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报人：机械工业出版社汽车分社 舒恬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论文
征稿要求解读



自2009年起，我国汽车产销量连续10多年世界第一；自身技术创

新日新月异；随着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

对交通出行安全、绿色、高效的要求，汽车与能源、交通、通信、芯

片、人工智能形成了交叉融合的综合性产业，也催生了一批科技型创

新企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乘上行业发展的东风，多年来立足自身业务发

展，将打造高端学术交流平台作为首要任务。深耕行业、紧密联系行

业专家、广泛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为科技发展、行业进步搭建学习、

交流的平台。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暨展览会（SAECCE）作为学会标志性活

动，年会经过多届发展目前已成为我国汽车行业内规模最大、行业专

家参与最多、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参与度最广的年度行业盛会。其具备

国际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等国际活动特色，与美国汽车年会、日本汽

车年会形成全球三大汽车活动。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暨展览会简介



打造全球汽车全行业参与的年终盛会！

搭建“政策、地方、企业、项目、人才” 科技创新、产业融合的学术交流、产业发展新生态。

学术会议

院士参与策划指导

40+企业CTO及高校院长发言

70+分会场，囊括所有行业内难点及热点话题

500+场次演讲

3500+参会嘉宾

汽车及相关领域重要企业及高校悉数到场

技术展览

20000+展览面积

120+展商数量

500+先发技术成果

20000+人次观展

8+参观团

3+技术分享活动

采购配对会

同期活动

10+行业发布及获奖仪式

1200+征文，600+录取，100+EI检索，50+期刊发表

学术会议

技术展览

同期活动 试乘体验

企业参观
五大
板块



机械工业出版社简介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机械工业出版社）成立于
1952年，目前隶属于国资委，中央级出版社。
近70年来，机工社立足机械行业，致力于推动行业
技术进步与科技知识传播。

机工社先后获评：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
“世界媒体500强”
“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中国版权最具影响力企业”
“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出版100强”
“教育部教材出版基地”等



年会投稿流程

访问年会官网www.saecce.org.cn

点击“征文投稿”进入征文页面
此页面可下载模板

点击“征文投稿及查看”进入征文系统

点击左侧侧边栏中“投稿及查看论文”

登录或免费注册

点击“提交一篇论文”开始投稿
注意论文解密



FOUR 论文更新流程

进入征文系统并登录账号

点选对应论文“操作”中的“查看”按
钮（第一个按钮）

下拉到“修订文档”处点击

重新上传新版论文

论文投稿截止日前，论文可以不限次数更新。



论文发表

英文优秀论文将推荐至：《中

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论文集精

选（Proceedings of China 

SAE Congress: Selected 

Papers）》（电子出版物，

具有 ISBN 号，EI 检索）、

《Automotive Innovation》

（英文期刊，EI 检索）。

B

所有录取论文将统一发

表在《中国汽车工程学

会年会论文集》（电子

出版物，具有 ISBN 编

号）

优秀论文仅刊登摘要。

C

中文优秀论文将推荐至：

《汽车工程》（核心期

刊，EI检索）、《汽车

技术》（核心期刊）、

《汽车工程学报》（核

心期刊）、《汽车工艺

与材料》（期刊）。

A

凡经评审通过的论文，需安排论文作者参加年会，方可正式录取发
表，所有录取论文将被推荐至以下渠道发表：



交稿要求和注意事项

文件格式：Word文档
论文长度：文长不超过8000字或6000单词，篇幅6-10页，请排页码
内容：符合大会方向，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和创新性
论文未曾公开发表

论文题目
和署名

摘要和
关键词

引言和正文

公式、物理量
、图和表

结果和结论

参考文献



交稿要求和注意事项：论文题目和署名

该部分一般包括标题、
作者姓名、作者单位、
资助基金

• 标题要规范、精炼、明确，宜小不宜大，一般不超过20字。
• 作者为多人的，用逗号隔开。多个作者为同一单位的，不需要标注出编号；作者来

自多个单位的，在该作者姓名后加上角标1、2等，以示区别，一个作者供职多个单
位的，用上角标“1,2”表示。

• 作者单位只需要大的范围即可，不必写出具体部门。如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北京理工大学等，不必写成一汽技术中心发动机部、北京理工大学车辆
工程系等。如同一人属于多个单位的，可用“1.单位1完整名称2.单位2完整名称”
表示。

