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 

《2022 室内设计论文集》征稿通知 

作为一个学术型团体，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担负着与室内设计界其他

行业协会所不同的社会使命。对中国室内设计在学术上进行理论提升，以提高中

国室内设计界的整体学术水平，这是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全体会员当之无

愧的责任。 

为展现室内设计师以及高等院校室内设计、环境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建筑

设计等相关专业师生在设计理论研究、设计实践和设计教育等方面的思考和成果，

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特向广大会员征集学术论文，遴选的优秀论文将汇编

成《2022室内设计论文集》正式出版发行。 

 

征稿要求： 

1、论文围绕室内、建筑、环境设计领域，主题不限，可以是您对室内设计

行业的观察思考、专业学术研究、设计实践与成果总结，也可以是设计

教育理论探讨与实践总结等。 

2、论文字数不超过 6000 字，文图不超过 8 页。论文应顺次包括论文题目、

作者信息、中文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论文撰写格式与标

准详见附表。 

3、所投稿论文需自行提交“中国知网论文查重系统”的查重报告，查重率

不超过 5%。无查重报告的论文不能参加征文。 

    4、根据论文出版需要，出版者有权对文稿进行删改。请自留底稿。本

论文集拟向中国知网《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推荐收录，凡投稿未

作特殊声明者，视为已授权推荐。 

 

 

论文遴选： 

递交的论文经专家审查遴选后，将结集成《2022室内设计论文集》出版。 

 

出版发行： 

《2022室内设计论文集》由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 编、中国水利水电

出版社正式出版。论文集有正式书号，面向全国公开发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和

当当、京东、天猫等相关出版物销售网点发售。 

 

征稿对象： 

中国建筑学会会员免费投稿。申请入会请联系秘书处会员部：010-68715654，

联系人：崔奕欣。 

 

提交方式： 

论文撰写完成后，请将电子文档保存在 U 盘上并和打印好的文稿一起，于

2022年 6月 30日前快递至学会秘书处。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5号，中元国际工程大厦   

邮编：100089 

联系人：崔丛 

电话：010-68458358/68715654 

Email：iidasc@163.com 

               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 

                2022年 2月 18日 

附表 

《论文集》征稿统一格式 

项目 要求 细则 

文件类型 
Microsoft Word 文档 

（论文配图单独建文件夹提供） 

.doc 或.docx 格式 

（图片 300dpi，jpg 格式） 

纸型 A4 纸（210*297） 
页边距：上 3.0cm，下 1.8cm， 

        左 2.0cm、右 2.0cm 

页眉 宋体，五号 页眉：1.8cm，页脚：1.8cm 

英文字体 Arial 文中出现的所有英文均用 Arial 字体 

论文名 宋体，小三号，加粗，居中 行间距 1.5 倍 

作者名 宋体，五号，段前空 2 行，段后空 1 行 作者按序用“上标”编号，作者间加逗号，如：周 XX1，赵 XX2
 

作者单位 宋体，五号，居中，行间距单倍 

另起一行，以第一作者、第二作者等的次序依次标明作者的单位，

如“1、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2、银蜻蜓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

司”，不同单位间加逗号 

摘要 “摘要：”黑体，五号，加粗 段前 2 行，段后 1 行 

摘要正文 宋体，五号，1.5 倍行间距 不超过 300 字 

关键词 
“关键词：”黑体，五号，加粗；关键词本身：宋体，

五号 
段前空 1 行，关键词不超过 5个，关键字之间加一个空格。 

正文 宋体，小四，1.5 倍行间距 3000-6000 字（不包括图表和参考文献），首行缩进 2 个中文字符 

一级标题 黑体，四号，加粗，段前空 2行，文字退 2 个中文字符 标题序号与标题文字之间，空 1 个中文字符；中间没有标点符号 

二级标题 黑体，四号，加粗，段前空 1行，文字退 2 个中文字符 标题序号与标题文字之间，空 1 个中文字符；中间没有标点符号 

三级标题 宋体，小四，加粗，文字退 2个中文字符 标题序号与标题文字之间，空 1 个中文字符；中间没有标点符号 

图片 

统一编号，正文中用括号标注图形和照片的对应关系，图

片编号如（图 2），插入文中 

配图须注明详细来源。网络图片慎用，来自商业图片网站

的图片未获授权请勿使用。 

图片图面清晰，分辨率不低于 300dpi，jpg 格式。用“四周形”方

式插入文中。图序和图名用宋体，小五号，如：“图 2、一层平面

图”；图名后括号注明图片来源。如图片有说明文字，需用“插入

文字”的方法标于图名下方，图片说明文字无边框。 

 

