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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国土资源应用出发，在“指标-模拟-评估-指标修改-模拟-评估”模式的基础

上，构建了由软件系统、硬件系统、技术标准和技术方法 4 部分组成的评估系

统，…………………… 

关键词：卫星遥感；评估系统； ……；…… 

中图法分类号：TP 7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70X（20xx）0x-0xxx-0x 

 
0  引言 

遥感卫星的研制、发射和数据应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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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题 

基于国土资源中………… 

1.1  小标题 

在评估过程中，以地质矿产资源应用综合………… 

1.2   小标题 

…………………………（正文略） 

 

……………………，如表 1所示。 

表 1  ***遥感数据表 

Tab.1 ********** 

年度 土地类型 面积/m2 比例/(%) … 
*** *** ** ** * 
… … … … … 

… … … … … 

     

1.2.1 小标题 

………………，如图 1所示。 

 

图 1 *****流程图 

Fig.1 ********** 

2）标题号格式如下： 

0 前言（引言） 

1 ××××××    第一级； 

1.1 ×××××    第二级； 

1.1.1 ××××     第三级； 

3）注意公式中字母的大、小写、正斜体和公式文档一致问题。一篇文章中的变量，

同一个物理含义用相同的变量（大小写一致、字体一致），不同的变量要代表不同的物

理量，所有变量要用斜体，矩阵和矢量用大写黑斜体，上下角标要明确，每个变量都

要交代清楚物理含义。 

 

图表：每篇文章图表均应编排序号，图表题名应简短确切。 

表格采用国际通用的三线表。表的各栏均应标明“量或测试项目、标准规定符号、单

位”，表中的缩略词和量的符号必须与正文中的一致。 

请注意：图和表都要写清英文名称。 

 

 

流程图： 

1）流程图尽量简洁明快； 

2）若半栏排，宽度≤7.4 cm，通栏排，宽度≤14 cm； 

3）箭头一般使用燕尾箭头，文字用 8 磅宋体； 

4）提供能够修改文本、箭头等的 wor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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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题 

2.1 小标题 

…………，如图 2 所示 

 
图 2 …………曲线图 

Fig.2 ********** 

………… 
2.2 小标题 

…………，如图 3 所示。 

 
图 3 *****图 

Fig.3 ********** 

 

线化图： 

1）提供分辨率 300dpi 的 tif 或 jpeg 格式图像； 

2）若半栏排，宽度≤7.4 cm，通栏排，宽度≤14 cm； 

3）坐标轴标记数值和数值的单位，坐标值用 7 磅宋体，标目中的变量和单位用 8 磅

宋体（变量用斜体，单位用正体，如：d/m）； 

4）不同类别可以用不同线型等表示。 

 
 
 
 

 

 

 

影像图和地图： 

1）提供分辨率 300dpi 的 tif 或 jpeg 格式图像； 

2）若半栏排，宽度≤7.4 cm，通栏排，宽度≤14 cm； 

3）图上标记用 8 磅宋体，水体注记左倾，山体注记右倾； 

4）图例根据图件特征放置在图上或图外，以美观和谐为主； 

5）在合适的位置放置比例尺和指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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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结论 

   1）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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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应该以正文中的实验或考察得到的现象、数据的阐述分析为依据，总结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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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light of the application…………………… 
Key words：satellite remote sensing；assessment system； ……；…… 
 

 

 

 

 

 

 

 

 

 

 

 

 

 

 

英文题名：首字母大写，其他除专有名词外首字母小写，专有名词大写。 

 

 

作者：和中文对应。 

 

作者单位英文：和中文对应。 

 

 

 

 

英文摘要：和中文相对应，篇幅控制在 300 个实词以内。 

英文关键词：和中文相对应，除专有名词外，首字母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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