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刊于 1984 年的 叶农业图书情报学刊曳 是由中国农业部主管尧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主办的行业学术期刊袁 国

内外公开发行遥 多年来已形成自己的特色袁 受到全国农业及其它系统图书尧 情报行业广大读者尧 作者的热情支持与欢迎遥
本刊发表的署名文章均为作者研究成果袁 文责自负袁 不代表编辑部意见遥 本刊对来稿有编辑修改的权力袁 如有异议请作者

在投稿时特别声明遥 本刊已入 叶中国学术期刊 渊光盘版冤曳尧 叶万方数据网曳尧 叶维普资讯网曳袁 是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和中

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遥 凡在本刊发表的文章将自动进入以上电子文库遥 本刊严禁一稿多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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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遥 编辑部鼓励作者积极参与稿件的审编过程袁 欢迎作者提出意见尧 建议袁 并将尽量采纳袁 与作者形成互动遥
2013 年袁 叶农业图书情报学刊曳 为月刊袁 200 页遥 除继续加大办刊投入外袁 编辑部将本着择优择新尧 鼓励后学袁 发表创新

文稿的择稿方针尽快处理稿件袁 优秀稿件可以在当月发表遥
来稿请用 Word 2003版排版袁 以 E-mail 形式投递袁 本刊不接受纸质稿件遥 投稿两周未收到录用通知袁 作者可自行处理稿

件遥 查询投稿情况请明示投稿日期和第一作者姓名遥
为了平衡审稿尧 编辑袁 邮寄费及纸张尧 印刷费用的大量开支袁 本刊对录用的稿件收取审稿费尧 版面费 渊标准为 90 元 /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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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审编进程袁 免除周折袁 编辑部对以下事项做具体说明袁 并提出投稿要求袁 敬请广大作者悉心合作遥

主要栏目
信息论坛尧 资源建设尧 网络技术尧 文献研究尧 工作研

究尧 信息教育尧 编辑出版尧 管理服务尧 人力资源等遥

来稿格式
论文题目院 黑体袁 小 2号字

作者姓名院 楷体袁 5号字曰 2位以上姓名用逗号隔开遥
作者单位院 宋体袁 小 5号字袁 多个单位以逗号隔开遥 此

项要求地名和邮编遥
中文摘要院 楷体袁 小 5号字袁 100字～200字遥

中图分类号院 黑体袁 小 5号字遥
文献标识码院 黑体袁 小 5号字

英文题目院 Times News Roman字体袁 5号字遥
英文作者姓名院 Times News Roman 字体袁 5号字袁 为姓

名的汉语拼音遥
英文作者单位院 Times News Roman字体袁 小 5 号字袁 为

该项目的英文译文遥
英文摘要院 Times News Roman字体袁 小 5号字袁 为中文

摘要的译文遥
英文关键词院 Times News Roman字体袁 小 5号字袁 为中

文关键词的译文遥
正 文院 宋体袁 5号字袁 通栏袁 一尧 二级标题占 1行袁

分别用 5 号黑体和 5 号楷体 袁 正文字数

5 000 左右遥 文稿中表格请用三线表曰 线条

图须用计算机制作袁 应能在 Word 文件中打

开并能修改曰 Excel 作图要带数据源遥 图表

中文字请用 6号字袁 中文用宋体曰 英文尧 数

字用 Times New Roman 体遥 半栏图宽不超过

7.5cm曰 通栏图宽不超过 15.0cm遥
参考文献院 如摘引他人作品袁 务请在参考文献中予以著

录曰 请遵照国家标准 GB/T 7714-2005袁 以文

中出现的先后排序袁 用小 5号宋体袁 并在正

文进行标注遥

基金项目院 如为某项基金或课题的资助研究袁 请明示曰
并请注明项目的名称尧 编号遥 列于论文首页

下方尧 野作者简介冶 上方遥
作者简介院 宋体袁 6 号字袁 包括作者姓名 渊出生年月冤尧

性别尧 学历尧 职称尧 研究方向及发表论文情

况曰 单位名称尧 通讯地址尧 邮政编码尧 联系

电话尧 E-mail遥 并指明通讯作者袁 有关稿件

事宜编辑部会与通讯作者联系遥

联系方式
地 址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号中国农业科

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4111室

联系电话院 010－82109667
传 真院 010－82109667

在线投稿院 http://nytsqb.caas.cn
联系邮箱院 xuekan@caas.cn
官方微博院 http://weibo.com/nytsqbxk

汇款方式
邮局汇款院 地 址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邮 编院 100081
收款人院 叶农业图书情报学刊曳 编辑部

请务必在附言处注明 叶学刊曳 版面

费袁 稿件编号 渊文章编码冤 及联系

电话遥
银行转账院 户 名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账 号院 11050601040009874
开 户 行院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北下关支行

请务必在用途栏注明叶学刊曳版面

费及稿件编号遥

关 键 词院 楷体袁 小 5号字袁 多个词以分号隔开遥

联 系 人院 孔晔晗

叶农业图书情报学刊曳 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