• 以单位公章名称为准，如特殊要求增加部门名称请不要对单位名称及部门名称等任
何部分进行简写。



交稿要求和注意事项：论文题目和署名

英文题目和署名

• 题目中实词字首大写，其余小写。
• 英文作者名称，按照国标，中文姓名应为姓在前，名在后，并且姓首字母大写，

名首字母大写，姓和名用空格分开。如张晓阳 ，应为 Zhang Xiaoyang；张
洋，应为Zhang Yang。英文姓名遵照原文习惯即可。避免拼写错误！

• 英文单位名称需参照单位官网或正式出版物，不要自行翻译名称。



交稿要求和注意事项：论文题目和署名

资助项目：需要标明资助项目的论文，按照页脚注的形式标出。请
在论文标题最后一个字的右上角加㊀，在第一页的页脚，加上基金
名称。



交稿要求和注意事项：摘要和关键词

• 摘要是一篇完整的短文，一般应说明研究工作的目的、试验方法、结果和结论。
不要超过500字。

• 多个关键词，要用逗号隔开。“摘要”和“关键词”，加燕尾括号
• 英文摘要要和中文摘要内容基本保持一致。
• 英文关键词用小写，缩略语除外，英文摘要和关键词后面加冒号，不用括号



交稿要求和注意事项：正文

• 每篇论文开始应为“引言”，然后按层次论述内容。不要在引言前面加1或者0
• 正文分两栏排版，1.5倍行距，不要使用“固定行距”
• 三级标题层次推荐使用“1   1.1   1.1.1”的形式，左对齐，顶格排，请注意字

体差异。小标题层次为：“（1） 1） ① ”。
• 英文论文也是如此，开篇应以“Introduction”开始。
• 英文标题也应采用每个单词首字母除虚词外都要大写的原则。



交稿要求和注意事项：公式和物理量

• 公式统一顺序编号，公式居中排，编号在括号中，右对齐。引用公式时，应给出编号，如
“在式（1）中”“见式（3）”“In the Equ.(10)”等。

• 公式需要转行时，应在+-×÷等运算符号后断开，下一行开头不再重复运算符号，“=”允
许放在转行的开头。

• 公式中使用的物理量要在公式下方说明含义，有单位的标明单位。
• 物理量的名词和符号应符合国家标准，尽量采用法定计量单位，并且计量单位不采用中文

符号。如确需采用非法定单位，应标注单位换算关系。
• 国家标准中未规定的，应符合相关行业标准的规定或习惯，且全文内统一。
• 变量用斜体；单位、常量（比如π）、型号、标准号、元件名称等用正体。下脚标若为变

量应当为斜体，其余为正体。特殊函数名称可以用正体，全文统一。
• 矢量、矩阵用粗体，其余用正常字体。



交稿要求和注意事项：术语

科技名词术语应统一，尽
量按照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
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术语和
最新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规定采用。



交稿要求和注意事项：术语



交稿要求和注意事项：术语



交稿要求和注意事项：术语



交稿要求和注意事项：图

• 图按照出现顺序统一编号，小图栏内居中排，大图通栏排，
图号和图题在图的下方。

• 每张图都应在文中有相应表述，且遵循先文后图的方式。引
用图时应给出编号，如“如图3所示”“in Fig. 7”等。英文
图名中实词首字母大写。

• 图中文字和线条要清晰可见，图片像素（DPI）在300以上。
截屏图可以另存为BMP格式。

• 中文论文的图中注释，尽量用中文；英文论文中的图中注释
尽量用英文。

• 坐标轴的物理量和单位不要缺。
• 图线的使用符合标准。
• 避免版权问题，不要涉及地图、领导人。



交稿要求和注意事项：表

• 表格按照出现顺序统一编号，小表格栏内居中排，大表格通
栏排，表号和表题在表的上方。

• 每张表格都应在文中有相应表述，且遵循先文后表的方式。
引用表时应给出表号，如“见表3”“in the Tab. 7”等。英
文表名中实词首字母大写。

• 物理量需明确单位时，其名称或符号和单位之间用斜线分开，
即表示为除式的形式。

• 复杂单位可以用负指数幂的形式表示。
• 若表中所有数值单位一致，可以将单位移至表格右上方。
• 多行文字说明，第一行空一个汉字，结尾处不使用标点。
• 相同的数据不要用“同上、同左”，可以通栏排或者照抄数

