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及常用法定计量单位样例
（注：以下蓝、红、绿色字是便于您理解的注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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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编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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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文献
[30] 刘江涛，刘中霞，李磊. 轻轻松松练五笔[M/CD]. 北京：声比尔科贸有限公司, 1999.
[31] 萧钰. 出版业信息化迈入快车道[EB/OL]. (2001-12-19)[2002-04-15].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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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2-19)为发表或更新日期（加圆括号），[2002-04-15]为引用日期（加方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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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法定计量单位样例
请作者严格按国标要求采用正规的法定计量单位。如：
1. 长度单位：文中出现公里（千米）、米、厘米、毫米等时一律用“km、m、
cm、mm” 等，不用中文名称。
2. 面积单位：平方公里（平方千米）、公顷、平方米、平方厘米、平方毫米等
一律用“km²、hm²、 m²、cm²、mm²” 等表示。
3. 重量（质量）单位：吨、公斤（千克）、千牛等一律用“t、kg、kN”等表示。
4. 压强、压力单位用 Pa 表示；电流、电压单位用 A、V 表示等。
5. 时间单位：小时、分、秒一律用 h、min、s 表示等。
另外，文中数字：凡是能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特别是表达
的数字很精确时，均使用阿拉伯数字。遇特殊情形，或避免歧解，可以灵活变
通。 如：3 条、4 个、103 个、35.12%、1/4、星期五、“十一五”规划、20 世

纪 80 年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