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首 都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年 % 月 第 &’ 卷!第 ( 期

目 次

基于 )*+,-./技术的搬运机器人设计与编程!一"###)*+,-./主基板及红外传感器的应用 李振宇! $ "……

个人所得税问题讨论和全年一次性奖金的最优发放方案 王晓明!朱一心! ( "………………………………

基于遗传算法的随机森林算法优化研究 李!东!贾郭军!$0"…………………………………………………

一个求解绝对值方程组稀疏解问题的不动点算法 王!鹏!任!天!"""………………………………………

12.234 代数交叉积间的同构 黄利忠!"5"…………………………………………………………………………

纳米微晶纤维素的制备与表征 张!恒!高洪坤!王!哲 等!&$"……………………………………………

无线自组织网络的改进 678分组调度算法 涂!朴!赵全军!李!斌!&9"…………………………………

基于机器视觉的草莓图像处理研究 苏博妮!化希耀!(""………………………………………………………

化学探究式教与学现状的调查研究 吴晗清!李雅茜!韩!蓉!(9"……………………………………………

用淀粉制作盐桥的实验探究 燕!翔!王都留!张少飞 等!0$"………………………………………………

整合 :;;和 <=;技术 提高监测工具质量###以小学科学试卷为例 周丐晓!刘恩山!0("…………………

<.>?@;模型应用研究进展 侯红艳!戴尔阜!张明庆!9""……………………………………………………

通州区城市扩张对地面沉降的影响 王!聪!王彦兵!周朝栋!9%"……………………………………………

基于 8?6);?A模型的乡村旅游村地方标准评价指标的关联性探讨 王!鹏!刘白云!田至美!50"………

基于 6B8<@ 数据的蒙山 "##$#"#$9 年植被动态变化研究 丁少文!陈亦妍!谭丽荣 等!%$"………………

师范类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发展状况及影响力分析 李拓宇!%%"………………………………………………



!"#$%&’"()&*+,&’%"$-&’#%+./$0+,1
%2345260789:79/;838<:

>/CD&’!E/D(! ),FD"#$%

)"%,/%,0

8GH-F.-.F2.+ I*/F*2JJ-.F/K:2**L-.F=/M/N12HG+ /. )*+,-./;G34./C/FL!!" A-O4G.L,! $ "……………

B. N4GBPN-J2C)CC/32N-/. @34GJG/K)..,2C1/.,H/KA-J-NG+ <.+-Q-+,2C<.3/JG;2R

S2.FT-2/J-.F!O4, U-R-.! ( "……………………………………………………………………………

=GHG2*34 /. BPN-J-V-.F=2.+/JW/*GHN)CF/*-N4J12HG+ /. 7G.GN-3)CF/*-N4J A-8/.F!X-27,/Y,.!$0"………

)W-RG+ZP/-.N)CF/*-N4JK/*N4G@P2*GHN@/C,N-/. I*/MCGJ/K)MH/C,NG>2C,G?[,2N-/.H

S2.FIG.F!=G. ;-2.!"""……………………………………………………………………………………

<H/J/*P4-HJH1GN\GG. 12.234 )CFGM*2:*/HHG+ I*/+,3NH ],2.FA-V4/.F!"5"……………………………………

=GHG2*34 2.+ :42*23NG*-V2N-/. /KE2./JGNG*:GCC,C/HGI*GP2*G+ ML]L+*/CLH-H/K6-3*/3*LHN2CC-.G:GCC,C/HG\-N4

@,CK,*-3)3-+ O42.F]G.F!72/]/.F̂,.!S2.FO4GGN2C!&$"……………………………………………

<JP*/QG+ 678I23̂GN@34G+,C-.F)CF/*-N4J12HG+ /. S-*GCGHH)+ ]/3EGN\/*̂H

;, I,!O42/_,2.Y,.!A-1-.!&9"…………………………………………………………………………

=GHG2*34 /K@N*2\MG**L<J2FGI*/3GHH-.F12HG+ /. 6234-.G>-H-/. @, 1/.-!],2T-L2/!(""…………………

=GHG2*34-.F;G234-.F2.+ AG2*.-.F/K:4GJ-32C<.[,-*L:,**G.N@-N,2N-/.

S, ]2.[-.F!A-U2R-!]2. =/.F!(9"………………………………………………………………………

;4G?RPG*-JG.N<.QGHN-F2N-/. /K‘H-.F@N2*34 N/I*GP2*G@2CN1*-+FGH

U2. T-2.F!S2.F8,C-,!O42.F@42/KG-GN2C!0$"…………………………………………………………

<.NGF*2N-.F:;;2.+ <=;N/<JP*/QGN4G_,2C-NL/K6/.-N/*-.F;//CH

O4/, 72-R-2/!A-, ?.H42.!0("………………………………………………………………………………

)=GQ-G\/. <.>?@;6/+GCK/*N4G?Q2C,2N-/. /K?3/HLHNGJ@G*Q-3GW,.3N-/.

]/, ]/.FL2.!82-?*K,!O42.F6-.F[-.F!9""………………………………………………………………

;4G<.KC,G.3G/K‘*M2. ?RP2.H-/. /K;/.FV4/, /. A2.+ @,MH-+G.3G

S2.F:/.F!S2.FU2.M-.F!O4/, :42/+/.F!9%"…………………………………………………………

8-H3,HH-/. /. N4G=GCGQ2.3G/KA/32C@N2.+2*+ ?Q2C,2N-/. <.+GR/K=,*2C;/,*-HJ>-CC2FG12HG+ /.

