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在这里输入标题 

 

张三 1,2  李四 1 王五 2  

（1.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专业委员会； 2.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 

 

摘要：请在这里输入摘要。中国建筑学会建材分会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专业委员会定于 2017 年 5 月

24 日至 26 日将在北京举办“第六届全国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及其应用技术交流会”暨“第八届中国建

筑学会建材分会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专业委员会年会”。出版书名为《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及其应用技

术新进展-2017》的论文集，论文集将由国家级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关键词：聚羧酸；减水剂；研究进展 

 

1 前言 

请在此部分输入正文。文章篇幅宜控制在 4 页左右，不可少于 3 页，如确有必要，则最

多不超过 6 页。论文一经登载，文责自负。中国建筑学会建材分会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专

业委员会定于 2017 年 5 月 24 日至 26 日将在北京举办“第六届全国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

及其应用技术交流会”暨“第八届中国建筑学会建材分会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专业委员会

年会”。出版书名为《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及其应用技术新进展-2017》的论文集，论文集

将由国家级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欢迎从事混凝土及外加剂研究、生产、设计、质检和施工

的专家、学者及广大技术人员，积极踊跃投稿。论文经行业专家评审遴选后，将编纂会议论

文集。 

中国建筑学会建材分会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专业委员会定于 2017 年 5 月 24 日至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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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从事混凝土及外加剂研究、生产、设计、质检和施工的专家、学者及广大技术人员，积极

踊跃投稿。论文经行业专家评审遴选后，将编纂会议论文集。 

中国建筑学会建材分会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专业委员会定于 2017 年 5 月 24 日至 26

日将在北京举办“第六届全国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及其应用技术交流会”暨“第八届中国

建筑学会建材分会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专业委员会年会”。出版书名为《聚羧酸系高性能

减水剂及其应用技术新进展-2017》的论文集，论文集将由国家级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欢

迎从事混凝土及外加剂研究、生产、设计、质检和施工的专家、学者及广大技术人员，积极

踊跃投稿。论文经行业专家评审遴选后，将编纂会议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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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首页的题目上方空一行，论文题目用三号黑

体字居中 

论文题目与作者姓名之间空一行，作者姓名及工

作单位用五号宋体居中；作者姓名与单位参照此

篇 

通讯作者简介（性别、出生年月、职称、单位地址、邮政编码及联系

电话）标注在论文首页版芯内左下方，用小五号宋体字，并在简介与

正文之间划一黑实线(只需划一半) 

1.摘要和关键词用小五号宋体，“摘要”和“关键词”需加粗，

并与姓名及工作单位之间空一行。摘要”和“关键词”后面用冒

号。 

2.只写中文摘要，不用写英文摘要 

论文正文与摘要和关键词之间空一行 

文章篇幅宜控制在 4 页左右，不可少于 3

页，如确有必要，则最多不超过 6页。 

正文中的一级标题用四号黑体字居左，次标题用小四号黑体字居左，再次一级标

题用五号黑体居左，论文正文用五号宋体字；行距要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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踊跃投稿。论文经行业专家评审遴选后，将编纂会议论文集。 

2 实验部分 

中国建筑学会建材分会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专业委员会定于 2017 年 5 月 24 日至 26

日将在北京举办“第六届全国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及其应用技术交流会”暨“第八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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踊跃投稿。论文经行业专家评审遴选后，将编纂会议论文集。 

2.1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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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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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从事混凝土及外加剂研究、生产、设计、质检和施工的专家、学者及广大技术人员，积极

踊跃投稿。论文经行业专家评审遴选后，将编纂会议论文集。 

3 实验结果与讨论 

3.1 第六届全国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及其应用技术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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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中的一级标题用四号黑体字居左，次标题用小四号黑体字

居左，再次一级标题用五号黑体居左，论文正文用五号宋体字；

行距要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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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出现的图和表要在正文中提到，按先文后图（表）的顺序排版。每个图（表）要有图（表）

序和图（表）题。 

 

表 1  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检测结果 

型号 固含量/%  
峰面积/% 

I  II  III  

A 80  85  5  10  

B 38  89  2.7  8.3  

 

 

图 1  聚羧酸减水剂表征曲线 

3.1.2 第六届全国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及其应用技术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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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文中如果有图，图要清晰。文中出现

的图和表要在正文中提到，按先文后图

（表）的顺序排版。每个图（表）要有

图（表）序和图（表）题。 

2. 表四边加线，不用三线表。 

3. 图、表中不要出现英文单词，单位除外。 

4. 图、表中量和单位之间用斜线形式，比

如固含量/%，v/(m·s-1)。 

5. 图、表序号和图题、表题之间留一个空。 

6. 如果公式需要编号，请用 1,2,3…… 



 

4 结论 

中国建筑学会建材分会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专业委员会定于 2017 年 5 月 24 日至 26

日将在北京举办“第六届全国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及其应用技术交流会”暨“第八届中国

建筑学会建材分会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专业委员会年会”。出版书名为《聚羧酸系高性能

减水剂及其应用技术新进展-2017》的论文集，论文集将由国家级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欢

迎从事混凝土及外加剂研究、生产、设计、质检和施工的专家、学者及广大技术人员，积极

踊跃投稿。论文经行业专家评审遴选后，将编纂会议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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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1.正文中不要出现中英文混用状况，正文中不要出现英文单词。 

2.所有的单位都用国际标准单位，量和单位用符号表示，比如质量用 m 表示，体积用 V 表示，

速度用 v 表示，单位 kg,m
3
, m/s。 

3.所有的名称术语请根据最新标准使用，比如砼改为混凝土，吊车改为起重机，等等。此外，

同一物体或专业术语全篇只用一种说法，不要出现两种不同的说法。 

4.2014 年投稿的论文中有几篇用的是批注格式，并且里面提出的问题或者建议都没有解决就

上交，请各位老师投稿之前请检查一下是不是最终稿，如再有此种情况，将退稿并且此篇不再用。 

1.“参考文献”四个字用五号黑体字居左，并与论文正文之间空一行。参考文献内容采用

小五号宋体字。参考文献统一标在正文后，参考文献序号不要在正文中标出。 

2.参考文献格式要规范。 

文章篇幅宜控制在 4页左右，不可少于 3页，

如确有必要，则最多不超过 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