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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 [c1]: 小二号黑体加粗，加长下

划线，居中。 

批注 [c2]: 宋体小三，居中 

批注 [c3]: 宋体小三，居中 

批注 [c4]: Times New Roman 小三，

居中 

批注 [c5]: 宋体小三，居中 

批注 [c6]: 有校外导师的，在校内指

导教师和职称后面写上校外导师姓

名和职称； 

 
 



 

 

摘  要 

***************************************************************************

*******************************************************************************

*******************************************************************************

*******************************************************************************

*******************************************************************************

*******************************************************************************

****************。 

 

 

关键词：****;   ***********;     ********* 
  

批注 [hope7]: 黑体小四，中间空两格，

居中，上方空一行 

批注 [hope8]: 采用宋体五号字，1.25

倍行距 

批注 [hope9]: 空两行 

批注 [hope10]: 关键词题头用黑体五

号字加粗，顶格，后加冒号 

批注 [hope11]: 关键词用宋体五号字，

各关键词之间用分号分隔 

I 
 



 

 

This is a Example(英文题目) 

CHEN Xiao-hua（英文姓名） 
Abstract 

***************************************************************************

*******************************************************************************

*******************************************************************************

*******************************************************************************

*******************************************************************************

*******************************************************************************

*************************. 

 

 

Key words：****;   ***********;  ********* 

 

 

 

 

  

批注 [hope12]: Times New Roman 小

四号加粗，居中，题目中的每一个实

词的首写字母大写，其余小写，介词、

连接词全部小写 

批注 [hope13]: Times New Roman 小

四号，居中。姓的字母全部大写，名

的第一个字母要大写，并用“-”连

接 

批注 [hope14]: Times New Roman 小

四号加粗，居中 

批注 [hope15]: 英文采用 Times New 

Roman 五号字体，1.25 倍行距 

批注 [hope16]: 空两行 

批注 [hope17]: 题头 Key Words 用

Times New Roman 五号字体，加粗，

左顶格，后加冒号 

批注 [hope18]: 关键词用 Times New 

Roman 五号字体，各关键词之间用分

号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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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 [hope19]: 黑体小四号字，居中，

中间空两格 

批注 [c20]: 目录内容用宋体五号字，

左右对齐，下级标题比上级标题缩进

2 个字符，标题与页码之间以小圆点

隔开。1.25 倍行距 

III 
 



 

*****************（题目） 

姓名：         学号：         班级：     

***************************************************************************

*******************************************************************************

***********************************。 

1. 研究背景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地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强劲的广东省佛山市，是

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是广东省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高校。学校起源于

1958 年创办的佛山师范专科学校和华南农学院佛山分院。1986年 2月，在佛山师范专科学

校基础上创建佛山大学,华南农学院佛山分院也先后更名为佛山兽医专科学校和佛山农牧高

等专科学校。1995 年 3 月，国家教委批准佛山大学和佛山农牧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佛山

科学技术学院，升格为本科。2005 年 2 月，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佛山职工医学院和佛

山教育学院并入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根据软科正式发布 2018“中国最好大学排名”，佛山

科学技术学院在全国综合实力最强的 600所大学中排名第 381位，与 2017年排名第 420位

相比提升了 39位，与 2016年排名第 507位相比提升了 126位。 

1.1 **************** 

***************************************************************************

*******************************************************************************

***********************************。 

1.1.1 ********************* 

***************************************************************************

*******************************************************************************

***********************************。 

1.1.2 ********************* 

***************************************************************************

*******************************************************************************

***********************************。 

1.2**************** 

***************************************************************************

*******************************************************************************

***********************************。 

批注 [hope21]: 黑体小三号居中 

批注 [hope22]: 宋体五号字，居中 

批注 [hope23]: 正文部分中文采用宋

体五号字，英文采用 Times New 

Roman 五号字，段落首行缩进两个汉

字，1.25 倍行距 

批注 [hope25]: ，一级标题用小四号

字、黑体、顶格，1.25 倍行距 

段前段后距均设置为 0.5 行，点号用

英文半角，不要采用自动编号，在编

号后空一格，再写具体的标题文字。 

不采用自动编号的原因是编号跟后

面的文字之间的距离难以控制 

批注 [CH24]: 论文分 1.2.3 级标题，4

级标题用（1）.如果小节中只有 1 节，

则不再分节。例如，有 2.2.1,但没有

2.2.2,则仅适用 2.2 即可。 

批注 [hope26]: 二级标题用五号字、

黑体， 1.25 倍行距 

段前段后距均设置为 0.5 行，左缩进

1 字符，点号用英文半角，不要采用

自动编号，在编号后空一格 

批注 [hope27]: 正文部分中文采用宋

体五号字，英文采用 Times New 

Roman 五号字，段落首行缩进两个汉

字，1.25 倍行距 

批注 [Michal28]: 三级标题及以下用

五号字、黑体， 1.25 倍行距 

段前段后距均设置为 0.5 行，左缩进
...