8?6);?A6/+GC S2.FIG.F!A-, 12-L,.!;-2. O4-JG-!50"………………………………………………

>GFGN2N-/. :42.FGH-. N4G6G.F6/,.N2-. =GF-/. K*/J"##$ N/"#$9 12HG+ /. 6B8<@ 82N2

8-.F@42/\G.!:4G. U-L2.!;2. A-*/.FGN2C!%$"…………………………………………………………

;4G8GQGC/PJG.N@N2N,H2.+ )32+GJ-3<JP23N).2CLH-H/KX/,*.2CH/KE/*J2C‘.-QG*H-NL!E2N,*2C@3-G.3G

?+-N-/." A-;,/L,!%%"…………………………………………………………………………………………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征稿简则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是首都师范大学主办的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术刊物!双月刊&国内外发行"&它的主
要任务是反映首都师范大学的最新科研成果&促进校内外学术交流&为我国’四化(建设服务&读者对象是国内外高等院校的
教师)科研工作者及研究生等D

"!本刊主要刊登基础理论)应用研究与科技开发的论文&科学实验的研究报告&学科教育学的研究以及学术述评与科研
动态D

&!来稿要求和注意事项
&a$!来稿要重点突出&条理分明&论据充分&数据可靠&文字简练&图表清晰&每篇字数!包括图)表"一般不超过 0### 字D
&a"!来稿必须包括!按顺序"*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中文摘要!"## 字左右")关键词!& b% 个")正文)参考文献和英

文的题目)汉语拼音的作者姓名)英文作者工作单位)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中文的作者简介)电话号码)?ZJ2-C地址及身份证
号码D

&a&!英文摘要正文要求 %## 个字符左右 &用第 & 人称&时态要保持一致&用一般现在时或一般过去时D
&a(!来稿要一式两份打印稿并附软盘或用电子邮件!用 \/*+ 格式"发送至本刊编辑部&用字要规范&标点要正确!符号

要占 $ 格"&物理单位和符号要符合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外文字母及符号必须分清大)小写&正)斜体&黑)白体+上)下角的字
母)数码)符号必须明显+容易混淆的外文字母)符号!如英文的 !)")#)$ 与希腊文的 !)")#)$"必须区分清楚D

&a0!图)表只附最必要的D插图画面要清晰)线条要均匀)主次要分明D图与表内的文字与图题)表题要简练准确D插图请
不要贴在原稿上&文中要留出插图的位置&并围以框线&在框线下方写明图号及图题D

&a9!参考文献只择最主要的且公开发表的&文献要按文中出现的顺序附于文末&每条文献请按以下内容)顺序)标点书写D
专著著录格式*,序号-著者D书名,6-D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D
期刊著录格式*,序号-著者D文章名,X-D期刊名&出版年&卷号!期号"*页码D
论文集)会议录著录格式*,序号-著者D论文集名称,:-D会议地点*,出版者-&出版年D
学位论文著录格式*,序号-著者D题目,8-D产生地*产生单位&产生年D
电子文献著录格式*,序号-著者D题目,BA-D,公开日期-D引用网页D

(!本刊刊登一定比例的校外稿&欢迎高校教师)科研工作者及校友投稿D
0!本刊属于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网络版"全文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

合评价数据统计源期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等多家网络数据库收录期刊D凡向本刊投稿&将视为同意
由上述媒体全文收录D如有不同意者&请在来稿时声明D

9!来稿一经刊登&按规定支付稿酬&并赠送期刊D所支付稿酬包括纸质媒体和网络)数据库及光盘等媒体发行后所应支
付的稿酬D

5!本刊编辑部人员较少&恕不退稿&作者在三个月内未接到录用通知&可来电咨询&或自行处理D
%!收稿专用信箱*H+H+RMMYMc"9&D.GN&校内作者可通过校内办公系统投稿D
’!编辑部电话*!#$#"9%’#"(0#&9%’#"(0$D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双月刊!$’59 年创刊"
第 &’ 卷!第 ( 期!总第 $5$ 期""#$% 年 % 月

!"#$%&’"()&*+,&’%"$-&’
#%+./$0+,1!E2N,*2C@3-G.3G?+-N-/."

!1-J/.N4CL& @N2*NG+ -. $’59"
>/CD&’!E/D(!!@,J$5$"),F,HN"#$%

主管单位%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主办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西三环北路 $#0 号"

!!邮政编码*$###(%"
编辑出版%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
主!!编%李福利
责任编辑*兰丽丽
电子信箱*H+H+RMMYMc"9&D.GN
印!!刷%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北京市邮局 " d"’&
国外发行%中 国 国 际 图 书 贸 易 总 公 司

!中国国际书店"北!京 &’’ 信箱

刊!!号%<@@E$##(Z’&’%!国际标准刊号"
:E$$Z&$%’eE!国内统一刊号"

@P/.H/*G+ ML:2P-N2CE/*J2C
‘.-QG*H-NL
!E/D$#0& T-H2.4,2. 1G-C,&
1G-Y-.F"!I/HN3/+G$###(%"
?+-NG+& I,MC-H4G+ f8-HN*-M,NG+ ML
N4G?+-N/*-2C8GP2*NJG.N/KX/,*.2C
/K:2P-N2CE/*J2C‘.-QG*H-NL
!E2N,*2C@3-G.3G?+-N-/."
?ZJ2-C*H+H+RMMYMc"9&D.GN
8-HN*-M,NG+ )M*/2+ ML:4-.2<.NG*.2Z
N-/.2C1//̂ ;*2+-.F:/*P/*2N-/.
!IDBD1/R&’’ 1G-Y-.F&:4-.2"

!!公开发行 定价*%a##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