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 林 业 科 技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Vol.14 No.1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Feb.2020

第14卷 第1期
2020年2月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排格式

中文标题(2号宋体)
中文副标题(小2号黑体)
李 某1,2，吕某某1，欧阳某某2，韩某某1(5号仿宋体)
(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 长沙 410004；
2. 北京林业大学，北京 100083）(小5号宋体)
摘

要: ……(小5号楷体，300～500字)

关键词: 关键词 1；关键词 2；关键词 3；……(小5号楷体，4~8 个不等)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正文(5号宋体)

一、一级标题(4号黑体)
（一）二级标题(5号楷体)
正文(5号宋体)
1.三级标题(5号宋体)
正文(5号宋体)

(1)

式中：

痰

为旅游住宿排放CO2的数量；

为星级酒店的客房总床位数； 为客房平均出租

率；α为床位日均CO2排放量，数值是2.458gco2/p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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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表题内容(中文表题小 5 号黑体，表格内容为 6 号宋体，三线表) †

表注用†标示，采用小6号宋体。

图 1 中文图题 (小5号宋体)

插图规范：
① 分辨率不低于 300dpi；
② 文字为六号宋体，英文用Times New Roman字体；
③ 全国地图中涉及南海与钓鱼岛标识的要齐全，确保达到规范与政审的要求；
④ 能用黑白图例表示的不用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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