序号] 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提名信息[M].其他责任者.版本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页码. 

例：[1] 杨世铭，陶文铨.传热学[M]．4 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7-45. 

YANG Shiming, TAO Wenquan. Heat transfer[M]. 4th ed.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6: 37-45(in Chinese). 

译著： 

[序号] 主要责任者．题名[M].译者，译.版本.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页码. 

例：[2] 霍斯尼.谷物科学与工艺学原理[M]．李庆龙，译.2 版．北京：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15-20. 



期刊： 

[序号] 作者．文章题目[J]．刊名，出版年，卷（期）：引文页码． 

例：[3] Muftuoglu A, Bilgen E. Heat transfer in inclined rectangular receivers for concentrated solar radiation[J].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in Heat and Mass Transfer, 2008, 35(5): 551-556. 

[4] 周志军,钟莹,钱彬,等.煤粉无焰燃烧技术及其低 NOx排放研究进展[J].热力发电,2015,44(2):1-7.  

ZHOU Zhijun, ZHONG Ying, QIAN Bin, et al.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pulverized coal flameless combustion 

technology and low NOx emission[J]. Thermal Power Generation, 2015, 44(2):1-7. 

专著中的析出文献： 

[序号]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析出文献其他责任者//专著主要责任者.专著题

名.版本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页码. 

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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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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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集、会议录： 

[序号] 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提名信息[C].其他责任者.版本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页码. 

例：[7]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台湾光复六十五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九州

出版社，2012: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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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张忠智.总编（主编）的角色要求[C]//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建会十周

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北京：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学术委员会，1997:33-34. 

专利： 

[序号] 专利申请者或所有者．专利题名：专利号[P]．公告日期或公开日期． 

例：[10] 张凯军. 轨道火车及高速轨道火车紧急安全制动辅助装置：201220158825.2[P]. 2012-04-05. 

报告： 

[序号] 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提名信息[R].其他责任者.版本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页码. 

例：[11] 江浩，王浩．华能山东分公司供热能耗指标专项研究[R]．西安：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2010:7-12． 

JIANG Hao, WANG Hao. Special studies of Huaneng Shandong branch heating energy consumption index[R]. Xi’an: 

Xi’an Thermal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2010:7-12(in Chinese). 

学位论文： 

[序号] 主要责任者．题名[D]．授予地：学位授予单位，授予年：引文页码． 

例：[12] 沈祥智.生活垃圾中主要可燃组分热解特性的试验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2006：114-117. 

SHEN Xiangzhi. Experiment studies on pyrolysis of typical combustible components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s[D]. 

Hangzhou：Zhejiang Universtiy，2006：114-117. 

标准： 

[序号] 主要责任者.标准题名：标准号[S]．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页码. 

例：[13] 国家环境保护局科技标准司.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6—1995[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1996:2-3. 

[14]电站锅炉性能试验规程：GB/T 10184—1988[S].1988: 2-3. 

Performance test code for utility boiler: GB/T 10184—1988[S].1988: 2-3. 

电子文献（如网络）： 

[序号] 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提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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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DOI 编码）. 



例： [15] 陈建军 . 从数字地球到智慧地球 [J/OL]. 国图资源导刊 , 2010, 7(10): 93 [2013-03-20].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unandz201010038.aspx. DOI:10.3969/j.issn.1672-5603.2010.10.038. 

[16] 陈志勇.中国财税文化价值研究：“中国财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OL].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 ，

2011[2013-10-14].http://apabi.lib.pku.edu.cn/usp/pku/pub.mvc?pid=book.detail&metaid=m.20110628-BPO-889

-0135&cul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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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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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国家环境保护局科技标准司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6—1995[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1996:2-3[2013-10-14].http://wenku.baidu.com/view/b950a34b767f5acfa1c7cd49.html. 

电子文献（如光盘、磁盘）： 

[序号] 著者．电子文献题名[如 DB/CD；CP/DK]．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例：[19] Scitor Corporation. Project scheduler[CP/DK]. Sunnyvale, Calif.:Scitor Corporation, 1983:1-5. 

 

其他文献具体著录格式参见 GB/T 7714—2015《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