据。无数据的情况在表中加“—”。
• 表注放在表格下方。



交稿要求和注意事项：结果与结论

• 结果的写作一定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遵循全面性和真实性的原则。
• 结论是结果和理论分析的逻辑发展，是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结果 结论

乔丹每天做力量和身体素质练习 乔丹具备优秀的身体素质

乔丹每天做投中300个篮的练习 乔丹训练刻苦

乔丹每周进行4场常规赛 乔丹比赛场数多，大赛经验丰富



交稿要求和注意事项：结论的撰写

• 结论建议分层来写，如1）、2）、3）等，每条成
段。

• 以实验研究型论文为例，结论部分可按照以下层
次来写。

➢ 简述试验、研究的最后结果

➢ 根据试验、研究的结果作出结论

➢ 说明结论适用的范围

➢ 说明该项研究成果的意义及发展展望

• 请将致谢、资金资助等情况在在首页下注明。



交稿要求和注意事项：其他注意事项

• 语言表达上需要做到文理通顺、叙理简洁、通俗朴实。

➢ 使用专业语言，不滥用生僻词语、不滥用早已过时、废止的词语。

➢ 用较少的文字，包含较多的含义，多使用简单句和陈述句。

➢ 结构严密，逻辑性强，行文自然。

➢ 用事实说话，避免空洞表达。

• 在论文修改阶段后如有因特殊原因需要修改论文的情况，请提交最新文件
时采用word格式，并明确标注出改动的地方，如使用标红、批注等形式。



交稿要求和注意事项：参考文献

• 参考文献一般按照出现前后顺序列于文后，正文需
用上角标的形式列出。编号放在方括号[ ]中。

• 同一处引用多篇文献时，只需将各篇文献的序号在
方括号内全部列出，各序号间用逗号分隔，例如[3,5]；
若遇连续序号，则首尾编号用短横线连接,例如[7-12]。

• 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应符合GB/T 7144-2015的
规定。

• 已公开发表的文献方可作为参考文献使用。
• 多引近5年的文献，占比50%以上。
• 避免选用脱离论文主题的参考文献。
• 常见的参考文献格式举例如下。



交稿要求和注意事项：参考文献

• 1. 著作图书
• [序号] 作者．书名：其他署名信息［文献类型/载体类型］．版次（第１版省略）．出版

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页码[引用日期]．访问路径.  
• 注意：作者省略署名方式，出版地是城市不是省份或者国家



交稿要求和注意事项：参考文献中作者的姓名处理



交稿要求和注意事项：参考文献

• 2. 翻译图书
• [序号] 作者．书名［文献类型/载体类型］．译者．版次（第１版省略）．出版地：

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页码．



交稿要求和注意事项：参考文献
• 3. 期刊
• [序号] 作者．文章名［文献类型/载体类型］．期刊名，年，卷（期）：引文页码[引

用日期]．访问路径.



交稿要求和注意事项：参考文献

• 4. 论文集
• [序号] 编者．论文集名［文献类型/载体类型］．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用日期]

．访问路径.



交稿要求和注意事项：参考文献

• 5. 学位论文
• [序号] 作者．论文名［文献类型/载体类型］．学校所在地：学校名称，提交日期[引

用日期]．访问路径.

• 注意：学校所在地也是城市名



交稿要求和注意事项：参考文献

• 6. 电子资源（不包括电子专著、电子连续出版物、电子学位论文、电子专利）
• [序号] 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提名信息［文献类型/载体类型］．（更新或修改日

期）[引用日期]．访问路径.



THANK YOU！

学会联系人：周伯阳

电话：010-50911035

邮箱：zby@sae-china.org

会议网址：www.saecce.org.cn

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年会的各项活动

同时多多关注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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