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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中国化工学会化学工程专业委员会干燥

专业组主办的“全国干燥技术交流会”（简称

“全国干燥会议”）第一届会议于 1975年在南

京召开。随后，自 1986年在上海召开第二届起

即确定为每三年一届。随着干燥技术的发展与

研究活动的繁荣，2005年的第五届会议以后又

改为每两年一届，并延续至今。历届会议均由

中国化工学会化学工程专业委员会干燥专业组

主办，并在主办单位的指导下由不同的单位具

体承办各届会议。 
（原则上不超过500字，引言不编标题序号） 

1 原理 

（各级标题序号均用阿拉伯数字左起顶格书写。标题层

次一般为四级，第一级标题3～5个，各级标题与该节内

容必须相符，标题之间以及标题与论文题目内容不能完

全一致。各级标题应反映出论文清晰的结构层次。） 

1.1  理论基础 

1.1.1 公式 
    N-S方程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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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ρ —流体密度  
 
（公式居中排，公式之间的逻辑关系须清晰明了，

重要公式后面排序号。首次出现的符号均需解释含意，

符号解释用双连线“——”表示，不要接排，同一符号

在文中只解释一次。） 
 
 

1.1.2 符号 
所用水泵参数为：流量 Q=10m3/h，扬程

H=20m，转速 n=2900r/min。 
（物理量符号只能用单个字母表示，不能用多个并排字

母表示，可以用上下角标加以区分，不要混淆物理量名

称英文缩写和物理量符号；同一符号不能表示不同的变

量；矢量、张量、矩阵符号用黑斜体表示；物理量必须

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1.2 图表 
1.2.1 表格 
 

表 1  单个叶片的静态频率和动态频率 
Tab.1 Static frequency and dynamic frequency of single 

l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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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z 
阶数 1 2 3 4 5 

静态频率 35.2 80.2 242.1 296.6 350.5 

动态频率 86.4 130.2 297.9 352.8 377.9 

      
 
（表格必须按国标做成三线表，表头不允

许出现斜线；应有中英文表题；物理量的中文
名称、符号及法定计量单位三项要著录齐全
(如：压力 p/kPa)，并与文中使用完全一致；表
中尽量不要出现插图；表和图表达同一内容的，
只保留其中一个。） 

 

 

 

1.2.2 插图 
 

 
图 1 关节速度曲线  

Fig.1 Velocity curve of articulation 
（①图中文字标注均用中文，图上符号形

式（大小写，正斜体，角标，黑白体）及数据
应与正文完全一致，每幅图应写出图序号(全文
连续编号)、中英文图题和图注。②坐标图不要
网格线，须标明横纵坐标所代表的物理量中文
名称、物理量符号及法定计量单位，坐标值应
等间距，多个图例应使用易分辨的符号，曲线
均用黑色表示,标值线须向内标注（在横坐标轴
的上侧，纵坐标轴的右侧）。③表达机构原理的
插图建议不用照片，而用结构简图表示。④结
构图中的部件名称用序号标注，并在图注中加
以解释，序号应按一定方向标注。） 

2  试验 

3  结论 

(1) 。。。。。。。 
(2)。。。。。。。。。。。 
(3)。。。。。。。。。。。。 
（结论或结束语不是正文中各节内容的简单重复，

而应以正文中的分析为依据，完整、准确、精辟、简洁

地概括出论文研究结果，尽量避免与引言内容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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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正文中引用的文献应按出现次序连续编码，并置于方括号中(［］)作为右上角码标注出。
如文献序号作为文句的组成部分，则写为文献［］，如“方法见文献［３］”。文献序号
不要放在各级标题上。正文中无法标出引用文献具体位置的，可放在所有文献的后面标
出。 

② 中外文作者一律姓在前，名在后，几位作者之间用“，”隔开。外文作者姓名之间空一
格，名字缩写只取字头不写缩略点。例：Adrian R H。作者超过三人的，只著出前三位
作者，然后加“et al”，不超过三人的要著录全。 

③ 中文文献中如有英文形式内容（如学术期刊中的论文有英文文题），在中文文献下给出
对应的英文形式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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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科技报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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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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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alms R B．Infrared spectroscopic studies on solid oxygen [D]．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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