表 
统一编号，正文中用括号标注表对应的关系，表的编号如

（表 2），插入文中 

表的名称用宋体，小五号，用“插入文字”的方法标于表的上方，

如：“表 2、一楼材料统计表”说明文字无边框。 

注释 脚注用宋体，五号字，单倍间距 
引文需注明出处。注释和引文均采用单页脚注，每页从①开始单独

编号。 



注释正文 

引文注释著录格式如下示例 

图书格式：①作者 1, 作者 2, 作者 3. 书名[M]. 出版社城市: 出版社名, 出版年份：引文所在页码. 

论文集格式：作者 1, 作者 2, 作者 3. 论文标题[C]//. 论文集编著者.论文集名..出版社城市: 出版社名, 出版年份：起始页

-终止页. 

期刊格式：①作者 1, 作者 2, 作者 3. 文章标题[J]. 期刊名称，出版年份(第 x 期):起始页-终止页.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黑体 段前 2 行 

参考文献正

文 

宋体，五号，单倍间距；按著录格式(如下示例) 

图书格式：作者 1, 作者 2, 作者 3. 书名. 出版社城市: 出版社名字, 出版年份 

或：作者 1, 作者 2, 作者 3. 文章标题.书名. 编著者姓名.出版社城市: 出版社名字, 出版年份(适用于收录入论文集、书籍等

的文献) 

期刊格式：作者 1, 作者 2, 作者 3. 文章标题. 期刊名称，xxxx 年第 x 期 

基金文章说

明 

如论文系基金文章，可在第一页的页脚中注明，如：本文为 2011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XXXXXXXX”（批准号：

XXXXX）的中期成果 

作者联系方

式 

请在论文的最后注明作者联系方式，包括： 

作者（联系人）姓名：XXX 

手机：XXXXXXXXXXX 

电话：XXXXXXX 

地址：XXXXXXX 

电子邮件：XXXXXXXXXXX 

 

参考文献的格式 
 

 
参考文献列于书末（或章后），文献编号用方括号[1]、[2]、…，在正文中的引用必须

按照编码的顺序引用，引用于正文的上角，排序方式如下： 
    按文献在书中出现的先后排序，其格式如下： 
 

一、专著 

     [1] 作者 1，作者 2.书名[M].出版社所在城市名：出版社，出版年.   

   

例：[1] 梁宗巨.世界数学史简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二、刊物 

    [2] 作者 1，作者 2.文章名[J].期刊名，发表年，卷或年（期）：起讫页码. 

   

 例：[2] 路甬祥.科学的历史经验与未来[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17（3）:197-206. 



 

三、论文集（或多著者书籍） 

  [3] 作者.文章名[C]//论文集编者（可省略）.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若没正式出

版可省略），出版年：起讫页码. 

  
 例：[3] 李明森.横断山区自然资源的开发与保护[C]//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编.中国青藏高

原研究会第一届讨论会文选，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64-71. 

 

 

四、翻译 

   [4] 原作者 1，作者 2.书名[M].译者名，译.出版社所在城市名：出版社，出版年. 

 

 例：[4] 库克 M.天体微波激射[M].周振浦，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五、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5] 作者 1，作者 2.论文名[D].学校所在城市：学校名，发表年. 

 

例：[5] 徐昕. 增强学习及其在移动机器人导航控制的应用[D]. 长沙：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2. 

六、外文举例 

 例： 
期刊 

[5] Abell B C.Nucleic acid content of microsomes.Nature,1956，5(13):7—9.   

 

姓在前，名字用首字母缩写，中间空 1 格。文章名只首字母大写，刊物名实词首字母均

大写，卷期用××（××）的格式，后面冒号加上引用页码。 

论文集 

[6] Ortiz M, et al. Evaluation of reinforcement learning autonomous navigation 

systems for a Nomad 200 mobile robot. Proceedings of IFAC Intelligent Autonomous 

Vehicles, Madrid, 1998：309—314. 

博士（硕士）论文 

[7]Lin L J.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or Robots Using Neural Networks[Ph.D. Thesis]. 

Carnegie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1993. 

  论文名实词首字母大写 

 

外文书 
实词首字母均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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