批注 [hope29]: 正文部分中文采用宋

体五号字，英文采用 Times New 

Roman 五号字，段落首行缩进两个汉
...

批注 [hope30]: 正文部分中文采用宋

体五号字，英文采用 Times New 

Roman 五号字，段落首行缩进两个汉
...

批注 [hope31]: 二级及以下标题用五

号字、黑体， 1.25 倍行距 

批注 [hope32]: 正文部分中文采用宋

体五号字，英文采用 Times New 

Roman 五号字，段落首行缩进两个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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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要设计 

2002 年学校顺利通过教育部组织的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价，2007 年以优良成绩通过教

育部组织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2013 年 7 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

单位，现有机械工程、兽医学、土木工程、光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畜牧学等 6个硕士

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和教育、控制工程、农业、国际商务、兽医等 5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

别。2017 年 6 月，学校被广东省学位委员会确定为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学校现有

仙溪校区、江湾校区、河滨校区三个校区，占地面积 3950 亩（其中含仙溪湖水面 1700亩），

建筑面积 62万平方米。迄今为止，已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各类专业人才 14万余人。 

2.1 **************** 

基本蚁群算法
[1]
的流程图，如图 2-1所示。蚁群算法是一种用来寻找优化路径的概率型

算法。它由 Marco Dorigo 于 1992 年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其灵感来源于蚂蚁在寻找食

物过程中发现路径的行为。 

2.1.1 ********************* 

***************************************************************************

*******************************************************************************

***********************************，如公式 2-1所示。 

 

,

min ( )
i j

ij
v v u

l u w
 ∈ 

= ∑                           （2-1） 

 

 
 

批注 [hope33]: 二级及以下标题用五

号字、黑体， 1.25 倍行距 

批注 [c34]: 引用参考文献用数字上

标标注 

批注 [hope35]: 公式排版样例，居中， 

编号采用两级编号，(章号-公式编号)，

中间连接线用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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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多谐振荡器                       (b)工作波形 

图 2-2   555 多谐振荡器 

 
表 2-1 异端电压供电：（V=5V,R2=2K） 

电压 V+ V- Vout 

4.8 2.5 2.2 3.48 

4.64 2.32 2.2 3.46 

4.37 2.18 2.2 0.01 

 
 
 
  

 
图 2-1  基本蚁群算法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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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 [CH36]: 可采用无边框的文本

框，将图和图标题放在一起（表和表

标题放在一起），防止图和图标题被

分至两页。注意：打印前记得把框的

颜色变成无色 

批注 [CH37]: 图表的编号在文中必

须被使用，不能使用如下图所示，如

上表所示之类的字眼 

批注 [hope38]: 表要求必须有表名及

编号，表格居中显示，编号采用两级

编号：(章号-表编号)，中间连接线用

半角，表名及表中中文字体用宋体五

号，英文采用 Times New Roman 五号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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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 [hope39]: 1、参考文献标题用小

四号黑体，居中，本章另起一页； 

2、中文参考文献不少于 10 篇，英文

参考文献不少于 2 篇； 

批注 [c40]: 五号宋体，左对齐，英文

Times New Roman 

批注 [hope41]: 专著格式 

批注 [c42]: 出版地只需写到省份（或

直辖市）即可 

批注 [hope43]: 学位论文格式 

批注 [hope44]: 网站资源 

批注 [hope45]: 期刊格式 

批注 [Michal46]: 参考文献使用[1]形

式的自动编号，以保证编号对齐，注

意：逗号，冒号和点全是全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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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

*******************************************************************************

*******************************************************************************

************************************************************。 

 
 
 

批注 [hope47]: “致谢”标题用小四

号黑体，居中，本章另起一页 

批注 [微软用户48]: 五号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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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网络工程          

学    号：        20140390309        

学生姓名：            张三           

 
 

 

 

 

二〇一八年六月 
 

批注 [c49]: 宋体小三，居中 

批注 [c50]: 宋体小三，居中 

批注 [c51]: Times New Roman 小三，

居中 

批注 [c52]: 宋体小三，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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