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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生态学报》论文参考文献著录要求 !
肖! 红
（《 应用生态学报》编辑部，沈阳 ""##"$）

摘! 要! 为提高参考文献编排质量，有效配合期刊检索与评价，推动国际学术交流，
《 应用生
态学报》依据 %& ’ ())"*—+##, 对论文参考文献著录格式加以调整，自 +##- 年始文献采用顺
序编码制著录. 本文给出了具体实例，并提出了作者在引用文献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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